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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常规公交线网结构优化的再思考 

 

 

代琦 宋同阳 

 

 

【摘要】以武汉市 2015-2017 年开展的公交线网调整实施评估为基础，在城市空间拓展、功能提升和

交通系统复杂多元化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公交线网功能、空间布局和服务效率问题。结合国内外先进城

市公交发展新形势和我市发展需求，采取以功能融合促公交一体化、以空间差异化促资源均等化、以运营

协同促品效提升三大协同策略，多措并举打造“普及、便捷、高效”的常规公交网络，全面落实公交优先

战略，努力实现将武汉塑造为“轨道+公交+慢行”引领型的绿色出行楷模交通目标。 

【关键词】常规公交；线网结构；协同优化 

 

 

1 概述 

自 2015 年启动公交线网优化调整以来，全市分期分批新辟和调整线路共计 356 条次，

其中调整线路 267 条，新增 66 条，取消重复线路 23 条。构建层次分明、功能明确、衔接顺

畅的“快、干、支、微”四级线路层次。目前武汉市拥有常规公交线路超过 500 条，运营里程

超过 8000 公里，2016 年-2018 年在轨道交通新增线路 4 条，里程新增 120 公里背景下，常

规公交客流维持在 400 万人次/日稳定水平，占城市公共交通比例 56%，常规公交在城市客

流运输、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 

2 上一轮线网调整的重点和成效 

2.1 明功能、分层次，优化线网结构 

 

图 1 武汉市现有四级公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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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结构实现“直达型”向“换乘型”转变，提高公交网络运营整体效益。公交线路平

均长度从调整前的 18.3 公里下降至 16.7 公里，减少 8.8%[2]。 

2.2 降重复、强接驳、增覆盖，优化线网布局 

结合轨道线路开通，调减中心城区需求下降、运营周转困难的超长线路、重复系数高线

路和客流低效线路；增加与地铁接驳和服务新建小区、产业园区线路。线网重复系数从 4.05

降低至 3.17；中心城区线网密度从 3.33 公里/平方公里提升至 3.53 公里/平方公里；与轨道接

驳线路从 287 条增加至 397 条；中心城区车站实现 500 米全覆盖，线网指标全面提升。 

 

图 2 武汉市 2015-2017 年公交线路重复系数变化图 

2.3 实施换乘优惠，降低出行成本 

2016 年 1 月 1 日常规公交（公共汽车、电车、轮渡）开始实施换乘优惠。实施换乘优

惠政策有效支撑了公交线网优化调整实施，在降低平均线路长度、提高公交线路覆盖率、运

营效率和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等目标的同时，尽量降低线路调整对居民出行费用、时间等综合

效益的影响。2017 年，换乘优惠人次为 2.8 亿，市民减少出行支出约 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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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汉市现行公交线路换乘优惠方案 

2.4 线网客流保持稳定，乘客满意度提升，综合效益凸显。 

在每年开通 2 条地铁线路、网约车飞速发展、共享单车迅猛增加的情况下，武汉市实现

常规公交客流近三年保持在 400 万人次/日水平，成为国内特大城市中常规公交客流不下降

的唯一城市。同时乘客满意度也保持在 85%以上，公交行业社会认可度逐年提高[3]。 

 

图 4 武汉市今年公交客流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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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武汉市公交行业乘客满意变化 

2.5 公交线网运营效率提升，运营成本下降 

车均行驶里程逐年下降，2017 年车均行驶里程为 163 公里/辆，较 2015 年下降 2%，有

效控制车辆运营成本。每车的发车班次也在稳步增长，从 2016 年 4.4 班/辆增加到 4.6 班/辆，

车辆利用效率提高。 

 

图 6 武汉市车均行驶里程变化图（公里/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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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武汉市车均发车班次变化图（班次/辆） 

