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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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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和机

动化，城市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在如此高

速的发展下，城市的品质却往往受到了忽略，环境质

量更是严重恶化。交通拥堵、雾霾围城成了最常见的

城市病。同样的，宜昌市的汽车保有量（尤其是私人

汽车保有量）在过去10年中迅速增加，同时给城市带

来了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的问题。与此同时，汽车数

量的大幅增长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环境和人们的生

活——过多的汽车导致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变差，人

行道和自行车道以及其他公共空间被机动车挤占。目

前政府应对这些问题主要采取增加道路面积和停车场

数量的措施，而这却从另一方面鼓励了汽车拥有量的

增长，造成恶性循环。

当一个城市陷于交通拥堵之中，通常说明它没有

在多种交通方式中取得平衡——机动车在城市规划中

占有绝对的优先值，而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则往

往处于劣势。因此，要改变这一情况，必须首先转变

思路。城市规划应该更加注重整体性，即将交通、用

地、公共空间看作一个整体考量，并从政策和设计的

角度着手进行调控。

随着宜昌快速公交系统（BRT）的开通，这种情况

有望改变。BRT作为一个大运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可

以有效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并实现公交导向发

展（TOD）。但要使市民从驾车出行转为通过绿色出

行，必须协同改善BRT站点的城市设计和交通需求管

理。因此，本规划针对宜昌东山大道BRT走廊沿线的行

人和自行车可达性、停车供给、公共空间等进行了详

尽的调查研究，并针对走廊整体和具体站点都提出了

具体的改善策略。

项目背景

宜昌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其中心城区与三峡大

坝相距仅30公里。ITDP 中国于 2012 年获得了亚洲开发

银行宜昌 BRT 建设项目技术援助的国际招标，为宜昌 

BRT 规划设计提供技术援助。同年，ITDP 开始了宜昌

BRT走廊城市设计的工作，期间邀请国内外专家及咨询

团队参与研究及设计，并多次与宜昌市领导及相关部

门沟通交流，对方案进行修改与深化。此项工作的开

展也获得了格兰瑟姆基金会（Grantham Foundation）和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的大

力支持。

宜昌 BRT于 2014 年 2 月开始动工，全长 23.9 公里，

共 38 个车站，从北往南连通了夷陵客运站、夷陵中心

区、宜昌市区、宜昌火车站、和宜昌东站等重要的城

市节点。为了提高BRT的服务水平、提高BRT沿线土地

的利用效率、和改善BRT沿线城市空间的品质，减少沿

线市民使用小汽车。从2014年初开始，ITDP中国着手

进行BRT走廊沿线的发展策略研究，针对公交分担率、

站点可达性、用地情况、公共空间、停车等议题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并对相应站点提出改善方案。

主要议题及进展

以宜昌 BRT 项目为依托，ITDP为BRT走廊站点区

域提供了发展策略建议。选取了走廊内 16 个站点进行

研究，研究内容包括：结合BRT走廊沿线的后退区的停

车和公共空间改善方案、BRT站点行人可达性改善方

案、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公共自行车系统规划，并

选取部分BRT 站点区域的地块提出开发指引等。

2015年7月，宜昌BRT一期（东山大道-桔城路段）

开通运营；2015年12月，BRT二期（夷兴大道段）开

通运营；预计BRT二期（夜明珠路段）将在2016年9

月开通，届时宜昌BRT走廊将全线贯通。截止2016年

初，ITDP中国已经向亚洲开发银行、宜昌市副市长、

宜昌市委秘书长、宜昌市规划局、宜昌市建委、宜昌

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BRT指挥部等汇报。ITDP针对

行人和自行车设施提出的改善，及禁止后退区和人行

道停车的建议已部分实施，而BRT车站周边可达性提

升建议亦得到了宜昌市政府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积极回

应。本策略建议也被并入亚洲开发银行和宜昌市副市

长的备忘录，以及亚洲开发银行2016年的后续贷款项

目。

正在施工中的宜昌 BRT，2014 年 5 月。ITDP 的 车站
效果图被展示在施工地外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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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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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划原则

城市交通生活的八项原则与 TOD 标准

1. 发展鼓励步行的街区 [ 步行 ]

2. 优先发展自行车网络 [ 自行车 ]

3. 创建密集的街道网络 [ 连接 ]

4. 支持高质量公共交通 [ 公共交通 ]

5. 规划多功能混合社区 [ 混合 ]

6. 将密度与公共交通运力相匹配 [ 密集 ]

7. 创造短距离通勤的紧凑区域 [ 紧凑 ]

8. 通过规范停车和交通使用来增加城市机动性 [ 转变 ]

城市交通生活的八项原则与 TOD 标准

TOD标准是城市交通生活八项原则的实施导则及

评价指标。通过TOD标准对城市规划和设计项目进行

评分，得分为85分以上的为金牌TOD项目，表示该项

目在交通和城市设计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融合，达到国

际领先的地位；70-84分的为银牌TOD项目，说明项目

在交通和城市设计方面能达到较高质量的融合，满足

大部分最佳实践项目的要求；55-69分的为铜牌TOD项

目，说明项目满足TOD标准的基本要求。ITDP认为，

宜昌BRT沿线的城市规划和设计项目应以金牌标准为目

标进行开发。

城市交通生活的八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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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原则1 

15 分

A：安全和完整的步行网
络

1.1 步行道

安全的、轮椅无障碍通行的步

行道所占街区边界的百分比。(3

分)

1.2 行人过街

在各个方向都有安全的、轮椅无

障碍通行的人行横道的交叉口的

百分比。(3分)

B：充满生气、活跃的步行
环境

1.3 视觉活跃的界面

公共步道与建筑内部活动可以产

生视觉联系的街区边界所占的百

分比。 (6分)

1.4 活动渗透的界面

平均每100米长的街区界面所

含商店或建筑人行出入口的数

量。(2分)

C：舒适的步行环境 

1.5 遮阳和挡雨

有足够的遮阳和挡雨设施的步行

道片段的百分比。(1分）

连接  
原则3 

15分

A：步行与骑车的路径简
短、直接、多样

3.1 小型街区

典型街区的长度（长边）。(10

分)

B：步行与骑车比机动车出
行便捷

3.2优先的连通性

行人交叉口与机动车交叉口的比

值。(5分)

公共交通 
原则4

TOD基本要求

A：可步行到达大容量公共
交通站点 

基本要求4.1 到达公共交通的步

行距离

到达最近的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

距离（米）。

混合  
原则5

15 分

A：提供多元互补的使用
功能，缩短出行距离

5.1 功能互补

居住和非居住功能在同一个街区

或相邻街区中整合。(10分)

5.2 获取新鲜食物

在现有或规划的新鲜食物供应场

所500米半径范围内的建筑所占

的比例。(1分)

 

B：缩短较低收入群体的
通勤距离

5.3 可支付住房

可支付住房占居住单元的比例。 

(4分)

紧凑 
原则7

15 分

A：开发项目在现有的建
成区内

7.1 城市基地

基 地 紧 邻 建 成 区 域 的 边 界 数

量。(10分)

 

B：城市中便捷的短距离
出行

7.2 公共交通选择

在步行距离以内设有站点的不同

公共交通线路的数量。 (5分)

转变 
原则8

20 分

A: 机动车所占用的空间
最小化

 

8.1 路外停车

所有路外停车的面积占总用地面

积的比例。(10分)

8.2 机动车出入口密度

平均每100米街区界面的机动车

出入口数量。(2分)

8.3 交通空间

用于机动车通行和路内停车的

道路总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百分

比。(8分) 

密集 
原则6

15 分

A：高密度的住宅和工作场
所支撑高质量的公共交通
和地方服务 
 

6.1 土地利用密度

平 均 密 度 与 当 地 条 件 相 比

较。(15分)

自行车 
原则2 

5 分

A：安全和完整的自行车
网络

2.1 自行车网络

安全的骑行路段占街道总长的百

分比。(2分)

B：充足安全的自行车存
放空间

2.2 公共交通站点的自行车停放

在高容量的公共交通站点提供多

泊位的安全的自行车停放设施。 

(1分 )

2.3 建筑中的自行车停放设施

提供安全的自行车停放设施的建

筑的百分比。 (1分)

2.4 自行车进入建筑

允许自行车进入建筑内部，以及

在建筑管理区域内提供自行车存

放处。(1分)

原则、目标及评价标准

27YICHANG BRT, YUNYILU STATION AREA DEVELOPMENT PLANNING   宜昌BRT云集路站点区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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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T站点                      BRT Station

BRT走廊                      BRT Corridor

步行/非机动车连接     NMT access road

广场/线性公园            Plaza / linear park

BRT站半径500米范围  500m catchment area of BRT Stations

公共自行车停放点/
自行车停放点

Bike sharing docks/
bike parking

开发强度                    Development intensity

BRT 走廊与城市空间一体化的设计

对于BRT的认识和投资不应仅仅局限于公交系统本

身，还应注重与之整合的城市空间。通过发展公交系

统带动沿线交通、用地和空间的改善，是实现公交导

向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公交导向发展则是实现城市绿

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此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策略是基于ITDP 的城市

交通生活八项原则及《公交导向发展评价标准》。为

加强BRT与周边居民和城市空间的连接性，提高BRT的

服务水平和范围，实现公交导向发展，ITDP建议提高

BRT站点的行人可达性，并且通过不同等级的步行和

服务水平和范围，实现公交导向发展，ITDP建议提高

BRT站点的行人可达性，并且通过不同等级的步行和

非机动车道连接城市主要的公共空间和街区。这些连

接应该是安全、便利、怡人、导向清晰的。而连接的

公共空间和街区应该是布局紧凑、功能混合、设计有

趣、且尺度宜人的。

因此，ITDP选择了BRT站点区域内目前利用低

效、但具有升级改造潜力的3个地块和7个建筑后退区

进行TOD社区和公共空间设计，以作为示范性项目进

行实施和推广。

BRT 与城市空间一体化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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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RT 站点地区特别区划

2.2.1 公交站点地区特别区划理念
城市交通生活的八项原则与TOD标准是指导城市

可持续发展、建设绿色都市、公交都市的TOD理念理

论基础，而站点地区特别区划则是TOD理念的具体落

实形式。其中，增强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可达性

和设施质量，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降低小汽车出行

以及交通能耗是最核心的内容。

这需要从改变城市的用地和交通空间结构入手，

即构建混合的用地模式使日常出行距离缩短，并适当

聚集重要城市功能，使一次出行即可抵达若干不同的

目的地；提高连接公交站点的步行网络密度和质量，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公交的可达性和时效性。城市形态

在三个基本方面影响着出行——交通模式分担率，平

均出行距离以及每户每日出行次数。围绕公交站点开

发，且适宜步行的混合使用地区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优

势：步行在交通分担率中的比例增加，更好的步行环

境可以促进自行车与公交的使用，由于用地类型和业

态混合使得出行距离缩减，出行次数也因为不同的目

的地的聚集而减少（彼得·卡尔索普等，2014）。因

此，站点地区特别区划应贯穿城市规划的各个方面：

从纵向来看，从宏观到微观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三个层面；从横向来看，涉

及用地、交通和城市设计三个方面。

-  宏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应在总体规划中将大运量公交走廊

（如BRT走廊）站点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划分为“公交

为导向特别发展区”，并根据区位、发展定位、综合

公交服务水平分成重点TOD片区和一般TOD片区：相

对于其他地区，这些区域应有更加混合的用地、更多

宏观层面：对大运量
公交走廊地区进行的
特别空间规划公交系
统与土地的协同发
展，如美国的阿灵顿
地区。
图片来源：Arlington 
General Land Use Plan, 
2005

中观层面：对不同层
级的大运量公交站点
地区提出特别的规划
标准，以促使用地的
集约发展。
图片来源：City of 
Austin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Program 
Urban Design Divis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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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可支付的住房、更小尺度的街区

和更高密度的路网，并对私人机动车的进入和行驶作

出限制（例如较高的停车收费标准）。这些指引用于

指导相关政策和下级规划的制定。

- 中观层面：

在中观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对“公交为导向

特别发展区”制定更高的容积率标准、更高密度的步

行和非机动车网络、更低的停车配建标准、以及具体

的用地混合模式和比例。这些标准用于控制具体项目

的规划和设计，使城市沿着公共交通走廊发展，集约

用地。

-  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对“公交为导向

片区”内的具体项目提出以下要求：提供最直接、便

利、舒适、高质量的步行和非机动车网络和设施连接

公交站点；提高行人和自行车通道的密度、宽度、和

质量，在站点和周边的小区、商场、办公机构、学校

和公共开放空间设置自行车停放设施和公共自行车站

点；公共交通换乘站点之间不超过5分钟步行距离，并

提供遮阴挡雨的人行走廊；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开放空

间；提供通透、活跃的沿街界面；机动车道的宽度取

低值；停车配建标准取低值。这些要求用于控制城市

设计的方向，保证城市空间的质量。

微观层面：注重公共交
通站点地区的城市设计，
提高站点地区的吸引力。

微观层面：在站点出入
口增设遮阳挡雨设施和
提供方便舒适快捷的换
乘设计，提高公交服务
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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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交站点地区特别区划理念在国内
的实践

目前公交站点地区特别区划理念已经在国内一些

城市实施。如深圳2014年1月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标

准与准则》就对轨道站点地区的容积率、步行和自行

车设施、路网密度、换乘距离、停车配建标准等作出

了特殊的要求。其中“轨道车站半径500米地区的住

宅停车位不能超过相应分类配建标准的下限”，换言

之就是规定了站点地区的停车配建上限标准。此外，

深圳标准还提出“在公共交通高度发达、路网容量有

限开强较的地区，商业类停车供应宜进一步减少”的

要求。上海2011年版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 

提出“通过交通分析论证，在道路交通资源紧张的地

区，结合轨道交通设施，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可

适当降低。”和“轨道交通站点300米服务范围内的住

宅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可适当降低，降幅宜在

20%以内。”而在国家层面，住建部也在2015年11月颁

布了《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以引导城

市沿着大运量的公交走廊发展。

对于宜昌而言，BRT就是城市骨干的大运量公交系

统，对于实现城市绿色发展的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BRT系统本身是不够的，

必须将BRT站点地区特别区划的要求落实到城市和交通

规划的政策和项目中来。

城市 City

增加容
积率

Increase 
FAR

混合用地
Encourage 
Mixed-use 

of land

停车配
建折减

Parking space 
reduction

步行设施的布局和
设计要求 Pedestrian 

access layout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鼓励或要求设置
自行车设施 Bike 

facilities required or 
encouraged

鼓励或要求设置保
障性住房 Affordable 
housing required or 

encouraged
香港 Hong Kong √ √ √ √ √ √
上海 Shanghai √ √ √ √ √
深圳 Shenzhen √ √ √ √ √ √
武汉 Wuhan √
南宁 Nanning √ √ √
南昌 Nanchang √
南京 Nanjing √ √ √
北京 Beijing √
中国大陆政策 Mainland 
national policy

√ √ √ √ √ √

分类 单位 配建标准

居
住
类

单身宿舍
车位 /1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0.3~0.4；专门或利用内部道路为每幢楼设置一个装卸货泊位及 1 个上下客泊位。

单元
式住
宅、
安居
房

建筑面积 <60 平
方米

车位 / 户 0.4~0.6；专门或利用内部道路为每幢楼设置 1 个装卸货泊位及 1 个上下客泊位。

6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90 平方米

车位 / 户 0.6~1.0；专门或利用内部道路为每幢楼设置 1 个装卸货泊位及 1 个上下客泊位。

9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144 平方米

车位 / 户 1.0~1.2；专门或利用内部道路为每幢楼设置 1 个装卸货泊位及 1 个上下客泊位。

建筑面积≥ 144
平方米

车位 / 户 1.2~1.5；专门或利用内部道路为每幢楼设置 1 个装卸货泊位及 1 个上下客泊位。

独立联立式住宅 车位 / 户 ≥ 2.0

经济适用房 车位 / 户 0.3~0.5；专门或利用内部道路为每幢楼设置 1 个装卸货泊位及 1 个上下客泊位。

轨道车站 500 米半径范围内的住宅停车位，不超过相应分类配建标准下限 80%。

表2-1	国内已采用公交站点地区特别规划政策的城市

表2-2	《深圳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3对居住类停车配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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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政策与交通及城市发展关系示意图

54 YICHANG BRT, YUNYILU STATION AREA DEVELOPMENT PLANNING，宜昌BRT云集路站点区域规划

BRT CORRIDOR PARKING STRATEGY   BRT走廊停车策略

4  PLANNING PROPOSAL 总体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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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BRT站点500米半径
覆盖范围设置停车供给上限

BRT站点

500米半径覆盖范围

通过限制或降低停车供应可以：
减少小汽车出行和小汽车行驶公里数（可减少污染，缓解拥
堵，加强道路安全等）；
增加商业收入（餐饮，商铺等）；
改善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环境。

设置停车供给上限：限制城市中心以及BRT走廊500米范围
区域的停车，降低停车配建标准；
停止政府对路外停车供应的资金投入；
为路外停车制定符合实际土地价值的市场价格制度（如：为
未被规范的私人停车位制定合适的价格）；
共享停车位；
禁止后退区停车：增加绿化的公共空间，座椅，咖啡座等；
使用停车诱导系统；
进行强制性规定，确保新项目有足够的自行车停放空间；
实施高效的路内停车系统。

1.

2.
3.

4.
5.
6.
7.
8.

