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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化快速发展期的机动车发展调控措施研究 

沙建锋、陈光华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特大城市机动车发展调控经验的分析对比，剖析采

取不同调控手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以武汉市为例，以武汉交通发展现状为基础，城市自

身发展需求为前提，提出符合武汉实际情况的机动车发展调控措施建议，为相关城市制定机

动车发展方向和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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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私人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

小汽车的使用在带给出行者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和点对点服务的同时，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

长使得我国大中城市的道路交通不堪重负，各种交通问题层出不穷，给城市生活品质和空气

环境质量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多个城市面对以上问题，最终选择了从车辆拥有的源

头治堵，即采取车辆限购的机动车调控手段成为解决目前机动车发展的主要手段。本文通过

对中外城市机动车调控经验的对比分析，结合武汉实际，提出符合武汉市自身社会经济和城

市发展需要的机动车调控措施建议。 

1、国内外城市机动车发展调控经验分析总结 

纵观世界各国机动车发展调控的方式方法，基本上上存在两种机动车调控做法：1）以

东京、新加坡、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性的采取车辆限购措施；2）以伦敦等国际城市为

代表性的抑制车辆使用的措施。 

其中，东京采取了严格的购车自备停车位制度（1962 年开始），即实行一车一位，汽车

总量严格受泊位用地限制；新加坡自 1990 年至今采取购车具备拥车证制度，即车辆限额制

度（购买拥车证）。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则采用新增小汽车牌照按月限量供应的

手段，获取方式为无偿摇号、有偿竞拍或两种方式的组合。 

英国伦敦采取内伦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外伦敦加密公路网方法支撑该城市高效的交通

运输能力，通过建设优质的公交系统，80%低地板高档常规公交和密布的轨道交通网，实现

内伦敦市民通勤出行里公交出行率达到 80%并在重点区域征收交通拥堵费，抑制小汽车在

中心区出行，提倡公交出行。 

由表 1 可以发现，不同的城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国情和地理情况差异，导致应对

机动车发展的方式也不同：1）采取车辆限购的城市，基本上是人口众多，出行需求大,道路

面积率低、公交出行率低导致交通供给不足，机动车保有量超过道路容量，交通供需矛盾突

出。2）对车辆不限购，但采取综合措施抑制小汽车出行的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非常高且

道路面积率高，在达到机动车户均 1 辆以上的时候，依然未超过道路可承载值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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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城市地理交通情况统计对比表 

机动车调控方式 车辆限购 抑制车辆使用  

城 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东京 伦敦 武汉 

研究范围 建成区 建成区 建成区 23 区 大伦敦 主城区 

面积(km2) 1268 1563 990 621 1580 550 

人口(万人） 1883 2232 1107 845 830 502 

城市道路面积（km2) 93.9 100 100.3 98.7 259 56.5 

道路面积率 7.40% 6.40% 10.10% 15.90% 16.40% 10.30% 

公交分担率（占机动化出行） 52% 49.30% 60% 86% 86%(中心区) 57% 

道路容量(万辆） 248 260 265 255 670 160 

机动车保有量（万辆） 370 285 255 209 480 87 

千人保有量 196 128 230 247 578 173 

 

我国城市人口众多，人口密度大，可用于道路交通设施的用地十分有限，这是由我国的

基本国情决定的。但是由于忽视了小汽车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导致目前我国各大城市

机动车发展呈现了与国际发达城市截然相反的一面，以北京为例，作为“中国私家车第一城”，

存在小汽车“高增长、高使用和高密度”的特点，这也是我国普遍交通拥堵的大城市的问题。

除去高增速，2010 年，北京小汽车低于 5 公里的短途出行，占全部小汽车出行的 44％。北

京现有机动车，80％以上集中在六环以内区域。目前，北京市小汽车日均行驶里程 45 公里，

而东京仅为 19 公里，伦敦为 30 公里。以上机动车发展的现状，可以说是导致北京 2010 年

“9.17”大拥堵的主要因素，实行车辆限购成为了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目前我国各大城市似乎只能采取车辆限购来应对普遍存在的机动车发展“三高”问题，深