3 现阶段常规公交线网面临的问题 

3.1 与交通功能演变对应的公交网络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从 2015 年武汉市启动常规公交线网调整工作以来，武汉市公共交通网络结构已从“轨

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慢行交通为补充”转变为“轨道交通为主干，常规公交为

基础，慢行交通延伸接驳”，但是目前常规公交线网结构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现状公交线

路平均长度 16.9 公里，其中 15 公里以上的线路偏多，与常规公交承担中、短距离及接驳出

行定位存在差距，与轨道交通共线的公交线路也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在武汉三镇分区域差

异化的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水平下，汉口、武昌的均质性公交网络供给结构亟待调整，汉阳则

亟需提升公交的网络覆盖。 

3.2 与城市空间拓展对应的公交网络布局有待加密完善 

新城线网覆盖较差——近三年新城公交线路快速增加，但是仅达到主城的 1/2-1/3，新

洲、蔡甸、江夏等区域公交覆盖仍然较少，需要大力提升新城公交服务，实现城乡居民公交

服务均等化。 

主城局部新区覆盖不足——比如汉口常码头北部、汉阳晴川大道、武昌南部、光谷南部

等区域已有大量居民入住，目前公交线路比较缺乏。 

核心区以外的三镇联系需加强完善——该问题主要体现在新建桥梁和外围桥梁上公交

线路覆盖不足，市民出行主要依靠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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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乘客诉求对应的线网出行时效性有待提高 

线网加速扩张，发车间隔增加。2015-2017 年，武汉市常规公交线网长度从 1750 公里，

增加到 2838 公里，年增长率为 27.3%；车辆运力配置从 8310 辆增加到 9049 辆，年增长率

仅为 4.4%，运力增长速度不及线网增长速度，2019 年线路早晚高峰发车间隔为 8.7 分钟较

上年 7.8 分钟增加 11.5%。 

乘客对运行时间、线网优化、乘车舒适性和服务品质有更高的要求。根据调查结果，在

历年来持续增长的大趋势下，2018 年公交乘客满意度较 2017 年出现下降。且乘客对高峰候

车时间和全程花费时间两项满意度指标最不满意。 

3.4 “地铁送到站，公交送到家” 的出行衔接一体化有待加强 

目前武汉 94%的轨道站点周边 200 米范围有公交接驳服务，从区域来看，主城轨道公

交衔接较好，但是在谌家矶等区域仍有衔接空白；新城中临空副城东西湖片区轨道公交衔接

较好，5 条以上公交线路衔接的轨道站点占比 75%，长江新城、车都副城、光谷副城和南部

江夏区域接驳公交线路多样性有待加强。从线路来看，已成熟运营轨道交通线路接驳情况较

好；新近开通轨道交通站点公交接驳有待加强。 

3.5 与多样化线路需求对应的运力投放有效性有待提高 

现状线路客流强度分布跨度大，客流特征多样；车辆高峰发车间隔分布集中在 5-10 分

钟，与多样化线路客流需求匹配度有待提升。 

在运营效益方面，一批保障民生服务的公益性线路运力大量富裕，一批网络内部竞争性

线路相互分流客源导致运营效益不高。 

运力配置方面，局部道路拥堵导致车速低、车辆周转慢，出现早高峰时段白沙洲、民族

大道公交运力不足现象。 

4 新形势下常规公交线网的发展趋势 

4.1 随着轨道网络快速增长、城市空间结构升级，要求常规公交线网转变发展定

位、主动寻求客流新增长点。 

2016 年至 2019 年 3 月，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从 125 公里增加至 318 公里，增幅

154%，日客流量从 120 万人次增加至 370 万人次，增幅 208%；常规公交线网规模从 1750

公里增加至 2838 公里，增幅 62%，日客流量从 392 万人次增加至 400 万人次，增幅仅 2%。

目前常规公交客流吸引潜力不足，随着武汉市轨道交通第三、四期建设规划线路大规模开通

及网约车、共享汽车、共享单车交通发展，常规公交出行总量不会大幅增加，同时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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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饱和、轨道成网服务，常规公交客流需求下降；新城区人口增长，轨道轴线服务，常规