50-100m

A区

路外停车（停车场/库）

BRT走廊与车站（禁止路内停车）

图例

路外停车（停车场/库）出入口

主要道路

主要道路（禁止停车场/库出入口）

BRT走廊

BRT车站

B区

C区

D区

200-300m

500m

50-100m

A区

路外停车（停车场/库）

BRT走廊与车站（禁止路内停车）

图例

路外停车（停车场/库）出入口

主要道路

主要道路（禁止停车场/库出入口）

BRT走廊

BRT车站

B区

C区

D区

200-300m

500m

降低BRT沿线停车配建标准

-75%

-50%

-25%

2.3 停车管理与控制
由于当前汽车保有量的大量增加，随之而来的停

车问题也随之显现。然而，对于停车的问题的认识，

无论事政府还是市民普遍存在以下误区：

误区一：所有的停车设施都应免费或受到补贴

误区二：“停车难”意味着停车设施需要增加

误区三：停车配建标准可按统一标准强制执行

误区四：成功的城市和开发项目一定有充裕的停

车设施

这些错误的认识往往导致停车设施供给的过剩，

并从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更多的小汽车交通，增加了开

车出行的需求。与此同时，这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建设路外停车场也增加了住房、商业等项目的建造成

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

且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即使某些区域内的停车设施

供给已出现供给过剩的情况，但由于路内停车比路外

停车的收费低，或相关部门对于违章停车的执法力度

低，导致大量的小汽车停在马路上，甚至停在人行道

和建筑后退区。这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秩序，给行人和

骑行者带来危险，而且也不利于促使人们乘搭公共交

通出行。根据ITDP城市生活的八项原则和TOD标准，

解决停车问题的正确途径应是通过控制停车需求和提

高停车执法水平，通过有效的停车管理来解决“停车

难”。

在宜昌，停车管理的改善可以从BRT站点地区的特

别区划开始。通过降低BRT站点地区的停车配建标准，

并设置停车配建标准的上限，和实施较高的路内停车

收费标准，控制站点地区的停车需求，引导人们通过

乘搭BRT或骑自行车出行。

停车管控的原则

路内停车：1）禁止在人行道和后退区停车；2）

实行区域差异化的路内停车收费标准；3）建立智能停

车收费和管理系统；4）限定停车收费的资金用途；5）

停车收支情况透明化；6）简化明晰部门责任，加强执

法。

路外停车：1）实行区域差异化的停车配建标准，

并在BRT站点500米地区实施停车配建上限标准，或对

现有的最低停车配建标准作折减；2）实行区域差异化

的停车收费标准，且路外停车收费应低于同等级的路

内停车收费，3）地下停车场收费应低于地面停车场的

收费；4）推行错时停车，鼓励有条件的居住区与周边

商业办公类建筑共享利用停车泊位；5）建立停车诱导

系统，并与交通部门的停车管理系统联网。

路外停车配建标准应根据建筑与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
作出相应的调整，越接近站点的地区，配建标准越低。



3. 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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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定BRT站点地区特别区划，提高宜昌BRT的

服务水平和实现公交导向发展，从2012年下半年开

始，ITDP开始对BRT走廊沿线的用地进行了基础资料

的收集和分析，并提出了改善的设计。2014年3月开

始，ITDP又进行了用地情况、站点可达性、居民出行

模式、停车特征、公共空间分布及现状等深化研究：

3.1 BRT 站点地区用地现状

3.1.1 调查方法
BRT建设前的用地情况的基础资料，对于BRT开通

后的影响评价研究中的前后对比分析有重要作用。2014

年初，ITDP对BRT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以及部分BRT

站点半径300米地区的用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以用于

BRT走廊建设前后沿线用地和业态改变情况的对比，以

及找出目前使用效率较低且有开发潜力的土地，如老

旧仓库区、汽修厂等，并提出改造和设计方案。

ITDP研究了宜昌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和现状卫星

图，然后对BRT走廊沿线进行现场踏勘。2014年3月，3

名 ITDP研究人员在一周内对BRT走廊全线的建筑立

面进行拍照，以保证取样的时效性一致，后期用图像

软件将照片进行拼合处理，并匹配到相应的卫星图和

CAD地形图上，以此作为BRT建设前的基准资料。考

虑到用地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计划于宜昌BRT全线

贯通且稳定投入使用后，以相同的调查方法再次搜集

沿线的建筑立面，拼合后作为前后对比素材，从而总

结立面、用地及业态的变化情况。

在此期间，研究人员选取了8个BRT站点，对其半

径300米范围的用地现状进行了进一步的现场调查。这

些站点是：绿萝路、西陵一路、山庄路、港务新村、

运河公园、万寿桥、中南路、和宝塔河。调查方式是

左图：宜昌市中心城区用地
布局规划（2011-2030），
彩色部分是 BRT 站点周边半
径 300 米范围的区域。
底图来源：宜昌市城市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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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ITDP研究人员到现场记录和拍照，并把数据录入

到ArcGIS数据库，并进行分析。对于多层建筑，本次

调查还对其首层用途和楼上主体用途都做了详细的记

录。这些用途是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GB50137-2011》进行分类的。

3.1.2 BRT 站点地区用地情况分析
由于ITDP更关注建筑与地面、街道的联系，因此

本研究中的用地情况主要针对建筑首层的用途进行分

析，建筑上层用途和公园绿地等并未在图中标识。在

土地开发强度方面，本研究是根据已建成建筑的密度

和高度评价的。建筑首层用途调查与BRT走廊立面调查

于2014年3月进行，共有3名ITDP研究人员进行现场调

查。当时的调查结果现在通过ArcGIS展示在2015年5月

的Google卫星图上，可发现站点地区的部分用地已有一

些进行了调整。

调查结果显示，各个站点的用地混合性都较高。

相对而言，靠近城市中心区的绿萝路站、西陵一路

站、山庄路站、果园二路站的建筑首层用途以商业和

居住为主，以多层住宅和高层商业建筑较多，建筑密

度较高，开发强度大；离市中心较远的港务新村站、

运河公园和中南路站的建筑首层用途以居住为主，建

筑密度很高，但以低层建筑居多。宝塔河站则有一些

新建的超高层住宅，密度较低。此外，万寿桥站和宝

塔河站都有大片的仓库区和城中村。

建筑高度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市中心站点地区
的建筑高度和密
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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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首层功能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越接近BRT走廊的建筑，
首层为商业服务业的设施比重越高。



16

（1）绿萝路站

绿萝路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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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萝路

调查显示，绿萝路站的商业设施沿着东山大道、

西陵二路和绿萝路布置。西侧以居住功能为主，区内

有西陵花园和都市家园两个大型居住小区，还有规模

相对较小的其他居住小区。站点东侧以商业为主，有

清江大厦、清江大酒店、经典情景家居广场和万佳幸

福花园的商业裙楼。但由于受铁路阻隔，这些商业设

施与轨道东面的地块基本没有联系，其出入口都是面

向东山大道的。除西陵区铁路坝小学目前正在进行重

建工作，其余建筑的用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绿萝路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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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陵一路站

西陵一路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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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一路

西陵一路站点北侧300米范围与绿萝路站南侧200米

范围有重叠，这部分集中了商业、居住、行政、和文

化设施的用途，功能比较混合。西陵一路站点地区的

建筑首层功能以商业为主，有国贸商场、宜昌商场、

均瑶国际广场等商业设施。在南子站的西侧，是宜昌

国贸商场，是宜昌的高档百货公司之一。商场北侧地

块在调查2014年3月时是山野大酒店和天王天宾馆，目

前该地块内原有的建筑已完全拆除，并进行国贸商场

二期的开发。在南子站的东侧有一些灯饰城、老居民

楼、酒店和汽修厂，至今用地效率地下。该地块东侧

是宜昌老火车站，虽然这个火车站大部分的功能已经

迁移到宜昌东站，但有可能会通过其他项目重新利用

起来。

西陵一路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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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庄路站

山庄路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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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庄路

山庄路站的功能混合度高。在东山大道沿线以商

业功能为主，在背街的区域则以居住为主。区内包括

重要的商业中心卓越广场和宜昌商场，以及宜昌火车

站，是人员集中的区域。

山庄路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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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港务新村站

港务新村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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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新村

港务新村站的建筑用途分类明显，站点北侧的建

筑以商业为主，南侧以居住为主。沿线以多层建筑为

主，但建筑密度高，所以实际开发强度也较高。

港务新村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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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河公园站

运河公园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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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公园

运 河 公 园 站 的 商 业 设 施 主 要 沿 着 B R T 走 廊 分

布，BRT走廊与铁路之间的建筑首层则以居住功能为

主。站点范围内有宜昌运河，建议在运河沿线设绿

道、休闲广场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使之成为与BRT走

廊相交的绿色走廊（已实施）。

运河公园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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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万寿桥站

万寿桥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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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桥站

万寿桥站两侧、沿着BRT走廊的位置以商业设施为

主，还有万寿桥工商所、伍家岗规划局等行政办公设

施，和万寿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点北部邻近

铁路的建筑以基本上都是居住用途。万寿桥站南侧有

大片的仓库区，目前使用率低，而且由于仓库设有门

禁，使居民需要绕行一段较长的距离才能到达BRT车

站。

万寿桥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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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南路

中南路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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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路

中南路站现状用地以居住为主，且以新建的高层

建筑为主，建筑密度较低。

中南路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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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宝塔河

宝塔河 BRT 站点 300 米地区的建筑首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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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河

宝塔河站的用地混合度高，但是南侧有大片仓库

区，不是BRT站点区域应该发展的用途类型，建议进行

升级改造成商住区，以进行用地功能置换，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

宝塔河站沿 BRT 走廊沿线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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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RT 沿线居民出行模式研究

3.2.1 调查方法
ITDP在宜昌BRT走廊沿线选取了5个居住小区进行

居民出行方式的调查，以比较BRT开通前后（开通时间

为2015年7月15日）对居民出行方式选择方面带来的影

响。这5个小区集中在西陵区和伍家岗区，分别是金缔

华城、香山铭苑、碧翠苑、江山景苑、和都市田园。

其中都市田园和金缔华城在2014年7月、2015年4月、和

2015年12月都进行了调查，其余小区仅在后两次调研中

展开了调查。

每次调研均采用相同的方法，调查时间为工作日

早上7:00-9:00。小区的每个出入口（包括行人和机动

车出入口）都有1-2名调查员。调查员对所有通过步

行、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离开小区的居民数量进行

计数。对于步行离开的居民，调查员还要上前询问他

们是否会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如乘坐出租车、公交车

等）继续这次出行，以获知这些居民本次出行最主要

的交通方式：如居民A步行离开小区，然后前往公交站

乘坐公交车，则居民A这次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是“公

交车”。单个小区所有出入口的数据汇总后可得出该

小区的居民出行选择的交通方式。5个小区的调查样本

汇总后可以看出BRT走廊沿线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及

BRT开通前后变化情况。

进行了居民出行模式调查的小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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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居民出行模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BRT开通前，东山大道沿线居民的小汽车出行比例较高，2014

年7月和2015年4月两次调查结果都得出其占比超过了40%，相比之下，公交出行比

例不足20%。然而2015年10月（即BRT开通后）的数据则显示，小汽车的出行比例显

著下降至30%，而公交出行比例（包括BRT和常规公交）则上升到32%。与此同时，

其他出行模式的分担比例变化不大，这意味着大量的转变是从小汽车出行转为公交

出行。调查结果说明BRT可以吸引居民放弃小汽车出行，转为乘搭公共交通出行的

作用，从而实现出行模式往绿色交通转移。

三次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在非机动交通的出行中，步行比例最高，说明许多居民

的出行距离较短。而普通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总占比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9%左

右，但普通自行车占比有所下降的同时电动自行车占比有所上升，这可能是由于电

动自行车速度更快也更省力，吸引部分居民改变了他们的骑行模式。此外，宜昌公

共自行车系统将于2016年上半年正式投入使用，当中不少站点是沿着BRT走廊布置

的，预计届时自行车出行的比例将会大大提高。

表3-1	BRT开通前后东山大道沿线居民的出行模式分担比例（%）
　调查时间 样本量 小汽

车
普通自
行车

电动自行
车

常规公
交

BRT 出租车 步行 单位班
车

1. BRT 开通前
(2014 年 7 月 )

1266 44.8 6.8 2.8 16.3 - 5.4 23.2 0.7

2. BRT 开通前
(2015 年 4 月 )

3022 41.8 4.8 3.3 18.4 - 3.8 27.5 0.4

3. BRT 开通后
(2015 年 10 月 )

4011 29.9 3.4 6.7 8.4 23.9 3.5 23.4 0.7

 
注 : 2014 年 7 月的数据基于 2 个小区的调查样本；2015 年 4 月和 2015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 5 个小区
的调查样本

碧翠苑小区于 2005 年开盘，共 1260 户，
居民早高峰出行中公交车的分担率从 BRT
开通前的 20% 上升到开通后的 27% 

BRT 开通前后东山大道沿线居民交通出行模式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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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田园社区 2007 年开盘，共 332 户。居民早高峰出行中公交车的分担率从 BRT
开通前的 11% 上升到开通后的 39%。

金地花城社区 2007 年开盘，共 1200 户。居民早高峰出行中公交车的分担率从
BRT 开通前的 20% 上升到开通后的 35%。

江山景苑社区 2008 年开盘，共 287 户。居民早高峰出行中公交车的分担率从 BRT
开通前的 25% 上升到开通后的 28%。

香山名园社区 2000 年开盘，共 628 户。居民早高峰出行中公交车的分担率从 BRT
开通前的 17% 上升到开通后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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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T 沿线路外停车场现状

55%

45%

BRT走廊沿线停车收费情况

免费 free

收费 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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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RT 走廊机动车停车分析

3.3.1 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展示过度的停车供给和日益增

长的小汽车使用率之间的关系，并强调好的停车管理

的重要性，从而使城市得以更可持续的发展。宜昌作

为中国中部的重要城市，如果其停车问题能够通过好

的停车管理得以改善，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本次

调查分为两个部分：(1) BRT 全线停车供给调查；(2) 西

陵一路站-山庄路站点区域及万达广场全天停车占有率

和周转率调查。通过调查找出BRT沿线停车场的分布、

属性、收费和使用情况，进而得出其的供需关系、停

车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1) BRT 全线停车供给调查 

本调查于2014年4月的工作日进行，研究范围为宜

昌BRT一期走廊沿线两侧100-200米（约一个街区）区

域内的停车场，以及以BRT西陵一路站-山庄路站为中

心、500米步行距离内的停车场作为重点区域进行研

究。本次调查的停车场类型包括路内和路外（院落、

后退区、人行道、地下以及立体等）。调查的内容为

停车场的容量、收费标准和公共/私人停车位的比例。

本调查的目的在于找出BRT走廊和BRT重点站点区域的

停车现状。4名ITDP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现场调查。

(2) 选点进行停车场全天停车特征调查

本调查于2014年4月的工作日进行，期间对BRT西

陵一路站-山庄路站（西陵区）区域500米范围区的停

车进行了全天的特征调查。与此同时，还选取了区位

特征相似的万达广场停车场作为对照组，进行全天占

有率和周转率的调查。本次调查的时间为工作日8点至

22点，选择工作日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个时间更能反映

出停车场日常的使用情况。但考虑商业中心在周末的

人流量比工作日更大，所以在国贸商场和卓悦广场还

进行了周末的全天占有率调查。具体调查的操作方式

分为两种，一是针对有出入口的停车场进行“卡口调

查”，即通过在出入口记录来往车辆的车牌号码，并

与初始时间停车场内停放的车辆进行比较；二是针对

位于后退区的停车，进行“巡逻调查”，即调查员按

照固定的时间段进行巡逻并记录当时停放车辆的车牌

号码，并与前续的停放情况进行比较。4名ITDP的研究

人员和10名调查员进行了此停车特征调查。

3.3.2 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一：BRT 全线停车供给调查  
（2014 年 4 月，工作日白天）

本次调查共发现走廊沿线两侧100-200米范围内有

445个停车场（包括4个在建）。从分布情况来看，收费

停车场普遍集中在市中心，而免费停车场则更多在市

区的外围。在停车供给方面，BRT走廊两端以及中心区

段均有较大型的停车场，其中南端的3个在建中的停车

场最为大型，停车位达到了1000以上。

在收费情况方面，调查发现有免费停车场335个，

含9154个停车位（55%）；收费停车场有110个，含7528

个停车位（45%）。

在停车位属性方面，BRT走廊上有有私人停车场

270个，含10801个停车位（67%）；公共停车场175个，

含5307个停车位（33%）。

而在免费停车场中，有219个私人停车场、115个

公共停车场、以及1个私人和公共结合的停车场；免

费停车位方面则有6159个（69%）私人停车位和2813个

（31%）公共停车位。

BRT 走廊沿线停车位的权属

10801, 

67%

5307, 33%
私人 private

公共 public

宜昌商场后退区停车场收费标准

均瑶锦江国际大酒店停车场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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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二：绿萝路 - 西陵一路 - 山庄路站点区域全
天停车特征调查  
（2014 年 4 月，工作日 8 点至 22 点）

在调查一的基础上，调查二选取了距离BRT的重点

站西陵一路站和山庄路站，以及邻近的绿萝路站区域

进行停车特征调查。

在BRT绿萝路-西陵一路站-山庄路站区域，共有89

个停车场，合共2111个停车位。这些停车场中有46个是

私人停车场，合共552个车位；43个是公共停车场，合

共1679个车位。虽然公共和私人停车场的比例各占一

半，但从提供的车位数来看，公共停车位是大大多于

私人停车位的。这有利于未来实现区域车位共享化。

在收费情况方面，区域内有54个免费停车场，合

共373个车位；35个收费停车场，共1858个车位。区域

内的停车场收费以计时为主。商业区方面，国贸商场

和宜昌商场后退区的停车场的开放时间均为8:00-21:30

，其收费标准为20分钟内免费，20-60分钟为5元，60分

钟以后每增加30分钟加收1元（不满30分钟按30分钟计

算）。而均瑶锦江国际大酒店的停车场则是24小时开

放，其收费标准分为地上和地下两种，地上（北面和

东面的后退区）为20元一天，而地下则是15分钟内免

费，15-60分钟为5元，60分钟以后为每增加1小时加收2

元（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满8小时按全天计算收

费20元。

在商住混合区方面，万佳幸福花园与清江大厦共

用的地下停车场是24小时开放的。其对于小汽车的收

费标准为2小时内3元，2小时以上每增加1小时加收1

元，包月则是250每月。

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绿萝路-西陵一路站-山庄

路站附近的停车场收费标准是比较低的，地上和地下

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区别也不大，导致很多车主选择停

在停取车更为便利的后退区内，导致汽车与行人产生

冲突。而均瑶锦江国际大酒店的地上停车场只按日收

重点研究区域（绿萝路 - 西陵
一路 - 山庄路站点区域）的权
属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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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地下停车场才是按时收费，这样的收费标准引导

了车主将长时间停放的车辆停在后退区内，大大降低

了地上停车场的周转率，造成了地面停满汽车，停车

位供给不足的错觉。

本次调查在绿萝路-西陵一路-山庄路站区域选取

了8个地点进行全天停车占有率和周转率的调查，它

们是：1）均瑶酒店地下停车场，2）国贸商场后退

区停车场，3）国贸立体停车库，4）清江大厦与万佳

幸福花园地下及后退区停车场，5)卓悦广场室内停车

场，6）国贸酒店地下停车场，7）宜昌商场后退区停车

场，8）均瑶酒店西面和南面的后退区以及周边的人行

道。

这8个调查点共有917个停车位（不含后退区和人

行道）。其中清江大厦与万佳幸福花园片区的用地性

质属于商住混合，包括高层住宅、高级酒店和办公设

施。其余区域的用地类型均为商业，包括高档酒店、

百货公司和购物广场（国贸立体停车场也是为商场服

务的）。其中卓悦广场、国贸酒店、均瑶国际大酒

店、以及清江大厦和万佳幸福家园都是新建的高层建

筑，配建的停车场车位数也较多。

各调查点的停车特征 
（2014 年 4 月 16 日，周三，8 点至 22 点）: 

1区：均瑶酒店地下停车场（200个停车位）
本区域停车数的高峰时间出现在18:00-20:00的傍晚

时分，因为多数酒店住客在晚餐时间乘车回到酒店。

但这些车一般不在酒店停留很长时间。本区域的第二

个高峰时间出现在早上8:30-10:00，主要原因是外来的

车辆到达这里接住客离开酒店。但即便是停车数最多

的时候，停车场内也还有49%的车位是空置的。

2区：国贸商场停车场（后退区）
由于国贸商场为本市最重要的购物中心，本研究

分别在工作日和周末都对国贸商场进行了调查。调查

重点研究区域（绿萝路 - 西陵
一路 - 山庄路站点区域）收费
与免费停车场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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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单日都出现了三次停车