入分析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现状可以发现导致以上“三高”的主要原因： 

1）国人收入提高，需要高品质的出行工具，与发达国家户均 1 辆车水平相距较远； 

2）小汽车对于“保持优质舒适的私人出行空间”、“点对点出行”具有绝对优势； 

3）公共交通欠舒适，不够便捷，通达性不够（主要原因）； 

4）慢行、绿道等绿色出行系统不健全（重要原因）； 

5）对小汽车使用无过多限制，如多数城市路边停车不收费或收费很低等（重要原因）。 

2、武汉市机动车发展调控措施建议 

2.1 武汉市机动车发展现状 

武汉市机动车发展历史悠久，自 1903 年出现第一辆机动车开始，至今全市机动车保有

量达到约 146 万辆。自 2000 年以来，我是机动车年均增长 12.7%，其中主城每月增长 7500

辆左右。机动车增速伴随 09年大规模道路建设出现爆发式增长，其中小客车年均增长 23.3%，

私人机动化发展迅猛，数量已占机动车总量的 66.7%。其中主城小客车约占主城机动车总量

的 90%以上，并继续呈上升趋势。目前我市机动车千人拥有量为 140 量，处于城市交通快

速机动化发展的初期。 

除去高增速外，我市机动车发展还呈现如下两个特点：（1）分布也呈现人口越密集的中

心城区机动车密度越高，我市现有机动车，65％以上集中在三环以内区域，这与发达国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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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机动车分布结构相反，交通供求矛盾突出；（2）机动车短距离出行比例高，我市小汽车低

于 5 公里的短途出行，占全部小汽车出行的 37％，本可骑自行车出行的人，选择开车出行。 

机动车高速增长的态势，畸形的分布和出行结构，以及高频率的使用，使得我市道路交

通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我市从 09 年开始投入巨资大力建设各项交通基础设施来满足市

民出行的需要，但我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高速增长，远大于各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使得很多区域的道路容量处于饱和状态，全市常发拥堵地区和拥堵里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机动车的高速增长给我市道路交通带来的压力日渐增大！事实证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

供给，远远赶不上机动化出行高速增长的需求，只有对机动车发展采取有效调控，合理引导

居民出行，才是解决武汉市交通供需矛盾的有效方法。 

2.2 武汉市机动车发展调控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1）满足建设“1+6”城市新格局的要求：新时期武汉市委、市政府围绕创新驱动、跨越

发展，增强中心城市功能，提出统筹城乡，构建“1+6”城市新格局，启动实施“工业倍增”计

划，突破性发展轨道交通，基本建成全国综合交通枢纽。机动车调控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

6 个新城区机动化发展及市民出行的需要，以合理的机动车发展政策配合其他相关规划，共

同促进新城组群的快速健康发展。 

（2）符合我市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原则：要打造“中国车都”的城市名片，武汉市机动

车发展政策在全国范围应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应当符合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采取措施引

导汽车有序发展。 

（3）符合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原则：武汉市地缘广阔，森林覆盖

率高，全市域空气环境质量主要受三环线以内地区空气条件制约，因此，确保三环以内地区

空气质量达标，严控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要求。 

（4）落实交通发展战略，保证城市交通长远基本畅通的原则：确保全市交通运行平稳

有序，核心是解决三环以内地区交通问题、确保三环以内道路交通运行维持在合理水平是机

动车发展政策的重点。 

2.3 武汉市机动车发展调控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机动车调控政策的制定原则，我们认为：武汉市目前机动车保有量 145 万辆，

其中主城 87 万辆，距主城道路和空气环境可接受的合理保有量值（130 万辆）还有一定增

长空间，机动车调控方式选择存在一定灵活性，目前还有时间从解决车辆“高使用”，即努力

“降低高峰时段车公里”方面（降低车辆出车率和平均出行距离）寻找突破，相信可以避免走

其他特大城市的老路，形成符合武汉本市自身发展所需的机动车发展方式。具体思路框架见

图 1。 

（1）加快新城建设，促进主城人口及各项城市功能向新城转移 

加速构建“1+6”城市新格局，启动实施“工业倍增”计划，逐步促进主城人口及各项城市

功能向新城转移，缓解主城由于高度聚集而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逐步解决职住平衡，降低