公交客流需求上升，呈“广、散、小”分布特征。常规公交线网亟待根据与轨道网络关系、

与不同区域客流空间分布特征细分市场，重新审视功能定位。 

 

图 8 武汉市常规公交分区域客流需求变化图 

4.2 乘客对出行自由度和运营效率要求日益提高，要求常规公交线网转变组织形

式，重点关注线路之间协同和线网整体“可达性”。 

借鉴目前国外城市正在开展的公交线网革命运动，结合武汉市已基本形成的“换乘型”

公交线网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换乘站与客流转换节点和城市功能节点匹配性，通过整合重复

系数高的长大干线，重点打造一批发车频率高、可靠性好的高品质线路，有效解决乘客“等

车”难题，使乘客可以快速到达线网内任意目的地，使得公交线路设计不为满足单一群体的

个性化需求，而是为了公交系统整体发挥最大效益。 

4.3 为实现服务高品质和运营可持续目标，要求常规公交线网转变运营模式，加

强与网络客流、服务功能的适应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出行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和品质化要求则日

益提高。香港存在的多元多样的非专营巴士服务，包括居民巴士服务偏僻地方或居民人数无

法支撑常规专营巴士线路的社区，采取与运输公司接洽协议开办模式；港铁巴士服务与地铁

站点接驳换乘人群，由港铁自行运营，以八达通实现与地铁免费换乘；旅游巴（包车）服务

大量旅游景点和大型活动集体运输。这些灵活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极大程度提高了公众出行便

利性，保障地面公交日客流量达到 650 万人次，占公共交通客流比例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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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展目标与应对策略 

5.1 发展目标 

落实公交优先战略、突出公交基础地位、强化品质效益导向，规划形成“普及、便捷、

高效”的常规公交网络。进一步优化配置公交资源，将武汉塑造为“轨道+公交+慢行”引

领型的绿色出行楷模，成为超大城市“绿色交通”典范。 

表 1 武汉市常规公交线网发展目标 

 

5.2 总体对策 

对策一：以功能融合促公交一体化。正视轨道里程增长、慢行交通复兴的影响，打造“短

距离以慢行交通为主，中短距离以常规公交为主、中长距离以轨道为主”的一体化公共交通

体系，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整体竞争力。 

对策二：以空间差异化促资源均等化。结合空间特征、轨道网络特征、分区域、差异化

整合轨道-常规公交网络，锚固换乘枢纽，实现公交服务均等化。 

对策三：以运营协同促品效提升。在线路、车站等空间设施规划基础上，增加车辆、时

间运营指标形成覆盖公交出行体验的全要素规划方案。增强运力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

高公交出行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服务针对性和精准性。 

6 三大协同举措 

6.1 功能协同 

分级分类、深融合，系统构造功能协同的大公交网络体系。配合地铁 2021 年“主城成

网，新城通线”的建设进程，常规公交线网在快、干、支、微 4 级线网结构的基础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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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轨道网络关系、线路组织形式、线路运营模式因素，打造“主辅结合、功能融合、品

效协同”的扁平式线网结构。 

表 2 武汉市常规公交线网发展目标 

 

本轮线网调整以合理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基础，采取存量优化挖潜和增量精准布

线两大策略优化配置线路资源。 

 

图 9 公交线网调整策略 

结合公交主干线功能定位和服务特点，以武汉市大区联系为基础，借助大数据手段分析

轨道服务不足高需求区域、人口及岗位高增长区域和长距离出行需求方向，在干线走廊通过

合并众重复性线路组织适量高频干线便捷换乘，增加高频率、高品质线路的覆盖。 

结合公交辅助线功能定位和服务特点，以武汉市空间功能分区为基础，借助大数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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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交换乘枢纽、公交覆盖热点区域、薄弱区域和短距离出行需求方向，以线串点，在提