需求的高峰。平日的高峰时间分别是13:00、16:00和

19:45，但周末的第一和第二个高峰时间比平日晚到约

半个小时。这个位于商场后退区的停车场虽然有进出

闸口，但并没有画出停车位，根据目测最多可停放100

辆小汽车。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高峰期国贸商场后退

区的停的车还是比较多的。

3区：国贸立体停车库（100个停车位）
国贸立体停车库位于国贸商场和宜昌商场之间的

后院，共设100个停车位。本研究也分别在工作日和周

末都对这个立体停车库进行了调查。该停车场的全体

占有率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总体而言该停车场占有

率偏低，因为很多人认为在那里停车不方便。工作日

最高的占有率约为55%，周末的最高占有率更是只有

45%左右。

4区：清江大厦和万佳幸福家园（276个地下停车
位）

本区域的停车位有地下停车库的和地上（后退

区）的，但现场调查发现很多汽车停在了后退区内，

而地下停车场的使用率则偏低。若把地上停着的车全

部移入地下车库，并撤除地上停车场，地下的车位也

仍存在有空余。

5区：卓悦广场（235个室内停车位）
本区域的调查与同为商业区的国贸商场一样，分

别调查了工作日和周末停车占有率的情况。卓悦广场

的室内车库全天的停车数量并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无

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其最高峰值的时间都是出现在

18:15。但在最高峰时段，这个停车场里还是有超过50%

的空置停车位。

6区：国贸大酒店停车场（地下106个车位）
国贸酒店共提供地上和地下共150个停车位，调查

发现其停车的高峰期出现在晚上，并在21:05达到当日

的最高峰。若把地上的停车全部移入地下，并取消地

在重点研究区域进行全天停车
特征调查的停车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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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昌商场后退区的停车现状。
2. 国贸商场的门口停满了汽车，使顾客难以进入商场。
3. 卓越广场附近的住宅区停车场不对外开放。
4. 均瑶国际大酒店地上停车场停车现状。
5. 卓越广场停车场的出入口停满了汽车。
6. 万佳幸福花园地下停车场几乎没有停车。
7. 清江大厦的后退区停了不少汽车，汽车和行人争道而行。
8. 与图 7 同一时间的清江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却空空如也。

1

5

7 8

6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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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停车场，则地下车库在最高峰的时间会达到饱和状

态。然而，地上停车场的汽车很多只是作短暂的停留

（上下客），实际并不需要专门为了短时间停留的汽

车设置停车场。在地面设置停车场，反而鼓励了人们

在此长时间停车，使汽车长时间挤占行人的空间。

7区：宜昌商场停车场（后退区）
宜昌商场的停车场位于后退区，共有54个车位。

调查当天停车数最高的时间在16:30，共停了38辆车。

这一部分的停车需求都可以分流到附近的停车场中。

8区：均瑶酒店西面和南面的后退区以及周边的人行
道

这一部分的停车数量较多，调查当天最高峰时在

18:40，停车数达到200辆。然而，这些地方本身的用途

并非停车场而是行人通道。很多车辆停在这里的是因

为方便，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停车不用花钱。

虽然这一部分停车需求都能被周边现有的停车场消化

掉，但这些停车需求大多不是必须的，而是被“免费

停车“以及相关部门对于汽车非法占用人行道和后退

区监管不严而吸引过来的。如果加强执法力度，停车

数量将会大大减少。

调查结果显示，将这几个调查地点所有的停车数

（包括未停在划定的车位内的汽车，即国贸、宜昌商

场和均瑶的后退区及人行道）加起来放入停车场划定

的车位内，全天平均仍有大约22%的车位处于空置状

态。如果不计算这些停放在后退区和人行道的汽车，

区域内的停车位更是达到了48%的平均空余率。这表明

即使不占用后退区和人行道，现有的车位仍然可以满

足该区域目前的停车需求。由于该区域以商业用地为

主，人们对于长时间停车的需求较低。而且其紧邻BRT

站点，BRT开通以后，本区域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将显著

提高，会有很大一大部分人群通过乘搭BRT的方式到达

这个区域，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从而降低停车的需

求。因此，即使不新建停车位，现有的车位已能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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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区域的全天停车占有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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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均瑶国际大酒店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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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贸立体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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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贸酒店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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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江大厦和万佳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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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未来该区域的停车需求。

通过比较各时段后退区的停车总数和闲置车位的

总数，可以发现“地上停满车是因为停车位不够”这

句话是毫无理据的，因为区域内其实有着大量的空余

车位可以满足这些停车的需求。车主选择随意停放在

后退区或人行道内，一是由于有关部门管理不严，二

是由于区域停车位的指引信息不足、缺乏有效的引

导，使得车主不知道哪里有空余的停车位。如果能够

提高管理水平和执法力度，增设更多清晰、实时的

车位引导系统，区内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将能够大大提

高。

另外，有些人开车过来后就将汽车随意的停在后

退区和人行道，只是因为这里停车方便容易而且成本

低。这类人并不是非开车过来不可，也不是非把车停

在后退区和人行道不可。不让他们随地停车，他们也

会过来购物。因此，即使本区域禁止了后退区和人行

道的停车，也不会对商业区的客源造成太大影响。禁

止了这些区域停车后，能够有效降低本区域对非必要

性停车的吸引力，从而减轻本区域总体的交通压力，

缓解周边道路交通拥堵情况，并使行人在此步行更加

安全。在此基础上还能充分利用后退区的空间，重新

设计使之变为更有吸引力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使各个

商业广场之间的非机动车网络连贯起来，从而吸引更

多的人到本商圈步行逛街购物。同时，优化的步行环

境还能为商场档次的提升带来机会，从而带来区域总

体经济效益的提升。

综上，提高现有车位的使用效率，撤除后退区以

及人行道的车位，并减少新的停车位的供给既能减轻

交通压力、改善环境，还能够提高区域整体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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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车位总

数（不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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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需求）

路外停车场（前页地图红色区域）
的闲置车位数量

人行道和后退区（前页地图黄色区域）
的停车数量

重点研究区域内的路外停车场闲置车位足以容纳所有的后退区和人行道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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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万达广场综合体 
（调查时间：2014 年 4 月 17 日，8:30-22:00）

本调查将宜昌万达广场设置为对照组进行研究。

宜昌万达广场是一个新开发的综合体项目，包括万达

广场商场、皇冠假日酒店和御景名宅小区。

本区域共有地下停车位约1300个，其中商业区地

下车库有700多个车位，收费标准为：前30分钟内免

费；30分钟到2小时内5元，2小时以上每半小时加收1

元；24小时停车最高收费45元。后退区的停车收费标

准为前15分钟内免费；15分钟到2小时内5元，2小时以

上每1小时加收2元；24小时停车最高收费25元，月租则

为400元每月。住宅区地下车库的收费标准为2小时内3

元，2小时以上]每1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停车最高收费

10元，月租则为250元每月。路内停车泊位的收费标准

为每小时3元（前15分钟免费），每日不超过15元，收

费时间为7:00-20:00。

从调查结果来看，其商业区停车需求的最高峰时

间出现在晚上19:20，可能是由于很多人选择下班之后

前往这里购物。将区域内所有的停车加在一起，目前

地下停车库车位仍然可以满足区域内的的停车需求，

万达广场后退区有大量停车

即使取消万达广场的后退区停车位，并禁止后退区停
车，现有的地下停车场也能满足这一片区的停车需求。

同一时间，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场仍有大量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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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西陵一路-山庄路站区域的停车现状特征绝非特

例。与西陵一路站-山庄路站的调查结果比较，虽然

万达广场的停车位的供给量更多，但其在高峰期空余

车位的比例却低于后者，停车饱和度更高。这一是由

于万达广场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较低，二是由于大量停

车位供给实际上是鼓励和助长了人们开车过来购物。

另外，大量汽车停留在后退区也造成了车位不足的错

觉，并对行人的出现带来危险。

调查小结

（1）停车位的供需情况

调查发现停车位的分布与用地性质有关，新建的

高层住宅和商业中心配建的停车位较多。而近郊新城

的发展项目配建的停车位数量又高于市中心区。但综

合比较宜昌的几个停车场停车占有率、配建比例和该

市配建标准，发现按照低于目前的配建标准建设，

车位仍然是大大的供过于求，表明现时的配建标准过

高。

在重点区域的调查中，还发现国贸商场的访客中

只有12%是采取自驾车的方式到达的，说明商场顾客对

小汽车的依赖程度较低。根据调查结果，即便是取消

国贸商场后退区的停 车场，对国贸商场的生意以及顾

客出行的影响都不大，因为主要客源并非驾车而来，

而驾车者又可以将自己的车停放在区域内的其他停车

场。

（2）停车费用、时间与停车目的

由于宜昌市的停车收费标准普遍较低，因此难以

判断停车收费标准对驾车者的影响。但通过对一个来

回的停车时长的统计，可以得出停车的周转率，以及

推出时间和停车收费递增对人们购物和停车时长的影

响。

在 宜 昌 商 场 ， 2 2 % 车 辆 停 放 时 间 不 超 过 3 0 分 钟

（13%不超过20分钟免费时间），属于临时停车。这段

时间的停车是免费的，而这些车大多是开来送人或接

人的。停车时长为20分钟到3个小时的占了所有停放时

间中最大的比例，达到78%，可以推测人们把车停在这

里的目的主要是去商场购物。超过3小时的停车收费为

9元以上，而且人的购物行为也将结束，因此停车时间

大于3小时的人较少。

对照组方面，万达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在2小时内各

个时间段的周转率都比较均衡。其中半小时内的临时

停车占23%（免费），半小时到2小时的停车则占48%

（收费5元）。由于万达广场的商业面积较大，购物需

要花费的时间比宜昌商场要长，因此本研究推测 0.5-4

小时的停车很可能是出于购物的目的。由于4个小时后

的停车费用会达到9元以上，而且人的购物行为也将结

束，因此停车时间大于4小时的人较少。

（3）用地性质、时间与停车选择

酒店和居住区的停车需求高峰时间出现在晚上，

而商场的停车需求高峰时间出现在中午和下午。这与

人的通勤时间和商场的营业时间有关。
193, 23%

189, 22%

218, 26%

130, 15%

64, 8%

52, 

6%

万达广场（商业）地下停车时长

0-0.5小时

0.5-1小时

1-2小时

2-3小时

3-4小时

>4小时

35 , 22%

53 , 34%

39 , 25%

16 , 10%

7 , 5%
7 , 4%

宜昌商场停车时长

0-0.5小时

0.5-1小时

1-2小时

2-3小时

3-4小时

>4小时

宜昌商场停车时长分布

万达广场商业区地下停车场停车时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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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BRT 站点非机动交通可达性
研究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

将小区大院的内部道路公共化、不再建设封闭小区、

建设“窄马路、密路网”、并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

系统的建设和倡导绿色出行的目标。在宜昌，ITDP认

为这些目标可以通过改善BRT站点的非机动交通连接

性实现，即通过优化连接站点的非机动交通（慢行）

网络、提高BRT站点的服务范围，从而整体提升步行、

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降低小汽车出行的比

例，实现绿色出行的目标，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问

题，遏制“城市病”蔓延。

3.4.1 研究方法
非机动交通包括步行和自行车出行。BRT站点的非

机动车交通可达性是指BRT站点周边一定范围内（在本

研究中指BRT站点周边半径500米的区域），人们通过

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BRT站点的路径的密度和距离。

这个可达性可以通过站点的服务水平（LOS）来进行评

价。服务水平的判断标准是绕行指数（DF）。绕行指

数是指从出发点到BRT站台的实际行走距离与直线距离

之比 ( 实际行走距离 / 直接测量距离）。路径要绕行指

数越低，站点的服务水平越高。

从2014年7月到2015年11月，ITDP研究人员对BRT

站点区域的路径进行了多次的摸查。因为有的建议

在此期间已被采纳，因此现状分析中的“现状”仅指

ITDP进行初次调查时的情况。调查方先在卫星图上找

出站点周边的主要社区，然后到现场以步行的方式找

出可行的路径，并通过手持GPS设备记录步行轨迹，以

找出可达性较低的站点地区，并提出改善措施。调查

发现导致宜昌BRT站点地区可达性不足的原因主要是非

绕行指数（DF）：实际可行的最短距离与直线距离之比 ( 实际行走
距离 / 直线距离）

服务水平（LOS） : 通过等级评分 (A 到 F) 评价地区居民到车站的便
利性和直达性。

机动路网密度低，又受铁路轨道、地形起伏、以及社

区门禁等阻隔。在现场踏勘结果的基础上，ITDP选取

了11个可达性最低的 BRT 车站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

提出新的路径，改善车站周边大型社区及人流聚集区

通往 BRT 车站的通道，提高非机动交通（行人和自行

车）的通达能力，将目前服务水平 D 级或者 F 级的通

达能力水平提升到 A 级。ITDP提出的建议不仅仅降低

了绕行指数、缩短了从周边居民到 BRT 车站的步行距

离，还提高了这些路径的通行环境和安全性，如设置

风雨廊、路中过街安全岛等。

3.4.2 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发现，由于地势高差起伏大，且有铁路途

径，位于伍家岗区和夷陵区的BRT站点非机动交通可达

性较低。而在西陵区，由于BRT走廊所处的位置相对平

坦，因此可达性较高。除了地形和铁路外，影响站点

可达性的主要因素还有门禁社区。这些社区往往有墙

体或围栏隔开，即使有门也需要刷卡进出，降低了站

点的通达性。在经过多次现场调研后，ITDP选出了16

个站进行连通性的改善设计。具体站点的位置、现状

情况和设计请见第5章。

服务水平（LOS） 绕行指数（DF）
A ≤ 1.2
B 1.2-1.4
C 1.4-1.6
D 1.6-1.8
E 1.8-2.0
F >2.0

服务水平低

服务水平中等

服务水平优

实际可行的最短距离与
直线距离相近，绕行指
数低，服务水平高。

实际可行的最短距离与
直线距离有一点偏离，
需要绕行但距离不长，
绕行指数中等，服务水
平中等。

实际可行的最短距离与
直线距离相差较大，需
要绕行较长的距离，绕
行指数高，服务水平低。

图例：
出发点
公交站点

表3-2	公交站点服务水平与绕行指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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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RT 走廊公共空间分析

3.5.1 调查方法
公共空间，指开放的、可供人们进入的社会空

间。室外的公共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

地、公园、体育场地等；室内的公共空间包括公共图

书馆等。根据居民的生活需求，在城市公共空间可以

进行交通、商业交易、表演、展览、体育竞赛、运动

健身、消闲、观光游览、节日集会及人际交往等各类

活动。公共空间又分开放空间和专用空间。开放空间

有街道、广场、绿地和公园等，专用公共空间有运动

场等。私人所有、但公众可见且可以无限制的进入的

空间也可算作公共空间。本研究中的公共空间仅包括

室外的开放空间。

研究方法：通过5名ITDP研究人员的现场踏勘，梳

理BRT走廊沿线100米内现有的广场、绿地，以及有改

造成新的公共空间潜力的建筑后退区。

3.5.2 调查结果分析
在BRT走廊建设以前，东山大道沿线的后退区和人

行道被大量的停车占据，严重影响了步行和骑行环境

的质量。通过3.3节中的停车调查，证明了即使是在西

陵一路-山庄路站区域、万达广场这种人们普遍认为高

停车需求最高的地区，实际的路外停车供给还是可以

所有的停车需求的。在BRT开通以后，随着公交服务水

平的提高，加上停车价格的提高，停车的需求会因此

下降，因此，ITDP认为BRT走廊沿线的后退区和人行

道是可以取消停车场，并禁止停车的，ITDP从沿线的

后退区中选取了8个面积较大的进行重新的设计，详细

的现状分析和设计方案请见第5章。
建议改善建筑后退区空间
设计的 BRT 站点



4. 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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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规划范围及发展定位
本次BRT走廊的发展策略将根据BRT站点地区特别区划的理念进行规划设计。

规划范围为BRT站点半径500米的区域，这一特别区划发展目标是优化宜昌市的城市

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

结合宜昌的城市发展现状，将BRT站点分成三类：中心站、枢纽站、和一般

站。中心站位于城市中心区，是人口、就业和商业活动最集中的的区域。枢纽站为

BRT与其他公共交通模式的换乘站，如夷陵客运站是与长途汽车换乘，宜昌东站是

与高铁和火车换乘。其余车站均为一般站。其中西陵一路站和山庄路站位于宜昌市

最核心的城区，商业发达，区内的宜昌火车站远期也是轨道交通的重点站，因此这

两个站而且兼具中心站和枢纽站的功能，是本次规划中重点设计的站点地区。另

外，本规划建议将万寿桥站旁边大面积的仓库用地进行升级改造，以及对中南路公

园周边的用地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该站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中心站。

无论是中心站、枢纽站还是一般站，这些BRT站点地区相对于其周边地区都要

求有更高的容积率指标、更多用途的土地开发、更高密度和高质量的非机动交通网

络、更多的就业和居住单元、更多的公共空间、以及更低的停车配建指标和更高的

停车收费价格。他们区别在于，由于他们的区位和服务范围的不同，特别区划中具

体的指标会有所差异，如中心站的人流量更大，其容积率指标要高于一般站；并且

由于进出和通过中心站和枢纽站地区人流量和交通量都非常大，要取消停车配建的

下限要求，同时设置较低的上限标准，以有效的引导人们通过BRT和非机动交通方

式进出这些地区，防止出现交通拥堵。

                    行政区
站点类型

夷陵区 西陵区 伍家岗区

中心站
平湖广场、兴安、
长江市场

西陵一路、山庄路
五一广场、万寿桥、
中南路

枢纽站 夷陵客运站 西陵一路、山庄路 宜昌东站

表4-1	BRT中心站和枢纽站分布

BRT 中心站和枢纽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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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善 BRT 走廊沿线地区与 BRT
车站连接性

改善策略

BRT车站连接性改善共包括16个车站：平云一路、夷

陵体育馆、神仙湾、长江市场、望洲岗、石马坡、港务新

村、万寿桥、运河公园、杨岔路、中南路、宝塔河、艾家

嘴、王家河、东艳路及十五中）。选取右图表示的17 个 

BRT 车站，打通大型居住区及人流聚集区连接 至 BRT 车站

的人行通道，提升 BRT 车站周边人行道的质量，为行人提

供便捷、舒适及安全的步行环境。建议的主要措施有：

 ● 建设跨铁路、河涌的人行桥，减少步行绕行距离；

 ● 打通断头路，打通大型社区的连接性通道，减少步行

绕行距离；

 ● 在现状行人横穿铁路处增设安全设施，提升人行通行

的安全性；

 ● 在人行道上增设顶棚，提供更舒适的步行环境。

项目进展

由于宜昌市建委每年有交通微循环改善实施项目的预

算，建委建议将BRT车站连接性改善项目纳入其项目列表

中，ITDP于2015年8月份向建委主任汇报，建委同意ITDP

的建议及方案，并建议将方案内容打包向市长专题会议汇

报。由于BRT车站连接性到路涉及到鸦宜铁路跨铁路的人

行通道改善，建委希望连接性改善的方案能等到轨道方案

初步确定后提出，目前仍在等待鸦宜铁路方案阶段。同

时，宜昌市建委、区政府、街道办公室、开发商/土地业主

及管理公司等（金桥市场主体等）在2015年5月及9月分别

给建委副主任汇报了方案，并对方案进行了修改，通过了

建委主任的审核，并等待通过市长专题会议， BRT车站连

接性改善项目作为BRT走廊增值项目的一部分，有望于2016

年实施。

需要改善连接性的
站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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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性改善示例： 