主城机动车密度，逐步调整机动车分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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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市机动车发展调控对策思路 

（2）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积极推进公交都市建设，实现公交出行占全市机动化出行比

例的 60%以上 

积极推进公交都市建设，特别是大力发展轨道交通，需要确保至 2012 年起，每年建成

通车 1 条轨道线路，逐步完善常规公交和公交接驳系统建设，力争每年提高公交出行比例

1%～1.5%。到 2015 年，力争形成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一期及 4 号线二期共 88 公里的

骨架轨道网格局。确保 2020 年建成 8 条轨道线，总长度 302km，轨道占公共交通分担率 41%。 

在交通需求量较大的部分轨道交通走廊可以先期建设 BRT，作为远期轨道交通的过渡，

既能及时支撑城市空间拓展，也可以引导沿线土地开发、为远期轨道培育客流。在轨道线网

规划范围覆盖不到的空白地区和次级客运走廊，设置 BRT 形成轨道交通的补充和衔接。 

在轨道及快速公交 BRT 没有涉及的一些公交客流较大的路段，采取进一步优化常规公

交运行环境的方式，大力推进一批公交专用道的建设，作为轨道和 BRT 的有效补充，从规

划建设层面确保新建城市道路必须考虑公交专用道设置，努力营造舒适便捷的公交乘坐环

境，吸引更多市民采用公交出行。 

目前我市出租车总量超过 1.5 万辆，其中中高档出租车仅占 20%。出租车总量供应不足，

交接班时间缺乏管理，驾驶员素质不高，乘车环境不理想等因素，从侧面诱增了市民对私家

车的需求，建议进一步加大出租车，特别是中高档出租车投放数量，严格强化出租车管理，

设立电话预约车辆服务，提高调度效率，满足不同层次的公交出行需要，降低市民对私人小

汽车的依赖程度。 

（3）加快主城慢行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 

建立优质的慢行和自行车通行系统，是解决市民短距离出行的最优方式，也是逐步减少

对小汽车出行依赖度的有效方法，规划至 2020 年我市主城区形成“30 条廊道、92 条通道、

16 条休闲道”共计 852 公里的自行车道网络和绿道系统。 

（4）通过差别化停车和 ETC 系统降低主城机动车使用频率 

根据城市居住密度及用地品质划分，大幅提高住宅类建筑配建指标，逐步实现新增建筑

配建停车泊位与机动车增速匹配，实现购车有车位；结合周边轨道交通的发达程度，适度调

节商业中心等商业经营类停车配建指标，支持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解决商业区普遍存在的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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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难问题；适度降低办公类停车配建标准，倡导公交上班出行。 

针对公共停车及路内停车则采取一环以内、一环至二环、二环以外的区域分别采取适度

从紧、基本平衡和充分供应的差别化控制策略。 

此外，建议进一步体现停车收费差别化，选择核心区加大停车收费力度，抑制小汽车进

入核心地区，鼓励公交出行。 

武汉市于 2011 年七月开始对主城七桥一隧利用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对过江车

辆按次收取通行费，对抑制机动车过江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全市 80 多万辆机动车安

装了 ETC 电子标签，为交通拥堵重点区域扩大 ETC 收费范围提供了硬件基础，建议根据交

通运行情况，适时启动重点区域交通拥堵收费，进一步抑制小汽车使用频率。 

（5）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各环节精细化水平 

利用当前我市机动车保有量与全市道路网所能承受的容量上限还有一定距离的有利时

机，进一步改善我市已有道路的交通运行环境，采取优化交叉口渠化、建立交通信号联控、

加强交通信息显示，做好停车信息诱导等，提高我市交通各环节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挖掘城

市道路通行能力，为机动车有序增长提供较好的道路运行条件。 

3、总结 

武汉市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交通发展现状出发，提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动车发

展模式，逐步实现新城区发展私人机动化，主城地区以公交出行为主的居民出行方式结构，

采取综合措施抑制主城区小汽车使用，有效引导绿色低碳出行，满足我市道路网容量、空气

环境质量及市民出行的要求，克服机动车高速发展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巨大压力，有效缓解由

此带来的各种城市发展问题，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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