供“站到门”和“门到门”服务的同时兼顾运营效益提升。 

6.2 空间协同 

1）公交协同区域划分 

通过定量测定与定性结合进行区域的测定与划分，将武汉划分为“三区域、两圈层”。 

 

图 10 区域划分方法 

 

图 11 区域划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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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武汉市区域划分图 

2）公交线网架构 

线网架构主要体现为分区域、差异化的特点。 

表 3 分区域公交线网结构 

区域 线网结构 线网功能 

主城区 普及式线网 
主城干线串连重点功能区、枢纽站成网 

接驳辅线、区域辅线构成全覆盖线网 

跨城区 轴辐式线网 
串联主城区与新城区间重要轴线，行驶高快速公路，主要枢纽为核

心 

新城 核辐式线网 
枢纽站为发展核心，布设各层级公交线网，以交通带动周边开发，

引导城市转型发展 

风景生态区 低碳游憩线网 
主城旅游景点、生态休闲区导入旅游公交直达服务，提供低碳、环

保公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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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武汉市公交线网架构图 

3）分区方案 

（1）汉口区域 

汉口现状总人口 381.8 万人，其中主城为强核心辐射型区域，临空副城东西湖片区已连

绵化发展，黄陂片区为组团型发展状态，长江新城目前为比较落后的离散型发展。未来随着

副城及长江新城的快速开发，汉口人口仍将快速增长。近三年仅东西湖片区将新增一条轨道

交通线路，主城区及黄陂、长江新城轨道交通线路均保持稳定。 

根据现状及规划，提出汉口片区公交规划策略。规划汉口主城干线 72 条、跨城干线 37

条、主城辅线 52 条、跨城辅线 25 条。 

表 4 汉口区域公交规划策略 

分区 
轨道发展阶

段 

常规公交功

能定位 
规划策略 

汉口主城 
网络成熟阶

段 

轨道交通的

补充和延伸 

完善辅线：增强与地铁接驳能力，增强中短

距离服务精准性，重点在古田、后湖区域增

加覆盖 

转型干线：整合低效干线、

降低重复，提高与轨道差

异服务干线品质；转移运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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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副城