轻便、灵活、易于建设的步行桥可以有效提高建成的
以及有高差地区的通达性（布里斯班）。

带有遮阳蓬和灯光照明的步行连廊提高了步行环境的
舒适度（曼谷）。

通过跨度大的拱桥提高 BRT 站点可达性的同时，不会
影响路面的交通，同理可用于跨铁路的桥梁的设计（布
里斯班）。

通过设置小型阶梯，在高差变化大但空间局促的地方
可以有效的提高连接性（伊斯坦布尔）。

步行通道增加风雨廊示例：

在人行道设置连续的风雨廊，并连接到建筑物出入口
和公交车站（布里斯班）。

通过风雨廊连接建筑物出入口与地铁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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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风雨廊连接建筑物出入口和公交车站（新加坡）。

连续的风雨廊从 BRT 站台延伸到人行天桥和建筑物出
入口（布里斯班）。

4.3 BRT 走廊停车策略

4.3.1 停车策略
随着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停车问题已经迅速

成为影响宜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大量私人

小汽车占用城市道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并影响到公

交车的正常通行时，公共交通优先的概念只是纸上谈

兵。

有些政策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希望疏导中心城区

道路交通，却又会因为在中心城区提供了大量路外停

车场而无法实现。理论上，提高停车费用、收费区域

差别化是解决停车问题的有效方式，但实际上存在违

规操作现象，即车主可通过与停车管理员议价来减少

费用支付。

中心城区也没有设置停车供给的上限，先进的智

能路内停车系统则更为鲜见。由于违章停车执法力度

不足，多数机动车停车实际不需要付费，导致停车收

费结构倒挂。目前路内停车甚至是免费，而人行道和

后退区的违章停车又缺乏管制。使路外停车场收费缺

乏竞争力，因此难以吸引小汽车停入路外停车场内。

加上2015年9月以后，宜昌市全面取消了路内停车收

费，于此同时，停车执法水平并未提高，于是更多的

人会选择吧小汽车停在路内，导致地面上出现“一位

难求”的假象。因此，“停车难”的问题实际上是停

车管理欠缺的问题，并不是停车供应短缺的问题。

ITDP于2014年3月对规划中的西陵一路-山庄路BRT

车站 500 米范围的停车特征调查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的后退区停车和人行道违章停车

事实上都可以停入已有的路外停车场中。不仅仅是宜

昌，国内外许多城市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过多的停车

位供应实际上是鼓励更多的人去拥有小汽车和使用小

汽车。而免费或低价的停车收费会导致更多的小汽车

出行和长时间路内停车。缺乏对违章停车的有效执法

则会导致停车占据人行道，给行人出行带来危险，也

破坏了城市的环境。因此，停车配建标准和收费标准

需要与区域功能和道路容量相匹配，提高对违章停车

的执法水平和处罚力度。

由此可见，中心城区停车难的问题，应通过以合

理的停车管理限制小汽车使用的方式来解决，而非通

过增加路外停车场来解决。因此ITDP认为，政府、规

划从业人员、开发商和社会都要明确的观点是：

1.	停车泊位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权利。
政府不应承担为每个居民提供停车位的责任，而

应完善道路交通组织和路内停车管理，构建公共交

通、步行和骑行设施于一体的交通系统，并制定正确

的政策让市场在路外停车设施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寻找停车位是车主应负的责任，而这个车位应从

政府（路内停车泊位）或开发商（路外停车场）处租

用，租金应反映车位的价值和能够帮助政府达到减少

交通量的目的。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停车收费分区

步行通道增加风雨廊示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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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该通过限制停车位的供给来控制停车需求
长期以来政府疏于对路内停车泊位和违章停车的

管理，允许建筑配建大量的路外停车设施，甚至鼓励

投资建设路外停车场，使机动车停放和使用变得非常

方便，以至于刺激了更多的人使用小汽车出行，导致

交通拥堵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尽管建设更多的路外停

车场可在短期内满足停车需求，但实际上是以交通量

的增长和资源（土地和财政）的耗费为代价的。而

且这种做法诱发更多的停车需求。此外，建造更多的

停车泊位和更宽的城市道路导致城市的发展格局分散

化，并减少了人们出行方式的可选择性，从而增加了

机动车拥有量和使用量。

为达到停车空间的供需平衡，除了增加供应，其

实减少需求是个更好的解决方式。减少停车需求的方

式包括：制定较高的停车收费，取缔违章停车，减少

路外停车供给（或至少控制上限）。

在BRT开通、公共自行车系统开通、非机动车交通

设施质量提升的情况下，宜昌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加

大对机动车使用的管控力度。这些措施可以先从BRT站

点500米地区开始实施，然后再推广到全市：

（1）区域差别化政策。
在宜昌市主城区，应对小汽车采取较严格的限制

方针，倡导使用BRT等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出行；

对小溪塔主城区外的都市发展区实施小汽车有序引导

的方针，加强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设施的发展；

在公共交通不便的乡郊地区，对小汽车采取相对宽松

的方针，鼓励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设施的发展，

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交通服务。

（2）停车需求管理。
把静态交通设施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作为调节动态

交通负荷的重要手段。以区域差别化为基本原则确定

各个区域的停车设施规模和结构，有计划地控制停车

供需规模，促使动、静态交通的协调发展。以宜昌市

中心城区和BRT站点500米地区、一般城市建设区为2个

区域层次：中心城区和BRT站点地区内限制供给，抑制

需求；一般城市建设区内适度供给，控制需求。完善

停车系统的开发和经营；鼓励先进科技在停车设施建

设中的应用。

（3）道路交通管理。
运用先进技术和智能化手段，加强对交通拥堵的

治理，治理“高排放、超标排放”的小汽车，禁止1吨

以上的货车进入中心城区。实施需求管理，控制中心城

区小汽车的增长速度，调控拥挤区域的小汽车使用。

（4）鼓励交通枢纽与周边土地的联合开发
充分利用BRT带来的人流的集聚，结合BRT站点所

在地区的城市功能要求，鼓励BRT车站与周边土地的联

合开发，尤其是在BRT中心站和枢纽站地区。

（5）将交通设施容量作为土地开发的约束条件
新开发项目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估，土地开发要以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为约束条件，以使交通设

施建设切实实现对城市预期发展目标的支持。

（6）提高BRT站点的非机动交通（慢行交通）可达性
提高人行道质量，在中心城区建设自行车道，禁

止后退区停车。根据地形，改善主要的居住区、人流

聚集区与BRT站点之间的连接性，使沿线居民可以更加

方便、快捷、舒适的到达BRT站点，从而提高公共交通

和非机动交通的出行比例，减少小汽车的出行，降低

停车需求。

4.3.2 项目进展
2015年7月BRT的开通，公交服务水平和执法水

平的提高使站点地区的停车有所减少。在BRT开通前

后，ITDP对BRT走廊沿线的后退区及人行道调查结果

显示，区域内新的开发项目中可以减少停车位供应、

禁止人行道和后退区停车，以及用高质量的公共空间

取代后退区停车。

通过限制或降低停车供应可以： 减少小汽车出行

和小汽车行驶公里数（可减少污染，缓解拥堵，加强

道路安全等）；增加商业收入（餐饮，商铺等）； 改

善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环境。

以机动车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
市的无序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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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T 建设前 BRT 建设前 BRT 建设前

BRT 开通后 BRT 开通后 BRT 开通后

BRT 开通后，东山大道两侧后退区的违章停车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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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清除了后退区停车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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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BRT 沿线公共空间改善措施
宜昌作为国内知名历史文化旅游名城，东山大道

作为宜昌市贯穿城市中心的重要走廊，其城市家具体

现其基本功能之 余，应能体现宜昌市城市特色，宣扬

城市文化，为宜昌市城市面貌增添色彩，打造精品工

程及更吸引人的城市景观。因此，在移除和禁止BRT后

退区停车的同时，还要对这些后退区公共空间进行重

新的设计，使之更加吸引行人通行和驻留，以创造适

合不同人群的活动、会面、和休憩的场所，形成充满

活力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的改善措施包括：

 ● 增加休憩座椅、遮阳设施和绿化。

 ● 提供便利的非机动车服务设施，如自行车停放点、

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 提供便利的商业服务设施，如小型便利店、咖啡

厅或茶座

 ● 引入公共艺术装置，提升城市吸引力及整体形象。

美观且方便行人进出的绿化设施

增加座椅、艺术装置等城市家具

提供遮阳设施

优先考虑自行车和行人

禁止后退区停车

提供沿街商业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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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 BRT 沿线后退区公共空间改善站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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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绿道设计建议宜昌绿道设计建议 交叉口设计（沿江大道与云集路交叉口）

宜昌 BRT 及绿道网络（中心区）

4.5 BRT 走廊绿道规划
项目简介

为改善宜昌市的非机动交通可达性，引导市民绿

色出行，宜昌市规划局的委托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受为该市规划一个绿道系统，并且邀请 ITDP 

一同参与设计工作。由于BRT走廊贯穿了宜昌市的中心

城区、次中心区和对外交通枢纽，是城市的主动脉，

而且ITDP在BRT的规划也对走廊的自行车道、人行道

和交叉口进行了设计，因此BRT走廊沿线的非机动交通

规划也被纳入宜昌市绿道规划的一部分。

项目进展
BRT走廊沿线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安全过街设

施、以及交叉口改造已随着BRT系统的完工同步完成，

大大提高了BRT走廊的非机动交通可达性和吸引力，使

市民有了更多的绿色出行模式选择。ITDP 向宜昌市各

级规划部门汇报了国际上的最佳绿道设计案例，并提

出了宜昌市绿道的概念设计方案，用以指导宜昌绿道

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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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公共自行车发展策略
项目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一

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更

加关注生态环保问题。在低碳环保的国际背景下，我

国很多城市已将公共自行车纳入公共交通领域，实现

公共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无缝对接，破解“交通最后一

公里”难题，达到“绿色交通，低碳出行”的目的。

公共自行车从绿色环保出发，迎合当前社会绿色、节

能、减排的大方向和主题，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保

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宜昌市东山大道BRT系统开通以来，系统日趋完

善，客流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宜昌市民享受到了更

安全、快捷、舒适的公交服务。公共自行车系统作为

宜昌市公共交通及BRT系统的补充，同时也是亚洲开发

银行的增值项目；在满足快速公交通行的前提下，作

为BRT系统的接驳，方便市民到达BRT车站，实现门到

门的公交服务，能进一步提升东山大道的吸引力及影

响力，提高其作为城市综合性廊道的品质及竞争力。

项目位置及规模：
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初步确定后，ITDP与宜昌公交

公司对各个服务点进行了现场踏勘，考察现场情况是

否适合布点，并将最后位置标定在GPS上。实地踏勘

时，主要考察的因素有：

 ● 现场的土地利用情况；

 ● 现场人流密度；

 ● 是否靠近公共交通站点；

 ● 现场是否有足够空间（根据大、中、小型服务点所

需空间现场丈量，确定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的具体布

设位置）；

 ● 现场路面是否平整，是否适合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的建设。

一期及二期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布点及系统服务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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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宜昌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一期及二期建设规模

 服务点类型
各类型服
务点数量

各类型服务点
配置锁桩数量

合计 
（锁桩）

合计（公
共自行车）

1 大型服务点 33 30-35 1005 1005
2 中型服务点 33 20-25 665 665
3 小型服务点 12 10-15 180 180

合计 78  1850 1850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公共自行车服务点进行规

模的确定，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的最终规模和布点经与

各管理部门共同沟通决定：

宜昌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一期系统由胜利四路、西

陵二路、东山大道及沿江大道围合区域，共设置27个

服务点，640个锁桩，二期系统将对扩展至葛洲坝转盘

及整个市中心区域，共增加51个服务点及增加1210个

自行车锁桩。遵循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布点原则，按照

服务点400米服务间距，及在出行起终点布点的基本思

路，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宜昌市中心

区域。

根据现场踏勘、不同的用地性质、人口分布和道

路条件，将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分成不同的规模，以满

足不同地区对公共自行车的需求。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项目建设期限：
公共自行车系统的项目实施包括前期规划、设计

与施工、设备采购与安装调试、投入运营等阶段。目

前宜昌市已于2015年10月在市中心设置了4个公共自

行车示范点，分别位于宜昌商场、夷陵广场、儿童公

园北门及儿童公园南门处，共设置公共自行车锁桩50

个，公共自行车25辆，其中宜昌商场门前公共自行车

服务点采用太阳能供电，其他3处服务点均采用市电；

一期及二期公共自行车不同
规模的服务点分布图

目前已实施的公共自行车示范服务点一期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将于2016年初完工。

项目投资规模及来源：
宜昌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一期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557.3万元。宜昌公共自行车系统资金来源于宜昌市财

政资金。



5. BRT 站点地区可达性改善与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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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BRT站点地区可达性改善与城市设计站点分布（16个BRT站点的可达性改善、3个地块的开发设计、8个后
退区公共空间的改善设计、以及4个街头绿地的改造方案）
站点
编号

BRT 站点 基地位置
站点可达

性改善
地块
开发

后退区
改善

街头绿
地改善

1 夷陵客运站 客运站站前广场改造 √
2 平云一路 车站与欣映像西侧城中村的连接；欣映像前广场改造 √ √
3 夷陵体育馆 车站与柏林馨苑的连接 √
4 神仙湾 车站与南侧城中村的连接 √
5 长江市场 车站与东西两侧社区的连接 √
6 望洲岗 车站跨过铁路与南侧社区的连接 √
7 葛洲坝 葛洲坝大厦前广场改造 √
8 22 中学 武商量贩前广场及南侧绿地 √ √
9 绿萝路 西陵二路清江大厦旁空地和转角绿化带 √
10 西陵一路 国贸商场前广场改造、站点东侧地块开发、西陵一路转角绿化带改造 √ √ √
11 山庄路 国贸酒店前广场改造、卓越广场前广场改造 √
12 果园二路 宜昌长途汽车客运站前广场改造 √
13 石马坡 车站与北侧社区的连接，需加建轻便的高架人行步道连接铁路两边 √
14 港务新村 车站与香山铭苑、南北天城的连接；东山大道 - 港窑路拐角绿地改造 √ √
15 运河公园 车站与恒大帝景的连接 √
16 万寿桥 车站与碧翠苑的连接；站点西侧仓库地块开发 √ √
17 杨岔路 车站与东辰壹号御景的连接 √
18 中南路 车站与中南二号、人才公寓、新外滩的连接；站点西侧公园地块开发 √ √
19 宝塔河 车站与金色海岸、虹桥国际的连接 √
20 艾家嘴 车站与桥头公园小区的连接 √
21 王家河 车站与江山风华小区的连接；王家河公园改造 √
22 东艳路 车站与江山景苑、江山多娇小区的连接 √
23 十五中 车站与水蓝郡、江天一色小区的连接 √

BRT站点地区可达性改善与城市设计方案贯穿了整

条BRT走廊。

BRT站点可达性改善策略主要通过改善BRT站点周

边的步行连接性、缩短500米范围内居民区到BRT车站

的步行路径，并通过增设风雨廊、行人指引系统等设

施改善步行和自行车网络的质量。由于夷陵区和伍家

岗区的地形起伏较大，所以大部分的可达性改善建议

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区内的站点。

后退区改善策略则是通过对目前用于停车的后退

区空间步行化和重新设计，并增加自行车停放设施和

公共自行车设施，将BRT沿线的后退区改造成具有吸引

力的公共空间。本策略提出改造的为BRT走廊沿线面积

相对较大的后退区，在各区的分布较为平均。关于后

退区公共空间的改善方案已经多次向宜昌市政府、宜

昌市建委、城投公司汇报，并与葛洲坝大厦、长途汽

车客运站及国贸商场的业主进行多次沟通和汇报。

城市地块开发项目则是对目前在BRT站点半径500

米范围内的低效用地进行重新开发的设计，以引导城

市更新的方向。根据现状用地情况，本建议提出改造

的站点集中在西陵区和伍家岗区。

截至2016年1月，王家河站和十五中站的连接性改

造、夷陵客运站的后退区改造已实施。其余部分车站

的后退区改善将在2016年上半年进行。
需进行连接性改善和城市设计的站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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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夷陵客运站站
基地现状

夷陵客运站车站是宜昌BRT

走廊北段的起始站，同时也是

BRT与城乡客运的重要接驳点，

节假日及高峰期客运量极大，是

BRT枢纽站。改造后的夷陵客运

站三层分别包括2层的BRT客运

起始站、首层的售票大厅及候车

室、负一层的客运站停靠。客运站主入口位于首层地

面，正对夷兴大道。客运站西侧有两座需要保留的居

民楼及民房，设计改造范围成“L”状。考虑到过往客

运站城乡客运的较大客流，以及即将投入使用的BRT

站台，站前广场的改造必须关注如何容纳大量的人流

量。

项目进展
2015年9月，适逢夷陵客运站建筑主体升级改造及

BRT站场施工建造，宜昌市城投有意连同站前广场一

并升级，ITDP借此机会同期介入，并负责提供该点站

前广场的设计方案。2015年11月，夷陵客运站站前广场

的设计方案首次向宜昌市城投汇报，经由此番沟通商

讨，此方案得到了城投的认可与接纳，目前已在施工

阶段，预计2016年初建成并投入使用。

设计方案
夷陵客运站首层为售票大厅及候车厅，二层为BRT

始发站站场，负一层为客运大巴站场；客运站西侧有

两座需要保留的居民楼及民房，设计改造的广场范围

成L状。根据客运站过往客流量推算可知，广场空间人

流量较大，考虑到现实使用，ITDP建议将此广场打造

成纯非机动车空间，避免人车在此流线交错。

表5-2	造价估算

项目 单价 单位 量 小计 
（万元）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2 0.3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
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

钢骨架风雨廊 900 ㎡ 335 30.15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5 0.75

临时上下客点 320 ㎡ 80 2.56
户外小型商业 830 ㎡ 20 1.66
铺装 普通园

路
280 ㎡ 2500 70

草坪 12 ㎡ 50 0.06
树冠较大
的树

香樟 120 株 30 0.36

总价 145.84

夷陵客运站站前广场改造前（2015 年 10 月）

为保证合理的使用需求，在正对主入口的夷兴大

道路段上设置临时上下客点，供小汽车短时间的临时

接送客，并且搭建从临时上下客点至主入口的风雨廊

及无障碍通道，方便拖着行李或行动不便的旅客。风

雨廊为钢结构，顶棚加上钢化玻璃。同时为了应对宜

昌烈日或暴雨的天气，风雨廊的搭建延伸至人流量较

为集中的夷兴大道与平云三路的交界口处，为步行至

客运站的人群提供舒适的步行环境。除此，广场的东

西角分别放置了公共自行车站点及自行车停车架，提

供自行车-BRT-客运大巴的换乘。广场空间的划分边缘

以座椅及绿化遮阴的组合进行布设，为驻足于广场的

使用者提供休憩的空间。在广场的西面设置信息服务

中心以及户外临时小商铺，可作为基本的贩卖功能以

及为旅客提供各项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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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客运站站前广场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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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前（2015年10月）建设前（2015年10月） 建设前（2015年10月）

夷陵客运站站前广场前期及风雨廊建造现状对比

建设中（2016年3月） 建设中（2016年3月） 建设中（2016年3月）



66

5.2 平云一路站

5.2.1 平云一路站东侧
基地现状

平云一路车站位于 BRT 走廊

的北部，夷陵区夷兴大道上。场

地临街的建筑后退区目前被用作

停车，公共空间没有得到有效的

利用，而且停车闸口与进出的车

辆影响行 人顺畅通行。

设计方案
ITDP 建议取消现有停车，提供公共自行车停放

点，创造适宜行人步 行以及停留的具有优质景观绿化

和座椅的公共空间，与临街的商铺活跃界面相呼应。 

表5-3	造价估算
项目 单价（元） 单位 量 小计 

（万元）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
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座椅 石作（方
案一）

1500 个 3 0.45

木质（方
案二）

1800 个 3 0.54

草坪 12 ㎡ 70 0.08
树冠较大
的树

香樟 120 株 6 0.07

总价 21.15

平云一路站东侧，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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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云一路站东侧后退区空间改造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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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云一路站东侧后退区空间改造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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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平云一路站西侧
现状：虽然欣映像小区西侧城中村到BRT的直线距

离仅184米，但由于小区和城中村之间有高差和围墙阻

挡，因此村民需绕行至其小区西南边才能到达BRT车

站，实际步行距离为365米，绕行指数达到2.0，站点服

务水平为F。

建议： 为 使 村 民 可 以 更 方 便 快 捷 的 到 达 B R T 

站，ITDP建议拆除欣映像小区西北角的围墙，并修

建台阶，以打通城中村与小区之间的连接，使村民到 

BRT 站的步行距离缩短至 205 米，公交服务水平提升

至 A。若考虑到小区管理需要，通道可以只于日间开放  

（如7:00-19:00），便于附近居民通行。

平云一路站西侧现状（右图三角位置）

平云一路站西侧现状（右图三角位置）

平云一路站西侧城中村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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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夷陵体育馆站
现状：根据2015年8月的调查

显示，柏林馨苑距离夷陵体育馆

站最近的居民楼，直线距离仅为

145米。然而，由于高差和小区

围墙的限制，这里的居民目前需

沿黄金路绕行至夷兴大道才能达

到BRT车站，实际步行距离为385 

米，绕行指数 2.7，站点服务水平为 F。

建议： 为 使 居 民 可 以 更 方 便 快 捷 的 到 达 B R T 

站，ITDP 建议拆除建材小区与夷陵区规划局之间的部

分围墙，并修建台阶，以打通小区之间的连接，使居

民到 BRT 站的步行距离缩短至 186 米，公交服务水平提

升至 B。

夷陵体育馆站东侧现状（右图三角位置）

夷陵体育馆站东侧现状

夷陵体育馆站东侧柏林馨苑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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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湾站南侧居民区与站点的连接情况5.4 神仙湾站
现状：神仙湾站南侧现有便捷步道进入居民区，

但由于建筑工地围墙和高差限制，居民区与南侧的城

中村直接无法连通。因此，虽然城中村与BRT站的直线

距离只有94米，但实际步行距离却已接近248米，绕行

指数达到2.9，站点服务水平为F。

建议：站点南侧沿现状围墙修建梯级步道（右图

箭头），方便村民出行至BRT车站，使步行距离降至94

米，站点服务水平提升至A。

神仙湾站南侧通道被围墙阻隔（右图箭头 )

神仙湾站南侧通道被围墙阻隔（右图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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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长江市场站

5.5.1 长江市场站东侧
现状：受高差影响，即使直

线距离只有156米，长江市场东侧

居住小区居民使用BRT站台也只

能绕行，周边居民只能绕行845米

进出BRT站台，绕行指数高达5.4

，站点服务水平只有F。

建议：此处可利用现有空间，打通围墙。并设置

阶梯，供行人使用，减少行人绕行。若建议得到采

纳，可有效节省697米步行距离，并将公交服务水平提

升至A。

建议在长江市场站东侧设置阶梯

长江市场站东侧受高差影响位置现状

长江市场站东侧居民区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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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长江市场站西侧
现状：长江市场西侧有香山凤凰城小区和一个城

中村，这两个居民区之间相隔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

原有阶梯可直达BRT站点，但是由于私人占用，周边居

民只能绕行进出BRT站台。虽然直线距离只有156米，

但居民需要绕行穿过城中村，实际步行距离为388米，

绕行指数2.5，站点服务水平为F。

建议：疏通现有通道，清理在阶梯出入口摆卖的

摊贩，并加设BRT指引标识。

现状：长江市场站西侧通道被堵住（右图三角位置）

现状：长江市场站西侧通道被堵住（右图三角位置）

香山凤凰城西侧城中村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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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望洲岗站
站点位置

望洲岗站位于夷陵区、夜

明珠路上，在BRT走廊的中北

部。

现状：望洲岗站南侧紧邻

城市铁轨，道路与铁轨约有4

米的高差，已经有一个简陋的

石 制 阶 梯 方 便 通 行 ， 但 在 铁

路上毫无安全措施保护行人穿

行。铁路的南侧紧邻高密度的住宅小区，有大量的人

流频繁跨越铁路达到主干道、道路北侧的小学及办公

场所。

建议：改善步梯铺地，增加铁路道口，提升行人

穿越铁路的安全性以及步行环境。

望洲岗站南侧现有的步行阶梯，
缺乏关于火车的警示信息

望洲岗站南侧行人穿越铁轨的
需求大，但缺乏防护道口

望洲岗站南侧西城明珠小区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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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葛洲坝站
基地现状

葛洲坝大厦位于葛洲坝BRT车站旁，底层商业、高

层为商务办公，虽然临近东山大道与夜明珠路交叉口

人行天桥，人流频繁，但由于后退区停车混乱，严重

影响了葛洲坝大厦底层商业氛围，目前店铺萧条，地

块缺乏活力。后退区大面积的停车，不仅影响了行人

的步行舒适度和安全性，也影响了商业的发展，还给

宜昌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设计方案
ITDP建议优化空间的景观效果，并对后退区进行

了重新设计。设计建议禁止后退区停车，并通过将地

面进行步行化的重新铺装，设置自行车停车架、休憩

座椅、绿化和遮阳设施，提升行人的步行体验以及为

商铺提供更舒适和吸引人的门面前空间。 

项目进程
葛洲坝表示移除停车对其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方

案实施有难度，希望ITDP与市领导深入沟通。2014年

10月-11月ITDP与葛洲坝集团基建处负责人多次沟通方

案，葛洲坝集团均因建设费用需由市里统一支付、且

停车问题不好解决等原因导致项目没有进展。12月宜

昌市BRT项目办公室向葛洲坝集团汇报了ITDP对于葛

洲坝大厦后退区的改善意见，葛洲坝集团仍表示移除

停车位将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葛洲坝作为宜昌最大

的本地企业及开发商之一，向省政府投诉，表示不愿

意移除后退区停车位，因此导致项目无法继续推进。

虽然后退区的改造工作未能实现，但在2015年下半年，

车站西侧交警平湖大队门口人行道加设了112m风雨

廊。

表5-4	造价估算
项目 单价（元） 单位 量 小计（万元）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9 1.35
座椅 木质 1800 个 12 2.16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1335 37.38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12 0.14
小型灌木 红花檵木 50 株 10 0.05

株女贞 80 株 10 0.08

总价 39.81

葛洲坝大厦后退区，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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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大厦后退区改造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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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二十二中站
基地现状

场地位于东山大道，武商量贩东侧正门外。目前

该后退区被停车侵占，这些停车不但给行人带来危

险，还影响了BRT走廊的沿线景观，无法提供与之相符

的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界面。 

设计方案
禁止后退区停车，并在BRT车站人行天桥 - 团结路

路口段人行道加设136m风雨廊。考虑到旁边是武商量

贩超市，人们有在此驻足和消费的需求。建议在广场

增加露天咖啡座和公共座椅，并种植具有遮阳效果的

树木，设置自行车停放设施以及公共自行车站点。

项目进展
2014年下半年，ITDP完成了二十二中的后退区改

造设计方案。但由于武商量贩已于2015年中结束营业，

因此该后退区改造计划未能继续推进下去。

2015年7月BRT建设完工后，该后退区的停车位数

减少了一半。2015年10月，宜昌PMO已确定在BRT车站

人行天桥 - 团结路路口段人行道加设风雨廊，相关建设

工作将于2016年初完成。

表5-5	造价估算
项目 单价（元） 单位 量 小计（万元）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14 2.1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8 1.44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230 6.44
树冠较大的树 榉树 79 株 8 0.06
小型灌木 红花檵木 50 株 8 0.04

株女贞 80 株 8 0.06
总价 30.15

武商量贩前广场被大量的停车占据，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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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商量贩后退区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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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商量贩后退区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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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BRT 建设前
武商量贩前广场和人行道上画了
45 个停车位，行人空间被停从占
据，使行人需要在停车场中穿行，
造成安全隐患。

BRT 开通后
武商量贩取消了一半的停车位，其
中人行道的停车位已经完全取消，
并新增了自行车道。计划下一步将
取消后退区的停车位，并进行后退
区公共空间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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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改造升级二十二中站西侧的闲置绿地，并将

其打造为BRT走廊上的风景线。

闲置绿地 A 绿化墙夜景效果

闲置绿地 A：位于东湖二路 -
东山大道转角，目前仅作景观
用途，市民无法进入，使用率
低（右图摄于 2015 年 8 月）

建议结合绿化、通过增设座椅、遮阳蓬
和自行车停车架，将闲置绿地 A 改造成
开放式的公共空间（下图为设计效果图）

闲置绿地 A 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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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绿地 B：二十二中站西侧，东湖二路一处面积约为
2000 平方米的绿地，目前维护不佳，且内部缺乏公共
座椅等休憩设施。

闲置绿地 B 位置 闲置绿地 B 内部情况，2015 年 8 月

闲置绿地 B 总体情况，2015 年 9 月

闲置绿地 B 设计总平面图

建议在绿地内增设遮阳设施和公共座椅

建议在绿地内增设休闲健身设施（香港）

休闲健身设施休闲健身设施座椅及遮阳蓬 座椅及遮阳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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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绿萝路站
基地现状

基地位于绿萝路东侧，东山大道和西陵二路相交

的位置。现状绿地缺乏实用功能，行人无法进入，且

墙面不美观。基地旁边为清江大厦的后退区，目前该

被用作停车场，严重影响行人的安全通行，也影响BRT

走廊及宜昌的城市形象。

设计方案
建议拆除现有绿化带，并重新种具有遮阳效果的

树木，结合绿化和公共座椅的设置将其改为开放式的

公共空间，同时设置自行车停放设施以及公共自行车

站点，方便骑行者的出行。与此同时，还要减少或禁

止清江大厦后退区的停车，以进一步改善这里公共空

间的质量。

设计效果简图

设计总平面图

设计效果图

场地现状，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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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西陵一路站

5.10.1 西陵一路站东侧
站点区位

西陵一路站位于西陵

区东山大道，是BRT走廊

的中段，地处宜昌市最核

心的地区。站点半径500米

范围内不仅有国贸商场、

宜昌商场、卓越广场三个

市 级 购 物 中 心 ； 国 贸 酒

店、均瑶大厦、名轩国际

广场等多个商务中心；夷

陵广场、东山公园这两个

市级休闲中心；还有宜昌

火车站这一重要的交通枢

纽。虽然宜昌火车站的对外客运交通功能已基本迁移

到了宜昌东站，但根据规划，这里仍将是宜昌市域交

通的枢纽站，是BRT和轨道交通的换乘车站。此外，

西陵一路站距离CBD购物中心也仅550米，距离商业步

行街和长江滨江绿带也不足2公里。在这些重要的节点

中，东山公园 - 夷陵广场 - 儿童公园 - 商业步行街 - 滨

江绿带构成在宜昌市中心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城市景观

绿轴。这一轴线在夷陵广场以西的部分已经贯通且连

通性较好，但夷陵广场以东至东山公园部分由于铁

路、高差（约40米）、以及一片开发程度和通达度较

低的地块阻隔，连通性较低。因此，建议通过开发该

地块，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BRT站点的可达性、

以及改善整条城市绿轴连通性。

宜昌市中心景观绿轴

在宜昌市中心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城市景观绿轴，即东山公园-
夷陵广场-儿童公园-商业步行街-滨江绿带。这一轴线西段已经
有较好的连通性，但从东山公园至夷陵广场之间被高差大的地
形，铁路和城市主干道所割裂，需要改善的是此段的连通性。
因此，作为这一绿轴上的重要节点的云集山庄，承担起连接东
山公园和夷陵广场的重要角色。

新 建 天 桥 连 接 B R T 车
站 、 国 贸 商 场 和 夷 陵
广 场 ， 也 可 作 为 景 观
平 台 ， 提 供 遮 阳 、 座
椅和街道小品。

灯 饰 市 场 商 业 改 造 ，
利 用 高 差 ， 增 加 廊
桥，建立BRT走廊与东
山公园的直接联系。

东山公园

国贸商场

夷陵广场

56 YICHANG BRT, YUNYILU STATION AREA DEVELOPMENT PLANNING，宜昌BRT云集路站点区域规划

INTEGRATED AREA: GREEN CONNECTION  协调区改造：绿轴 

4  PLANNING PROPOSAL 总体城市设计

基地现状，2014 年 4 月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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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E ANALYSIS 基地分析
2  ANALYSIS  现状分析

绿色空间
基地当中有一些小块的绿地，它们的价值不是很高，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山上公园残留的绿地。在基地周边
有两个漂亮的公园，在铁路的东边是一个小山上面草木从生有一些小湖和供人们休息和观景的亭子。基地
的东边，有一个由大片草地和广场组成的公园。

Green space
The site contains patches of green, the value of the green is not very high, it looks more like leftover green space then park at the moment. In the sur-
rounding area there are 2 nice park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railway tracks is a forrested hill with some small lakes and pavillions for people to rest and 
enjoy the views. On the west of the site is a big park 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a big grass field and some pla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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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use
The site contains small scale commercial buildings, some restaurants and shops and a hotel. Around the site larger commercial programs and residential 
areas are located. The train station is close to the site.

土地使用
基地上有一些小体量的商业建筑，一些餐厅和商店以及一个宾馆。在基地周边，有大一些的商业建筑和住
宅区。火车站紧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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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现状
基地位于西陵一路BRT 车站东侧，约 1.5 公顷。相对

于周边的商业中心，该地块的使用效率较低，除云集山庄

外，其余用地以灯饰市场、汽车修理厂、垃圾收集站、坡

地和小型商业及服务设施为主，开发强度、密度和附加值

都很低。这些用途既不能反映出地块真正的价值，也没有

起到支撑和连通城市绿轴的作用。此外，只有两条路径可以

穿越基地内部，非机动交通网络不发达。因此，政府和业主

应重新审视这个邻近BRT中心站及枢纽站的地块的价值和发

展方向，使之承担起连接东山公园和夷陵广场、贯通城市绿

轴的重要作用，起到引导BRT站点地区高强度土地开发的示

范性作用，实现城市的“精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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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impReSSion 基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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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vehiculaR neTwoRk 非机动车网络

非机动车网络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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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定位
将地块打造成为城市绿轴和BRT走廊的重要节点，

并使地块成为东山公园和西陵一路站的连接。

设计概念
由于位处城市中心，又紧邻BRT中心站及枢纽站，

西陵一路地块具有较高的市场开发潜力。根据城市交

通生活的八原则和TOD标准，ITDP 建议将其设计成

混合功能及高密度开发的城市新地标。提出了一个包

括小尺度建筑、开放式街区、有遮阳的街道和公共空

间、活跃的商店门面、以及较低的路外停车配建标准

的开发方案。

同时，方案还提出在地块两侧分别建设连廊，以

提高地块和BRT站点的可达性，增强城市绿轴的连通

性。在地块东面，可结合对灯饰市场的改造，利用东

高西低的地形建设跨越铁路的廊桥，使地块和东山公

园可以直接连接；在地块西面，建议通过建设带有遮

阳设施的人行天桥连接地块与国贸商场和夷陵广场，

天桥上还设置了座椅和绿化，可作为景观平台，成为

宜昌靓丽的风景线。这两条连廊大大提高了西陵一路

站的非机动交通可达性，扩大了站点的服务范围，有

助于帮助这一BRT中心站和枢纽站实现快速的人流集

散，同时强化了城市绿轴上各节点的联系。

近期建设方案
由于土地权属分散，拆迁安置和土地征收的难度

较大。建议近期可先行开发目前利用效率最低、改造

难度相对较低、且最靠近BRT车站的分区，即东山大道

沿线一层临时商铺及其后方的空地， 并同时升级改造

人才市场户外公告栏区域。建议尽量与 BRT 施工 同步

进行，以便 BRT 开通时能同步投入使用。

近期建设包括 780 ㎡的 BRT 站前广场的景观改

造，1920 ㎡的商铺和餐饮，及 4740 ㎡的办公区。商

布里斯本：简洁实用的天桥遮阳设计 纽约：高线公园赏植物与座椅的搭配

布里斯本：连接公园的天桥上种植树木

东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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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MASTERPLAN  总平面图
4  PLANNING PROPOSAL 整体城市设计

绿化设计参考案例（纽约）

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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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YICHANG BRT, YUNYILU STATION AREA DEVELOPMENT PLANNING   宜昌BRT云集路站点区域规划

NON-VEHICLE NETWORK  非机动车网络

4  PLANNING PROPOSAL 总体城市设计

TRAIN TRACK
BRT LINE

EXISTING PEDESTRIAN CONNECTIONS
NEW PEDESTRIAN CONNECTIONS
EXISTING CYCLING CONNECTIONS
NEW CYCLING CONNECTIONS

非机动车网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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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YICHANG BRT, YUNYILU STATION AREA DEVELOPMENT PLANNING   宜昌BRT云集路站点区域规划

总体方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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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功能主要弥补周边区域的不足，如增加便利商店、

面包房、地方特色餐厅、咖啡屋、儿童用品及娱乐场

所，以及为中小型企业、创意产业提供办公场所。

项目进展
2012年下半年，ITDP开始着手对宜昌BRT走廊的

城市设计工作，并选定了西陵一路站作为TOD开发的

重点站点。山庄路地块的设计方案由ITDP和ADEPT

共同完成，设计方案共经历了三轮的修改。2013年2

月，ADEPT提出了宜昌BRT走廊城市设计的初步设计

方案，包括上述地块的设计和对走廊整体的可达性提

出了初步建议。2013年6月，ADEPT提出了第二轮的设

计方案。第二轮方案与第一轮方案相比，进一步提高

了用地开发的强度。2014年5月，最终确定第三轮的设

计为最终方案，即为本报告所使用的版本。ITDP 在地

块设计时多次与宜昌市政府、城投公司、以及业主沟

通，但由于未能解决土地权属和资金的问题，目前方

案尚未有实施计划。

山庄路地块一期开发
位置、现状及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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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西陵一路站西侧