东西湖 

骨干线路培

育和轴线建

设阶段 公共交通的

主体 

调离轨道平行干线：结合轨道 6 号线二期线

开通，调离与其平行的干线 

提质跨城干线：在轨道轴线覆盖不足的次级

客运走廊，提档升级干线，提供高品质干线

服务 

增强接驳辅线：以轨道交

通和跨城干线为骨架，加

强接驳辅线覆盖 
临空副城

黄陂 
轴线培育阶

段 

提质跨城干线：在轨道轴线覆盖不足的次级

客运走廊，提档升级干线，优提供高品质服

务 长江新城 

（2）武昌区域 

武昌现状总人口 418.1 万人，其中主城为强核心辐射型区域，光谷副城连绵化发展，南

部新城为组团型发展，东部新城主要为工业区。未来武昌主城及光谷副城人口将快速增长。

近三年仅武昌主城区将新增三条轨道交通线路，主城区以外线路均保持稳定。 

根据现状及规划，提出武昌片区公交规划策略。规划武昌主城干线 72 条、跨城干线 24

条、主城辅线 75 条、跨城辅线 31 条。 

表 5 武昌区域公交规划策略 

分区 
轨道发

展阶段 

常规公交功能

定位 
规划策略 

武昌主城 
网络建

设阶段 

主体功能向补

充和延伸功能

转换 

提质干线：在地铁施工走廊，提档升级

干线，提供高品质服务，保障公交竞争

力；整合低效干线、降低重复。 

完善辅线：增强与地铁接驳能

力，增强中短距离服务精准

性，重点在白沙、南湖区域增

加覆盖 

光谷副城 
轴线培

育阶段 
公共交通的主

体 

增强跨城干线：在轨道轴线覆盖不足的

次级客运走廊，增加提供高品质干线服

务 

增强接驳辅线：以轨道交通和

跨城干线为骨架，加强接驳辅

线覆盖 

南部江夏 
轴线培

育阶段 

提质跨城干线：在轨道轴线覆盖不足的

次级客运走廊，整合低效干线，优提供

高品质服务 

东部武钢

（化工区） 
无轨道 

完整的公共交

通系统 

提质轨道延伸功能的跨城干线：在主要

客运走廊，提供高品质干线服务接驳武

汉火车站枢纽和 5 号线车站 

（3）汉阳区域 

汉阳现状总人口 98.9 万人，其中主城为强核心辐射型区域，车都副城连绵化发展，西

部蔡甸中法生态城为离散型发展状态。未来汉阳人口增长主要集中于主城区。近三年车都副

城、西部新城各新增一条轴向线路，主城区线路保持稳定。 

根据现状及规划，提出汉阳片区公交规划策略。规划汉阳主城干线 61 条、跨城干线 15

条、主城辅线 14 条、跨城辅线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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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汉阳区域规划策略 

分区 
轨道发展阶

段 

常规公交功

能定位 
规划策略 

汉阳主

城 

骨干网络成

熟阶段 

轨道交通的

补充和延伸 

增强辅线：增加与地铁接驳线路，增强中短

距离服务精准性，重点在四新、临长江、临

汉江区域增加覆盖 

增强干线：在轨道骨干线覆

盖不足的次级客运走廊、四

新区域，增加提供高品质干

线服务 

车都副

城沌口/

汉南 

骨干线路培

育和轴线建

设阶段 
公共交通的

主体 

调离轨道平行干线：结合轨道蔡甸线和 16

号线开通，调离与其平行的干线； 

提质跨城干线：在轨道轴线覆盖不足的次级

客运走廊，提档升级干线，提供高品质干线

服务 

增强接驳辅线：以轨道交通

和跨城干线为骨架，加强接

驳辅线覆盖 
西部蔡

甸/生态

城 

轴线建设阶

段 

本次方案重点调整主城和 3 个副城的相关线路，经过梳理该范围涉及线路 395 条，本次

保留线路 306 条，调整及新增线路 133 条（占比 33%），规划线路总量 415 条（新增 5%）。

其中重点减少主城镇间干线数量 10%，增加汉阳和武昌辅线数量超过 16%。 

6.3 运营协同 

通过高、中、低发车频率组合，车型多样化配置，满足高密度、多车型灵活运营要求。

根据客流需求和城市发展需要筛选 87 条主干线，组成“高频干线网”，锚固 30 个区域换乘枢

纽，线网长度 758km，平均发车间隔 4.6 分钟，实现武汉市 2021 年“轨道+高频干线”超过 1000

公里的公交骨干网布局。在车型选择上，针对需求覆盖面广、单线客流需求小的发展趋势，

增加小型和微型公交车辆配置，保障较高发车频率与运能供给的匹配性，提高公交服务品

质。根据干线和辅助线的分区域客流特征和发车频率要求，分类制定车型系数（指不同类型

的公交运营车辆按统一的标准当量折算成的标台车辆数），有效指导运营公司车辆购买计划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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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武汉市高频干线规划图 

7 结语 

地面公交系统为市民提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同时面临轨道交通、网约汽车、共享单车

多种交通模式竞争和市民多元化、品质化出行需求，因此公交线网优化调整工作是永恒的主

题。需要结合个城市空间布局发展和公共交通系统发展阶段，定制个性化的常规公交线网调

整策略和规划方案，同时将反应运营服务需求的发车间隔、车辆类型等指标反馈至前期线网

规划，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平衡关系，达到服务品质和运营效益双提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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