国贸商场后退区

基地现状
国贸商场位于宜昌市中心商务区的重点地段，位

处BRT中心站及枢纽站西陵一路站的西侧，是BRT走廊

乃至整个宜昌市的重要节点。然而，目前商场的前广

场（建筑后退区）被停车占满，给行人的通行带来不

便和安全隐患，扼杀了街道的活力，同时也对国贸商

场的商业活力造成负面影响。

设计方案
基 于 I T D P 在 西 陵 一 路 站 点 地 区 所 做 的 停 车 特

征调查，证明该地区的停车位没有短缺的情况。因

此，ITDP建议撤除国贸商场前广场的停车场，以将这

个广场步行化，并通过增加公共座椅、绿化、自行车

停车架等街道家具，提升这个公共空间的吸引力。

项目进程
从2014年10月至2014年12月，ITDP与国贸商场经理

就撤除后退区停车场的问题展开多次讨论及协商，国

贸方面同意ITDP的建议，但是他们担心由于停车位的

减少而对国贸商场的经营产生负面影响，而持保留意

见。ITDP向宜昌市BRT项目办公室汇报了国贸商场的

方案，项目办同意帮助ITDP一起说服国贸商场接受后

退区改善方案，并与ITDP同国贸集团于2014年12月召

开了讨论会，会上国贸同意ITDP的方案，但表示需要

等到国贸商场二期的地下停车库完工并投入后再实施

后退区的改善。

BRT建设期间，ITDP也通过多个渠道汇报推动后

退区的改善方案，如宜昌市政府、宜昌市建委及亚洲

开发银行等，但由于国贸商场本身态度明确，不愿意

近期实施，故方案目前处于搁置状态。

A D E P T  + ITDP YICHANG BRT, YUNYILU STATION AREA DEVELOPMENT PLANNING   宜昌BRT云集路站点区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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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商场和宜昌商场
后退区现状

国贸商场和宜昌商场
后退区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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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国贸商场前广场步行化，并通过增加公共座椅、
绿化、自行车停车架等街道家具，提升这个公共空间
的吸引力。

国贸商场后退区现状

国贸商场后退区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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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一路转角绿地

基地现状
基地位于西陵一路站西侧，西陵一路与东山大道

相交的转角绿地。目前该绿地有花基围合，且出入口

较少，不利于行人的穿行和驻足。

设计意向
建议将该绿地打开，并增设公共座椅，既方便行

人穿行，也提高了改绿地的吸引力，方便行人驻足休

憩。

设计意向参考图 1

设计意向参考图 2

设计平面图

转角绿地现状，
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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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山庄路站

5.11.1 山庄路站东侧
基地现状

地处宜昌市黄金地段的卓

悦广场，坐落在东山大道BRT

走廊与云集路交叉口西北角，

是 宜 昌 市 中 心 的 又 一 商 业 广

场。其长条状带状广场空间目

前 经 已 作 非 机 动 车 化 处 理 ，

广州东西两端设有阻隔机动车进入的隔离墩。商场的

两个主要出入口在广场两端，底层沿广场边设有服

饰、零售、餐饮等商铺，但由于广场中部现状有一废

置的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的阻隔，部分底商门面不显眼

（ITDP于2015年9月曾询问卓悦广场的停车收费管理处

得知，此废置出入口由卓悦广场开业至今从未启用，

只做为备用功能）。商场前广场现状为空旷乏味的开

放空间，由于严重缺乏景观设计以及并无任何如座椅

等城市家具的安置，商业气息单薄，仅作为当地市民

日常穿行而过的步行空间。广场两侧有行人过街隧道

的出入口，经实地调研发现，其中卓悦广场西侧的隧

道底层设有与商场负一层连通的地下出入口，但现状

并无开放使用。仅作为当地市民日常穿行而过的步行

空间，且广场中部有一废置的地下停车场入口，阻挡

了部分底层沿广场的商业门面；卓悦广场西侧的隧道

设有与商场负一层连通的地下出入口，但现状并无开

放使用。

卓越广场后退区现状，
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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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广场后退区设计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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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
ITDP认为卓悦广场前广场极具改造潜力，希望重

新塑造其浓厚商业气氛的公共空间形象，与对街的国

贸酒店前广场交相辉映。沿广场的底层商业虽然目前

包含餐饮商铺，但由于废置的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的干

扰，部分广场空间设置户外露天餐饮区域，使商业气

氛蔓延至广场上。在长条形带状的广场上划分出不同

的空间，使用座椅及遮阴树冠的乔木搭配放置在各空

间的边缘上，强化空间的边界。活化的空间内包含可

作为临时用途的空间，其中包含有足够的商业展示及

户外活动场地，可为卓悦广场日后用作临时摆卖、活

动宣传等场所。

在丰富广场元素的同时，为了保证广场原有的步

行空间功能，并从根本上优化步行环境，在广场边缘

沿东山大道一侧加设连续有致的风雨廊，确保市民在

通行过程中免收烈日及暴雨的纷扰，风雨廊延伸至广

场两端地下人行隧道出入口，以及商场的东侧出入

口，以直线的路径的铺设，符合步行者的行为，发挥

最大的使用效益。

项目进程
2015年8月，城投向ITDP提出BRT走廊沿线若干

处有改造潜力的地块，其中包括卓悦广场前广场。该

点设计已于2015年8月底、9月、11月分别向PMO、城

投、建委汇报，方案设计经由探讨已被部分接纳，但

由于建造成本资金来源尚未确定，建委表示会在日后

寻找机会作为城市建设的附属项目实施。

风雨廊及户外餐饮区

户外临时活动展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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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图：通过风雨廊将广场划分为三个区域。

项目 单价（元 ) 单位 量 小计（万元）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2 0.3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8 1.20
风雨廊 钢骨架 900 ㎡ 600 54.0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30 5.40
草坪 12 ㎡ 60 0.07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20 0.24

株女贞 80 株 10 0.08
市政设施外观美化 150 ㎡ 3 0.05
总价 101.34

表5-6	造价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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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山庄路站西侧
基地现状

国贸酒店位于东山大道BRT走廊与云集路交叉口东

北角，紧邻宜昌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是宜昌市中心

最具代表性的高档酒店之一。然而酒店门前广场区域

与其形象地位并不匹配，常年作为露天停车场使用，

广场上大部分空间被机动车占据，人行与车行流线混

杂，形成极不利于行人安全的广场环境。由于宜昌气

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但国贸酒店的广场上却

缺乏有效的遮阳挡雨设施，降低了行人和酒店宾客的

步行体验。这种以机动车的需求出发，缺乏对人的关

怀的设计，使得整个广场空间缺乏活力与人气。

国贸酒店后退区现状，
2015 年 8 月



100

设计方案
根据宜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提供的《关于建议全

面推进BRT沿线停车管理有关工作的报告》以及ITDP

对城区现状BRT沿线停车摸查，国贸大酒店本身加上周

边建筑的路外停车场已提供了足以容纳此后退区停车

数量的停车位。考虑到酒店住客宾客有携带大件行李

出行的需求，可通过在云集路设置港湾式临时上下客

点、无障碍坡道以及风雨廊连接到酒店入口，并将停

车时长限制在5分钟以内。因此ITDP认为此后退区停车

场是可以撤除的。

将国贸酒店后退区步行化，应同时结合遮阳挡雨

设施、绿化和公共座椅对此公共空间进行重新的设

计。本方案建议在广场空间上搭建连续的风雨廊连接

地下过街隧道出入口、临时上下客点及酒店主入口，

进一步优化步行环境。在广场北侧，风雨廊还起到围

合并切割空间的作用，使酒店北侧的商店门前形成一

个小广场，以便设置简易户外餐饮设施，将其打造成

集休憩、商业、娱乐于一体化的舒适宜人的公共空

间。同时，在广场东侧及北侧的隧道出入口边设置自

行车停放点、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及信息指引，提供多

种出行方式的选择。充分利用广场的空间。

国贸酒店后退区
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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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酒店总体设计方案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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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及进程
ITDP自2014年初已经开始了关于对BRT走廊沿线

的地块城市设计元素及概念的研究，先后多次向宜昌

市城投、建委、PMO等多个部门进行宣传沟通；2015

年8月，城投向ITDP提出BRT走廊沿线若干处有改造潜

力的地块，其中国贸酒店前广场位于城投选取的卓悦

广场道路对面，基于整体开发及走廊两侧同步升级改

造，ITDP选取该点作改善设计。该点设计已于2015年8

月底、9月、11月分别向PMO、城投、建委汇报，方案

设计经由探讨已被部分接纳，但由于建造成本资金来

源尚未确定，建委表示会在日后寻找机会作为城市建

设的附属项目实施。

项目 单价（元 ) 单位 量 小计 
（万元）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2 0.3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
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2 0.30

风雨廊 钢骨架 900 ㎡ 450 40.5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22 3.96
临时上下客点 320 ㎡ 150 4.80
草坪 12 ㎡ 50 0.06
树冠较大
的树

香樟 120 株 9 0.11

总价 90.03

表5-7	造价估算

设计方案：通过设置风雨
廊提供遮阳挡雨设施，同
时分割广场空间，并将人
们从车站引到酒店大门

设计方案：通过设置风雨
廊提供遮阳挡雨设施，同
时将人们从上下车地点引
到酒店大门

设计方案：在遮阳蓬下设
置公共座椅，鼓励人们在
此广场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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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果园二路站
基地现状

宜昌市长途汽

车 客 运 站 位 于 果

园二路BRT车站旁

边，是市中心区域

的重要节点。近年

来，由于长途汽车

客运站的客运功能

逐渐转移至东站旁

边的新客运站，市

区内部的客运站仅

肩负了少量的县市

运输功能，目前客运站前广场完全用于社

会车辆停放，对城市景观及区域活力有负

面影响。

目前，客运站大楼及周边已经有快捷

酒店、麦当劳、银行、医院、 快餐店、电

器商场等商铺，而站前广场现状却仅仅用

做停车场，停车及进出的车辆 严重阻碍了

行人，顾客和乘客的顺畅通行。将此空间

用作停车场是大大降低了站前广场及商铺

的活力及吸引力，对该空间进行合理和及

时的改造，更有效的利用城市空间，创造

匹配未来城市主干道发展的高品质公共空

间，为乘车者、消费者、旅客以及行人提

供适宜和便利的城市空间，同时也将对周

边的建筑的商业价值和土地升值起到一定

的带动作用。

东山大道BRT走廊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走

廊，更是一个城市景观廊道。客运站前广

场作为BRT走廊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需要同

步改造，移除现状广场停车，还市民一个

长途汽车客运站大楼现有酒店，医院，快餐
店等多种商业

停车位以及进进出出的停放车辆降低了广场
的美观度和吸引力

基地位置

基地现状，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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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

设计方案
ITDP希望将该区域打造成宜昌市中心区极具吸引

力的公共空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及活力，吸引更多

人来此休闲及娱乐。

通过将站前广场步行化，将其打造成宜人、舒适

的公共空间，以增强地块的活力及吸引力、提升地块

商业价值。广场沿街部分的人行道应设置风雨廊。广

场内结合BRT站点的设置以及东山大道的城市BRT廊道

定位，设置提供休憩和信息展示的游客旅游中心、BRT

展览廊和小商铺，提升客运站交通枢纽的定位和作用

的同时，也可有效利用现有的空间，从而整合客运人

流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吸引更多以及更有序的人流，

提升地块的利用价值和周边地产的商业价值。商铺采

用通透的玻璃界面以提高沿街界面的活跃度，并且商

铺之间留出间隔，使行人能快速穿过商铺而到达广场

或 BRT 走廊。商铺可为咖啡馆、饮品店、零售、便利

店、精品店等， 并设置小型桌椅方便顾客就坐停留。

在商铺后方的空间设置小型广场并提供广场伞，绿化

树，座椅等广场小品，除了可以有效聚集人流之外，

也创造多功能空间，为会面、活动及等待的人创造了

休憩空间。并设 置 BRT 系项目展示厅和游客信息中

心。

可行性分析
（1）搬迁可行性分析

当前站前广场社会车辆停车场共提供车位约35

个，根据现场考察，车位使用率较高。鉴于客运站楼

承租商户对停车位的硬性需求，简单取消站前广场社

会车辆停车场并不具有可行性，应探索停车场在基地

范围内迁址的可能。

在现场考察中发现，客运站楼后侧广场具有较大

的空间，目前被用作停车场及客运车停放点，而根据

长途汽车站后退区设计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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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对全市长途运输布局的综合规划部署，宜昌长途

汽车客运站承担服务西陵区固定客源，以宜昌至省内

主要地市和下辖县市快速、直达客运线路为主，现状

部分班车车次将逐步迁至宜昌汽车客运中心站（伍家

岗区），线路数量及旅客吞吐量预期会有较大降幅，

为客运站楼后侧长途客车停车场开辟社会车辆停车位

提供了可能。

根据上述统计，在确保长途旅客运输业务安全、

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在客运站楼后侧长途客车停车场

开辟社会车辆停车位有效满足了大楼承租商户对车位

的硬性需求，且将停车费损失降至最低。

（2）停车场收入调查

调查选取了周四工作日（2014年12月25日），作为

对停车场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停车情况代表，对当日

停车数量以及相应停放时间进行了调查，作为预估的

基准样本。

调查内容包括：针对宜昌长途汽车客运站站前广

场停车场的一个出口和一个进口，各自进行了全天

（7:00-21:30）14.5个小时的停车出入调查，并将调查所

得的车的车牌数与对应的进出时间进行记录。

调查结束后，对调查记录进行分析，得出停放不

同时间长度的车辆数的数据（见附表：宜昌长途汽车

客运站停车场12月25日中小型车停车数与停车时间表）

，并结合停车场的收费标准（见附表：宜昌长途汽车

客运站停车场收费标准表），估算得，当日所有停车

收入为1573元。以一年365天计，一年的停车收入约为

60万人民币（不计人工费等支出）。

（3）优化改造工程费预估

根据初步预估，站前广场优化改造工程预计产生

工程直接费用234万元，具体分项费用如右表3所示：

表5-8：宜昌长途汽车客运站停车场12月25日中小型车停车数与停车时间表
时间 <=15 分钟 15 分钟 -1

小时
1-2 小时 2-3 小时 3-4 小时 4-5 小时 5-6 小时 6-7 小时 7-8 小时 >8 小时

车数 241 158 87 15 12 5 0 1 1 55 

表5-9：宜昌长途汽车客运站停车场收费标准表（实际）
停放时间 大型车 中小型车 摩托车
15 分钟内 不准入 免费 免费
1 小时 3 元 / 小时
每增 1 小时 1 元 / 小时
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救护车、市政工程抢险车等免费

表5-10：优化改造工程费预估	
项目 面积 ( ㎡ ) 或个数 单价（元） 总价（万元）
广场铺地砖 2040 280 57.12 
人行道地砖 306 160 4.90 
广场上建筑总面积（玻璃界面，
玻璃和铝制顶）

320 5000 160.00 

人行道花坛（放两棵树的矩形
木质花坛）

8 3000 2.40 

人行道树 16 2800 4.48 
广场种树 11 2800 3.08 
广场伞及伞下配套桌椅（套数）4 2000 0.80 
广场公园椅 6 1500 0.90 
工程直接费合计 233.68 

（4）优化改造工程效益分析

透过合理安排施工方案，商铺及人行道改造施工

对商户的影响可降至最低；

根据初步的市场调查，本市同等地段条件相似的

临街商铺2014年8月均价约4元/平方米每日，若按320平

米商铺面积在竣工后一年内全部租出计算，竣工第二

年起每年将为业主带来直接经营收入约2102.4万元，按

短期即能收回前期工程建设投资。

此外，优化改造将把站前广场打造成一个舒适宜

人、适合步行的公共空间，能有效增强区块的活力和

对市民和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客运站站楼及商

铺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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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程
2014年10月，ITDP向运管局及长途汽车客运站领

导汇报了改善方案，他们同意进行站前广场的改善，

但是由于依靠目前停车，长途汽车客运站1年大概收入

可达60万人民币，如果取消了广场停车就失去了停车

收入，他们希望市政府能出资实施该项目，并允许其

对站前广场进行商业开发，以弥补停车收入的损失。

基于此，ITDP修改了方案并于2014年10月将方案向副

市长进行了汇报，由于副市长不同意在站前广场进行

商业开发，希望将其打造成为公共广场，项目遇到瓶

颈。

2014年12月，借助宜昌市BRT项目办公室的力量， 

PMO与ITDP同宜昌长途汽车客运站召开了站前广场

改善的讨论会，仍然由于站前广场是否进行商业开

发，而长途汽车客运站如何挽回停车收入损失而未达

成一致意见。由于PMO当时正全力投入宜昌市BRT建

设中，由于本次优化改造工程涉及面小、投资规模较

小、不属于宜昌市BRT快速公交项目范围，未列入宜

昌市重点项目名录及政府年度工作计划，若无政策契

机，相关费用由市财政支持或列入BRT项目建设费用的

可能性较低，在企业自筹选项之外应着重探索引入第

三方资本合作开发的可行性。因此，关于这个后退区

的改善因此搁置。

2015年7月15日BRT葛洲坝至东站段开通，ITDP

将后退区改善建议再次提上日程，向建委、宜昌市政

府多次汇报，但推动效果不显著，目前仍没有实施计

划。

2015年12月，长途客运站前广场 - 果园二路 BRT 

车站人行天桥段长度为210米风雨廊正在建设中，预计

2016年1月建成。

长途汽车站前的风雨廊正在建设中，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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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长途汽车客运站站前广场改造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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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马坡站东侧航天花园及居民区与站点的连接现状5.13 石马坡站
站点位置

石 马 坡 站 位 于 伍 家 岗 区 、

东山大道上，在BRT走廊的中南

部。

现状
从航天花园大门到石马坡站

的直线距离为463米，由于受到铁路、地形、学校和单位

大院的阻隔，居民要通过绕行体育场路到达BRT站，实

际步行距离为1099米，绕行指数2.3。出于同样的原因，

航天花园西侧、位于胜利三路上的一栋居民楼到BRT站

的直线距离为307米，但实际需要沿着胜利三路走出到东

山大道上，再走到BRT站，总距离723米，绕行指数2.4。

受铁路和地形阻隔，铁路北面的居民需要绕行前往石
马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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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通过建设跨铁路桥连接铁路北侧小区内部通道与

南侧长航医院的内部通道与东山大道连接，并在长航

医院通道与东山大道交叉的地方设置人行阶梯，减少

绕行距离。

通过轻巧便捷的步行桥连接铁路两侧的坡地（布里斯
班）

通过轻巧便捷的步行桥连接建筑（布里斯班）

石马坡站东侧航天花园及居民区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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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港务新村站

5.14.1 港务新村站东
侧绿地

基地现状
港窑路口三角绿地位处港

窑路与BRT东山大道走廊交叉

口东北角，因被进入东山大道

的 右 转 机 动 车 道 切 割 成 景 观

绿 化 小 岛 ， 现 状 并 被 草 坪 及

高大乔木覆盖，为纯观赏用途导流岛绿地。三角绿地

沿东山大道边铺设的自行车道及人行道与对街并不衔

接，有错位情况，极其影响自行车及行人连续的通行

路径，并且目前右转进入东山大道的车辆因为不受信

号灯的控制，导致其车速较快，对于过街的行人及自

行车都非常不安全。从ITDP于2015年10月中搜集到的

数据显示，目前右转车道的车流量在平日高峰时期约

为460辆/小时，经分析此车流量可在直行车道内进行分

担。

项目进程
2015年8月，城投向ITDP提出BRT走廊沿线若干

处有改造潜力的地块，其中包括港窑路口的三块街头

绿地，但经由ITDP实地调研，除港窑路口的三角绿地

外，另外两块小型绿地目前景观及使用情况良好，考

虑到实际应用等问题，ITDP最后决定仅对港窑路口的

三角绿地进行改造方案的设计。该点设计已于2015年8

月底、9月、11月分别向PMO、城投、建委汇报，但建

委项目办表示，港窑路口的三块街头绿地已于2015年

初进行升级改造施工，近期重新推翻重建的可能性较

小。

港务新村站东侧三角
绿地导流岛现状，
2015 年 8 月

行人需要通过两条车
道才能到达三角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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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
建议取消现有右转车道，把现右数第一条直行车道改为右转车道，并添加信号

灯进行信控。如此一来，可开放现状三角绿地作为集休憩、活动于一体的公共空

间，将原右转车道作宁静化处理，铺设人行道铺装并在过街处作适当提升，接壤现

状人行道及绿地空间，为进入三角绿地的行人提供安全舒适的可达路径。同时在保

持现状乔木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硬底化铺设，沿用原有乔木能降低改造成本、增

强可行性；靠近港窑路的地块不免会受到噪音跟废气的影响，不能很好的作为一个

公共开放空间，设计沿港窑路作太阳能景观隔音玻璃墙，使三角绿地变得更安全舒

适；除此之外，储蓄的太阳能作夜间照明的补给，环保节能。在开拓出的硬地化空

间上放置康乐设施及休憩座椅，居民能在空间能驻足逗留，且具有趣味性的设置。

结合沿街商业配套布置户外餐饮区域，进一步增加空间吸引力；在沿人行道处设置

信息指引、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对现有的人行道及自行车道进行连贯优化。

表5-11	造价估算
项目 单价（元 ) 单位 量 小计（万元）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1 0.15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6 0.9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2 0.36

石作 1500 个 5 0.75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700 19.60

人行道 195 ㎡ 180 3.51
自行车道 220 ㎡ 250 5.50

康乐设施 30000 套 4 12.00

景观隔音墙 600 ㎡ 150 9.00
市政设施外观美化 150 ㎡ 50 0.75
总价 72.52

港窑路口三角绿地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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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港务新村站东侧社区
站点位置

港务新村站位于伍家岗区、东山大道上，在BRT走

廊的中南部。

现状
港务新村站临近金桥蔬菜果品批发市场，以及南北

天城、香山铭苑等多个社区。车站北面的香山铭苑由于

在铁路的北侧，相对地势较高，而且小区本身和周边社

区都设置了围墙或挡土墙阻隔，因此只有两条进出通

道，造成居民出行的不便。从香山铭苑的东门前往港

务新村站直线距离为426米，但实际需要步行距离为684

米，绕行指数1.6，而且还有约25米高差。

香山铭苑与港务新村站之间的防护道口

南北天城与港务新村站之间有围墙

香山铭苑及南北天城与站点的连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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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南侧的南北天城则是由于小区自身设置了围

墙，并且出入口都朝南侧，因此虽然大门距离车站只

有146米，但实际步行距离达到了396米，绕行指数2.7

。而且小区内与车站相隔最近的楼房直线距离只有80

米，但实际步行距离却是420米，绕行指数达到5.3。

建议
站点北侧由于地势高差大，人们前往车站不仅需

要绕行还需要上下坡。建议通过在金桥市场北面山坡路

径上新建空中连廊连接到BRT车站的入站天桥。增加连

廊后步行距离可与缩短154米，且无需再费力上下坡。

站点南侧南北天城通达性低的原因主要是受围墙

限制。建议在小区北侧新增出入口，以缩短绕行距离。

由于钢架的天桥结构更轻盈、承重效果又好、可

以适应复杂的地形，且便于建设和维护，因此，ITDP

建议使用钢结构建设高架步道。

表5-12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

m2)
总价（万
元）

钢结构高
架步道

140 3 520 15000 780.00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0.03
总计 780.03

高架步道案例（曼谷）

香山铭苑及南北天城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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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新村金桥市
场现状

设计方案：在金
桥市场与小区之
间修建高架步道
连接到 BRT 车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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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运河公园站
现状	

运河公园站东侧在建恒大

帝 景 小 区 现 状 规 划 出 入 口 两

个，分别开在东云路及城东大 

道上。对于居住于此小区内的

居民，到达 BRT 站的绕行较远

并不方便。

建议
在小区西南侧增开出入口，并搭建梯级步道，连

通现有步行道，增强小区与BRT车站的便捷连通。在小

区靠近BRT车站的位置打开新的出入口，并增加新的路

径之后，从靠近新的出入口的居民楼到达BRT站台可减

少约1公里的步行距离。另外，由于居民需要穿过铁路

才能到达东山大道，因此建议在此路径上设置安全道

口。

表5-13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m2)

总价（万
元）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0.03
加设步级 70 3 210 200    4.2
总计 4.23

恒大帝景小区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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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恒大帝景小区到 BRT 车站需要上坡并越过铁路道口，建议在坡上增加步道（蓝色区域）

建议在铁路道口增加安全警示标志 用于连接有高差地区的步道案例（图片来源：Jeff Goldberg / 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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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万寿桥站
站点位置

万 寿 桥 站 位 于 伍 家 岗

区、东山大道上，在BRT走

廊的中南部。

5.16.1 万寿桥站西侧
基地现状

万寿桥站以西现状有一

处大约 7 公顷的汽修及仓储

用地，但由于西侧多个出入口常年处于关闭状态，导

致夷陵大道西侧的廊桥水岸等社区的居民到达车站需

要绕行至少2.5倍的直线距离路程才能到达BRT车站。

目前片区西部已有一条穿过某公司大院的通道实行通

勤时段（7:30-19:30）限时开放，但由于这条路路径也

非最直接的连接路径。杨岔路仓库片区的中部及东部

两条通道是更为直接的路径，但由于目前通道的出入

口处于关闭状态，所以人们无法通行。这样的地块不

仅产生了消极的临街界面，并且阻隔了车站周 边大型

居住区到车站的顺畅通达。ITDP 建议将其开发为一个

容积率为 5.8 的混合项目， 包含居住与办公功能。设计

地块将创造出密集且开放的行人网络，同时也提升了

周边 到 BRT 车站的可达性。近期则建议通过打开仓库

区的大门改善区域的连接性。

设计方案
随着城市的扩展和产业的升级，市区的工业和仓

储用地会逐渐往城市外围迁移。根据宜昌市城市总体

规划，这块地规划为居住用地。加上这个地块紧邻BRT

车站，因此这个地块由潜力发展成为一个以经济型公

寓为主，结合商业设施开发的TOD城市综合体。

万寿桥 BRT 站点 500 米范围的用地概况及基地位置（红色虚线框）
70 YICHANG BRT STATION ARE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PACE DESIGN  宜昌BRT站点区域城市发展与公共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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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shouqiao station will change dramatically in the future because when 
the cities expands, much of the warehouses located nearby will move further 
outside the city.  This means that the area has huge potential to increase the 

-
cess to shopping and easy commutes to work.  Therefore, we should start now 
to plan for the future of the area when the warehouses starts to move further 
and further outside the city.

居民区中的仓库

万寿桥站在未来将有巨大的变化。因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
张，周围的很多仓库将会搬迁至远离城市的地方。这就意味
着这个区域将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以成为一个有着廉价公
寓，方便购物和便利交通的城市综合体。因此，我们现在就
应该规划这个区域在仓库迁出之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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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YICHANG BRT STATION ARE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PACE DESIGN  宜昌BRT站点区域城市发展与公共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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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桥站周边用地情况，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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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YICHANG BRT STATION ARE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PACE DESIGN  宜昌BRT站点区域城市发展与公共空间设计

WANSHOUQIAO MIXED-USE PERSPECTIVE 万寿桥城市综合体透视图

COURTYARD CITY

With the factories moving out, there is potential to replace the low value 
plots with much more higher value developments.  Courtyard city is a new 
type of mixed use development that combines nature with city living.  With 
close proximity to BRT corridor, easy access to shopping and SOHO live and 
work, courtyard city becomes the most favorable place to be.  Out goes the 
factories with bad pollution and in comes the more favorabl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more suited for the large amount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nearby.

庭院城市

当工厂搬出之后，原来低价值的区域就可以有很大的升值空
间。庭院城市是一种城市综合体发展的新形式，可以在城市
生活中融入更多的自然元素。由于有着接近BRT线路，商场
和工作生活区的多方面的优势，庭院城市成为了最宜居的城
市空间。随着工厂污染的减少，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引入，庭
院城市将成为更适合大量居民居住的城市新区。

建筑高度：9-20 层
建筑功能：居住、商业
容积率：5.86
用地面积: 78,250.6 M2

建筑面积: 459,079 M2

居住: 299,553 M2

商业: 159,526 M2

停车位: 1147位 (减少50%)

设计策略
增加商服功能，提升价值:
TOD 理念：BRT 沿线高密度、混合开发
替换现存底层仓库建筑

改善周边地区与BRT 车站的联系
场地内建立公共慢行通道

创建高品质公共空间:
取消后退区停车，强化空间设计 夷

陵
大
道

东
山
大
道

杨
岔
路

BRT万寿桥站

万寿桥站仓库区域地块开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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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程
2012年下半年，ITDP开始着手对宜昌BRT走廊的

城市设计工作，并确定将万寿桥站的仓库地块作为

TOD设计的地块之一。万寿桥站仓库地块属于国贸

公司，该公司亦有意高强度的开发该地块。2013年2

月，ADEPT提出了初步设计方案。2013年6月，ADEPT

提出了第二轮的设计汇报，ITDP确定了万寿桥的设计

方案。于是ITDP与业主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希望该

项目不仅是高容积率，还是低停车配建率，但对方不

同意降低停车配建的建议，本方案因此没能继续得以

推进。

近期连接性改善建议
仿照西侧通道的做法，对中部和东侧通道现状封

闭的闸门进行限时段开放，能使得从廊桥水岸到BRT车

站的步行距离减少220m，东侧小区到车站的步行距离

减少517m，服务水平由F提升至C和A。

仓库区的大门长
期处于关闭状
态，2014 年 3
月

万寿桥西侧廊桥水岸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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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万寿桥站东侧
现状

碧翠苑小区位于万寿桥BRT车站以东鸦宜铁路东

侧，是一个以保障性住房为主（占85%）含部分安置住

房（占15%）的大型居住小区，共有1260户。碧翠苑最

初于2005年开盘，2015年BRT开通前后又有4栋新建建

筑（占总户数15%）开盘。根据ITDP的居民出行模式

调查结果，居民早高峰出行中公交车的分担率从BRT开

通前的20%上升到开通后的27%。这说明小区居民对公

交出行的需求较大，且BRT的建成又进一步提高了公交

出行对居民的吸引力。

然而，尽管小区内与BRT站最近的楼房仅相距174

米，但由于受到小区围墙、城中村、铁路、以及地势

高差的影响，这个小区只有一个出入口，导致这座楼

的居民实际需要绕行934米才能到达车站，绕行指数高

达5.4，使居民出行非常不便。过长的绕行距离导致部

分居民转而驾车出行，调查结果目前该小区的小汽车

出行已达到31%。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增加小区与BRT站之间新的连

接通道、缩短前往BRT车站的绕行距离，是促使更多的

居民使用公交出行必要途径。

由于地形阻隔，碧翠苑小区的居民
无法直接到达 BRT 车站

碧翠苑与站点的连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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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建议在碧翠苑西南角围墙加设小区出入口，并设

置长31m宽3m的下坡步道，长25m宽3m的跨铁路人行

桥，并沿城中村现状通道铺设长72m宽3m的步行道，

以连通BRT站台近乎直线距离的最佳通道。步行道有混

凝土制成，由于距离较短，可不提供遮盖。

表5-14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m2)
总价（万
元）

步行道 72 3 216 200 4.32
跨铁路混凝
土人行桥

25 3 75 15000 112.50

下坡步道 31 3 93 200 1.86
行人路灯 　 　 　 5000 5.00
行人指引系
统 

　 　 　 1500 1.25

总计 124.93

铁路两侧高差较大，建议增加步行桥跨
过铁路连接，如图中绿色箭头所示

碧翠苑小区与铁路之间有坡地阻
隔，需要增加下坡步道

建议在碧翠苑西南侧新增直接连接到
BRT 车站的通道

碧翠苑与站点的连接现状



123

5.17 杨岔路站
站点位置

杨岔路站位于伍家岗区、

东山大道上，在BRT走廊的南

部。

北侧：东辰御景小区的居民受地形影响，出入不便

南侧：首信财富中心与车站的连接通道质量较差

杨岔路东西两侧首信财富中心及东辰壹号御景与站点的连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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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 杨岔路站东侧
现状

东辰壹号御景位于杨岔路站东北处小山坡上，由

于地形地势的现状原因，小区主入口开在中南路上，

导致居民选择BRT出行从小区主入口至BRT车站需步行

1049m，绕行指数高达2.1，十分不便；而又由于小区住

宅楼成长条形分布，对于居住在西北侧的住宅楼居民

来说，更加需要多绕行近200m。而沿东山大道东侧的

城中村里，现状具有可步行通达的路径贯穿BRT车站至

鸦宜铁路。

建议
ITDP建议在东辰壹号御景小区西南角沿现状石体

围墙修建梯级步道，并顺着小区与鸦宜铁路间的山体

铺设宽2m的步行道直接连系到现状可利用的城中村步

道；如此一来，设计的步道比现状减少445的步行距

离，为小区及附近居民提供更便捷的BRT出行环境。

表5-15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m2)
总价（万
元）

步行道 390 2 780 200 15.60
行人路灯 　 　 　 5000 20.00
行人指引
系统 

　 　 　 1500 1.50

总计 37.10

东辰御景增设步道直接通往 BRT 车站

杨岔路东侧东辰壹号御景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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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 杨岔路站西侧
现状

首信财富中心是宜昌首座集商务办公、企业形象

展示、融资互助平台为一体的第四代MOBO商务办公

大厦，位于沿江大道伍家新区规划中的办公、金融核

心区域，为宜昌滨江一线标志性建筑。目前其主入口

面向沿江大道，出入人员需绕行至中南路转入东山大

道才能到达BRT车站，步行距离达870m，绕行指数近

2.1，服务水平为F。

建议
首信财富中心西北边位封闭的居住小区，小区东

侧的城中村内部步行道环境较差。打通现状围墙及修

建梯级步道，并改善步行道的质量。改善后步行距离

为676米，绕行指数1.6，站点服务水平提升至D。

打通现状围墙及修建梯级步道 

杨岔路站西侧首信财富中心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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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中南路站
基地现状

中南路BRT车站位于东山

大道BRT走廊的南端，车站西

边夷陵大道西侧有三个住宅小

区，由北至南分别为中南二

号、人才公寓（在建）、新外

滩。中南路站周边是高密度的

居民区。该区域有着一些生活

服务设施，如宝塔河公园以及

废弃的猴王剧场

公园旁边的停车场

82 YICHANG BRT STATION ARE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PACE DESIGN  宜昌BRT站点区域城市发展与公共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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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nanlu is a high density residential zone with some supporting programs 
such as parks and streetfront retail.  However, the amenities don’t seem to be 
enough and there is not as much low value plots nearby for adding additional 
housing in the future.  We see potential for this area to grow further as an 
important residetial hub for the CBD.  In order to reach this potential, we have 
to study further where we can add additional units of residential.

居民区

中南路是一个高密度的居民区。该区域有着一些生活服务设
施，如公园以及沿街的商业带。然而，这些基础设施似乎并
不能满足整个居民区的需求，而且周边没有足够的低价值的
区域来在未来增加更多的住宅。经过我们的调研，我们认为
这个区域将可能发展为CBD周围重要的居民中心。为了达到
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调研以增加更多的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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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的商业带。然而，这些基础设施似乎并不能满足

整个居民区的需求。宝塔河公园的旁边还有一个已经

废弃的猴王剧院和停车场。

设计方案
近期ITDP建议建委事前介入，确保人才公寓与中

南二号、新外滩之间的通道预留并在适当的路径段加

设风雨廊。另外，由于夷兴大道目前车速较快，建议

在新外滩与人才公寓之间通道通往BRT车站的路径内，

夷兴大道上设置安全过街设施。.

未来随着东部的新城区建设，中南路将直接通向

宜昌未来的城市新区，城东新区。在中南路和东山大

道的交汇处，这个 BRT 走廊所在的区域将成为城市新

的中心。由于在未来该区域将有着更多的住宅区，需

要更多的商业娱乐设施。

然而目前周围没有足够的商业基础设施，必须重

新考虑一种新的方式增加地区的附加值。ITDP 建议重

新开发宝塔河公园周边、猴王剧院以及停车场地块。

花园住宅是通过增加周围建筑密度的方式来最大化的

利用公园的周围空间。同时，这些周边新增的建筑可

以减少公园的噪音污染，创造更加适宜的社区公将首

层为商业的高密度住宅建在公园周围，以满足更多的

街道生活的需要，并更好的利用公园空间。另外，花

园住宅创造出一个更魅力更活跃的商业带，可以提高

地区的生活质量并为地区带来更多的商业活力。

项目进展
ITDP与规划局沟通后，得知规划局有意改造猴王

剧院和废旧车场。2013年2月，ITDP与ADEPT提出了宜

昌BRT走廊城市设计的初步设计方案，其中包括了中南

路地块。2013年6月，提出了中南路地块的第二轮设计

方案，即花园公寓方案。定好方案后，ITDP又与规划

局和业主进行了沟通，但由于业主暂无意进行改造，

所以方案搁置。

改变公园边界

增加公共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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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YICHANG BRT STATION ARE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PACE DESIGN  宜昌BRT站点区域城市发展与公共空间设计

ZHONGNANRU MIXED-USE PERSPECTIVE 中南路城市综合体透视图

WALL PARK

Zhongnan Lu leads to the East new town (城东新区), which is a highlight 
of Yichang’s future developmen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Zhongnan Lu and 
Dongshan dadao, the BRT corridor, this area will be a new center of the city, 
requiring more commercial, retail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With the amount of land plots available for futur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dwindling and not enough retail amenities nearby, we have to rethink of a 
new way to find additional land.  Wall park is a proposal trying to make ma-
ximum use of park space by adding new density around it.  The wall housing 
will protect the park from noise making it into a much nicer, more protected 
community park.  

In addition, the wall park creates a much nicer and activated retail front 
edge able to create a livier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the much needed retail 
amentities for the area.

花园住宅

中南路将直接通向宜昌未来的城市新区，城东新区。在中南
路和东山大道的交汇处，这个BRT走廊所在的区域将成为城
市新的中心，需要更多的商业娱乐设施。

由于在未来该区域将有着更多的住宅区，而且周围没有足够
的商业基础设施，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一种新的方式在增加地
区的附加值。花园住宅是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我们通过增
加周围建筑密度的方式来最大化的利用公园的周围空间。同
时，这些周边新增的建筑可以减少公园的噪音污染，创造更
加适宜的社区公园。

另外，花园住宅创造出一个更魅力更活跃的商业带，可以提
高地区的生活质量并为地区带来更多的商业基础设施。

建筑高度：4-12 层
建筑功能：住宅+ 底层商业
容积率： 3.52
用地面积:9,925 M2
建筑面积:35,008 M2
居住区: 28,805.58 M2
零售: 6,203.03 M2
停车位: 103位 (减少50%)

设计策略
增加商服功能，提升价值
TOD 理念：BRT 沿线高密度、混合开发
替换现存荒废建筑

改善公园的通达性
场地内建立公共慢行通道

创建高品质公共空间
取消后退区停车，强化空间设计

东
山
大
道

宝塔河公园

中南路

夷
陵
大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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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ay to find additional land.  Wall park is a proposal trying to make ma-
ximum use of park space by adding new density around it.  The wall housing 
will protect the park from noise making it into a much nicer, more protected 
community park.  

In addition, the wall park creates a much nicer and activated retail front 
edge able to create a livier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the much needed 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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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区的生活质量并为地区带来更多的商业基础设施。

建筑高度：4-12 层
建筑功能：住宅+ 底层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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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路站公园区域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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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安全过街

现状照片

中南路BRT站连接性现状
因人才公寓目前在施工阶段，所以使用中南二号

及新外滩靠近沿江大道的主要出入口的居民需要绕行

近846m，绕行指数2.5，服务水平为F。

近期改善措施
由于人才公寓处于在建状态，现在介入可以要求

其提供南北两侧的连通性道路，并在通道设置绿化或

风雨廊。新路径可节省350米的步行距离，使站点服务

水平提升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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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宝塔河站
站点位置

宝塔河站位于伍家岗区、

东山大道上，在BRT走廊的南

部。

金色海岸小区位于夷兴大

道西侧，居民需要经过夷兴大

道和一个小公园才能到达BRT

车站。而现状夷兴大道上的行

人过街斑马线仅有一处，人们

要通过车速较快的夷兴大道，需绕行314m，绕行指数

达2.4。

建议
在最直接到达BRT车站的路径上设置平面过街设

施，能使步行距离降至185米，与现状相比步行距离缩

短了129米，并沿路径增加风雨廊，以优化虹桥国际及

金色海岸小区的居民到BRT车站的步行环境。

表5-16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m2)

总价（万
元）

新增安全岛 5 2 10 500 0.50
新增路中过街 14 5 70 60 0.42
新增风雨廊 290 2 580 2500 145.00
总计 145.92

增加平面过街设施

金色海岸小区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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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公园小区与站点的连接情况5.20 艾家嘴站
现状

艾家嘴站位于伍家岗区、东山大道上，在BRT走

廊的南部。位于艾家嘴BRT车站东南侧的桥头公园小

区，小区目前以围墙封闭，在通往车站的路径中，有

约100m距离的行走路劲缺乏足够的遮阴，现有人行道

狭窄之余多被乱停乱放的小汽车及三轮车占用，导致

步行环境较差。

建议
在桥头公园小区围墙的东北边上新增宽2.5m的出

入口，并加设高约1.5m的梯级步道，拓宽现有狭窄人

行道并沿线增加风雨廊接驳至夷兴大道，在夷兴大道

上新增过街安全岛，连通小区及周边到达BRT车站的最

短路径，提升车站对周边的服务水平。

表5-17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m2)
总价（万
元）

新增安全
岛

5 2 10 500 0.50

新增风雨
廊

120 2.5 300 2500 75.00

新增人行
道

95 2.5 237.5 200 4.75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0.03
加设步级 3 2.5 7.5 200 0.15
总计 80.43

新增风雨廊连接社区和 BRT 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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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王家河站
站点位置

王家河站位于伍家岗区、

东山大道上，在BRT走廊的南

段。王家河站南侧是王家河公

园，公园地处夷陵大道与东山

大道之间。

现状
王家河公园站西侧是王家

河公园和江山风华小区。江山

风华是个大型的居住小区。目前小区居民通往BRT站需

要穿过王家河公园，但公园里面的指引信息不足，且

小区大门外没有设置过街设施，需要绕行一段距离才

能找到斑马线。

在夷兴大道增加行人过街设施通往王家河公园

夷兴大道现状

江山风华与站点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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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由于夷陵大道车速较快，建议在江山风华小区出入口和王家河公园出入

口之间增设斑马线和路中过街安全岛，以提高居民过街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表5-18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m2) 总价（万元）
新增安全岛 5 2 10 500 0.50
新增路中过街 14 5 70 60 0.42
新增公园园路 547 2 1094 200 21.88
新增行人路灯 18.00
新增座椅 6.48
新增指路牌 2.00
总计 49.28

增加公园内的步道和指引标识示意图（2014）

增加公园内的步道后（2015） 建议增加公园内的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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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多娇及江山景苑与站点的连接现状5.22 东艳路站
站点位置

东 艳 路 站 位 于 伍 家 岗

区、东山大道上，在BRT走

廊的南段。站点周边有多个

大型居住小区。

现状
东艳路南侧是江山景苑

和江山多娇小区组成大型居

住区。由于围墙、封闭的大

门、建筑工地、仓库等阻挡

了居民直达车站的路径，只能绕着居民区外围到达夷

陵大道，然后通过几条穿越其他社区的小径导到东山

大道。例如江山多娇小区内某居民楼与东艳路站的直

线距离是471米，但实际步行距离却长达1.2公里。

建议
拆除江山多娇与江山景苑的临时建筑，增加道路

的人行道铺装，同时打破小区的围墙、新增出入口。

在小区北部，建议打通报废车仓库，以缩短前往车站

的绕行距离，提高站点服务水平。

目前从江山多娇小区南端通往 BRT 车站的道路被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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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打通仓库

B：打通仓库，增加行人过街设施

C: 打通小区围墙

D：清除临时建筑，疏通支路网，并增加小区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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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江山多娇及江山景苑与站点的连接现状5.23 十五中站
建议

十五中站位于东山大道的最南端，车站南侧有一

片密集的居住区，居住区内有门禁或围墙封锁了居民

直达车站的路径，建议打开阻隔的大院围墙和小区围

栏，以增加新的路径，改善连通性，减少绕行距离。

表5-19	造价估算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m2) 单价（元

/m2)
总价（万
元）

新增安全岛 5 2 10 500 0.50
新增路中过街 14 5 70 60 0.42
拆除围墙 5 6 30 30 0.09
总计 1.01

建议在江山多娇小区北侧和三峡仁和医院南侧新增出
入口（右图 A、B 点，已实施）

建议在江天一色小区新增出入口（右图 C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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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BRT 站点
现状分析 改善策略

建筑用途调查 停车特征调查 连接性调查
居民出行方式调

查
站点可达性 

改善
地块开发 后退区改造 街头绿地改造

1 夷陵客运站 √
2 平云一路 √ √ √
3 夷陵体育馆 √ √
4 神仙湾 √ √
5 长江市场 √ √
6 望洲岗 √ √
7 葛洲坝 √
8 22 中学 √ √
9 刘家大堰 √
10 绿萝路 √ √ √
11 西陵一路 √ √ √ √ √
12 山庄路 √ √ √
13 果园二路 √ √
14 石马坡 √
15 港务新村 √ √ √ √
16 运河公园 √ √ √
17 万寿桥 √ √ √ √
18 杨岔路 √ √
19 中南路 √ √ √ √
20 宝塔河 √ √ √
21 艾家嘴 √ √
22 王家河 √ √
23 东艳路 √ √
24 十五中 √ √
25 五一广场

5.24 宜昌 BRT 走廊需改善的站点
地区小结

本次规划共涉及25个BRT站点地区。已经进行的分

析内容和改善建议汇总如下：

表5-19		宜昌BRT走廊需改善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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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开发时序
根 据 宜 昌 市 建 委 的 工 作 机 会 和 项 目 实 施 的 难

度，ITDP将本规划的开发时序分为两个阶段，一期改

造的站点区域如下表所示，预计可在2016年完工。其余

站点的均为二期建设内容，二期的实施计划需进一步

和宜昌市、夷陵区政府及业主协商。

表5-20	宜昌BRT走廊站点地区公共空间改善项目一期
站点 措施 类别 利益相关方 责任方
夷陵客运站 夷陵客运站后退区增加遮阳蓬、绿化、公共座椅、自行车停车点和公共自行车停车点，并禁止停车 工程 夷陵区建委、城投 夷陵区
二十二中站 禁止武商量贩前广场停车，并将其改造为步行广场，增设座椅和自行车停车架 协商，工程 武商量贩公司、宜昌建委、城管 宜昌市

武商量贩 - 东湖二路路侧绿化带功能升级改造，增设座椅、遮阳蓬和自行车停车架 工程 宜昌建委 宜昌市
东湖二路 - 东山大道转角绿化带改造成小型休憩空间，增设座椅、遮阳蓬和自行车停车架 工程 宜昌建委 宜昌市

绿萝路站 西陵二路清江大厦旁空地和转角绿化带改造为休憩空间，增设座椅和自行车停车架 协商，工程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宜昌建委 宜昌市
西陵一路站 东山大道 - 西陵一路，转角绿化带改造，增设座椅、遮阳蓬和自行车停车架 工程 宜昌建委 宜昌市

卓悦广场前广场景观改善 增加遮阳及座椅 工程 卓悦广场 宜昌市
港务新村站 港窑路与东山大道交界口的导流岛及右转车道； 协商，工程 建委、交委、规划局、福泰华府、金桥市场、

南北天城
宜昌市

站点 措施 类别 利益相关方 责任方
长江市场站 站点西侧，移除堵塞通道的杂物 协商 夷陵区城管 夷陵区
运河公园站 增加行人指引信息 工程 宜昌建委、城投 宜昌市
万寿桥站 打开仓库门禁，提高丰源小区、廊桥水岸与 BRT 车站的连接性 协商 国贸仓库、宜昌建委 宜昌市
中南路站 在人才公寓设置南北连通的人行通道，并在通道设置绿化或遮阳棚 协商，工程 江苏华建、宜昌交委、宜昌建委、宜昌规划局 宜昌市
艾家嘴站 桥头公园小区与 BRT 车站的连接 工程 宜昌建委 宜昌市
东艳路站 打通江山景苑北侧部分围墙和铁门，或设立限时门禁开放；打开仓库大门，增加风雨廊 协商 江山景苑、江山多娇、仓库、建委 宜昌市

表5-21	宜昌BRT走廊站点地区连接性改善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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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后退区景观设计造价估算
以下为各站点后退区景观设计改善建议造价估算

的汇总表，初步估算总造价为795.54万元。此估算表仅

包括材料的成本，未包含设计、工程、运输、维护等

站点 项目 备注 单价（元） 单位 量 小计（万元）
夷陵客运站
（站前广场）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2 0.3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00 
风雨廊钢骨架 　 900 ㎡ 335 30.15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5 0.75 
临时上下客点 　 320 ㎡ 80 2.56 
户外小型商业 　 830 ㎡ 20 1.66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2500 70.00 
草坪 12 ㎡ 50 0.06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30 0.36 

平云一路
（星映像广场）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3 0.54 

石作 1500 个 3 0.45 
草坪 　 12 ㎡ 70 0.08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6 0.07 

葛洲坝
（葛洲坝大厦前广
场）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9 1.35 
座椅 木质 1800 个 12 2.16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1335 37.38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12 0.14 
小型灌木 红花檵木 50 株 10 0.05 

株女贞 80 株 10 0.08 
二十二中
（武商量贩前广场）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14 2.1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8 1.44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230 6.44 
树冠较大的树 榉树 79 株 8 0.06 
小型灌木 红花檵木 50 株 8 0.04 

株女贞 80 株 8 0.06 
西陵一路
（国贸商场前广场 )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8 1.44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1953 54.68 

木质 430 ㎡ 837 35.99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8 0.10 

表6-1	后退区景观设计造价估算汇总

方面的成本。由于影响地块开发成本的因素较多，因

此本报告暂不对地块开发的成本作出估算。

本报告的估价依据是来自武汉的景观设计公司于

2015年12月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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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项目 备注 单价（元） 单位 量 小计（万元）
山庄路
( 卓悦广场前广场）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2 0.3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8 1.20 
风雨廊 钢骨架 900 ㎡ 600 54.0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30 5.40 
草坪 　 12 ㎡ 60 0.07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20 0.24 

株女贞 80 株 10 0.08 
市政设施外观美化 　 150 ㎡ 3 0.05 

山庄路
（国贸酒店前广场）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2 0.3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2 0.30 
风雨廊 钢骨架 900 ㎡ 450 40.5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22 3.96 
临时上下客点 　 320 ㎡ 150 4.80 
草坪 　 12 ㎡ 50 0.06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9 0.11 

果园二路
（宜昌长途汽车站
前广场）

广场铺地砖 280 ㎡ 2,040 57.12 
人行道地砖 160 ㎡ 306 4.90 
广场上建筑总面积（玻璃界面，
玻璃和铝制顶）

5000 ㎡ 320 160.00 

人行道花坛（放两棵树的矩形木
质花坛）

3000 ㎡ 8 2.40 

人行道树 2800 株 16 4.48 
广场种树 2800 株 11 3.08 
广场伞及伞下配套桌椅 2000 套 4 0.80 
广场公园椅 1500 个 6 0.90 

总计 7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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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项目 备注 单价（元） 单位 量 小计（万元）
二十二中绿地 A 座椅 木质 1800 个 2 0.36 

风雨廊 钢骨架 900 ㎡ 50 4.5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二十二中绿地 B 座椅 木质 1800 个 10 1.80 
风雨廊 钢骨架 900 ㎡ 300 27.0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00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5 0.06 

株女贞 80 株 5 0.04 
绿萝路（转角绿地） 座椅 石作 1500 个 4 0.60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树冠较大的树 香樟 120 株 1 0.01 

株女贞 80 株 4 0.03 
西陵一路（转角绿地） 座椅 木质 1800 个 4 0.72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2 40.00 
港务新村（东侧绿地） 信息指引系统 　 1500 个 1 0.15 

公共自行车及自行车停放点 　 200000 个 1 20.00 
户外餐饮太阳伞 + 座椅 　 1500 套 6 0.90 
座椅 木质 1800 个 2 0.36 

石作 1500 个 5 0.75 
铺装 普通园路 280 ㎡ 700 19.60 

人行道 195 ㎡ 180 3.51 
自行车道 220 ㎡ 250 5.50 

康乐设施 　 30000 套 4 12.00 
景观隔音墙 　 600 ㎡ 150 9.00 
市政设施外观美化 　 150 ㎡ 50 0.75 

总计 227.64

6.2 街头绿地改造造价估算
以下为各站点街头闲置绿地改造的造价估算的汇

总表，初步估算总造价为227.64万元。此估算表仅包括

材料的成本，未包含设计、工程、运输、维护等方面

的成本。本估价依据是来自武汉的景观设计公司于2015

年12月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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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单价（元） 单位 总价（万元）
平云一路站西侧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加设步级 5 2.5 12.5 200 ㎡ 0.25 
夷陵体育馆站东侧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加设步级 7 2.5 17.5 200 ㎡ 0.25 
神仙湾站北侧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加设步级 5 2.5 12.5 200 ㎡ 0.25 
神仙湾站南侧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加设步级 3 2.5 7.5 200 ㎡ 0.15 
长江市场站东侧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加设步级 3 2.5 7.5 200 ㎡ 0.15 
港务新村站北侧 钢结构高架步道 140 3 520 15000 ㎡ 780.00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运河公园站北侧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加设步级 70 3 210 200 ㎡ 4.20 
万寿桥站北侧 步行道 72 3 216 200 ㎡ 4.32 

跨铁路混凝土人行桥 25 3 75 15000 ㎡ 112.50 
下坡步道 31 3 93 200 ㎡ 1.86 
行人路灯 　 　 　 5000 个 5.00 
行人指引系统 　 　 　 1500 个 1.25 

杨岔路站东侧 步行道 390 2 780 200 ㎡ 15.60 
行人路灯 　 　 　 5000 个 20.00 
行人指引系统 　 　 　 1500 个 1.50 

宝塔河站西侧 新增安全岛 5 2 10 500 ㎡ 0.50 
新增路中过街 14 5 70 60 ㎡ 0.42 
新增风雨廊 290 2 580 2500 ㎡ 145.00 

艾家嘴站南侧 新增安全岛 5 2 10 500 ㎡ 0.50 
新增风雨廊 120 2.5 300 2500 ㎡ 75.00 
新增人行道 95 2.5 237.5 200 ㎡ 4.75 
拆除围墙 4 2.5 10 30 ㎡ 0.03 
加设步级 3 2.5 7.5 200 ㎡ 0.15 

表6-2	站点连接性改造造价估算汇总

6.3 连接性改造造价估算
以下为各站点连接性改善建议造价估算的汇总

表，初步预算总成本为1366.63万元。此估算表仅包括

材料的成本，未包含设计、人工、运输、维护等方面

的成本。估算依据由广州市政院于2015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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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时序 地点 措施 长度（米） 宽度（米） 量 单价（元）单位 总计（万元）
优先实施 长途客运站前广场 - 果园二路 BRT 车站人行天桥角 人行道加设遮阳棚 210 5 1050 2500 ㎡ 262.50 

22 中学 BRT 车站人行天桥 - 团结路路口 人行道加设遮阳棚 136 3 408 2500 ㎡ 102.00 
葛洲坝 BRT 车站西侧交警平湖大队门口 人行道加设遮阳棚 112 3 336 2500 ㎡ 84.00 
北山坡 BRT 车站东南侧 人行道加设遮阳棚并增设人行过街天桥 205 3 615 2500 ㎡ 153.75 
刘家大堰 BRT 车站东侧 人行道加设遮阳棚 112 3 336 2500 ㎡ 84.00 

二期实施 卓越广场前 - 宜昌饭店 人行道加设遮阳棚 196 3.5 686 2500 ㎡ 171.50 
东湖一路路口东侧 植树  10 2800 棵 2.80 
东山隧道 - 云集隧道段东侧 人行道加设遮阳棚 71 3 213 2500 ㎡ 53.25 

总计 913.80

表6-3	BRT沿线风雨廊实施路段及长度

6.4 人行道遮阳设施造价估算
宜昌市建委同意在胜利四路至葛洲坝转盘BRT走廊

沿线的人行道设置风雨廊，并计划于2015年10月10日前

安装完成一期点位施工。这个建设的责任单位为宜昌

市BRT工程建设指挥部（PMO）和宜昌市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预计总成本为913.8万元。

站点 项目 长 (m) 宽 (m) 面积（㎡） 单价（元） 单位 总价（万元）
王家河 新增安全岛 5 2 10 500 ㎡ 0.50 

新增路中过街 14 5 70 60 ㎡ 0.42 
新增公园园路 547 2 1094 200 ㎡ 21.88 
新增行人路灯 　 　 　 　 个 18.00 
新增座椅 　 　 　 　 个 6.48 
新增指路牌 　 　 　 　 个 2.00 

十五中 新增安全岛 5 2 10 500 ㎡ 0.50 
新增路中过街 14 5 70 60 ㎡ 0.42 
拆除围墙 5 6 30 30 ㎡ 0.09 

总计 1224.13



7. 项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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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012年，ITDP确定参与并主导宜昌BRT系统的规

划设计工作。2012年下半年，ITDP开始着手对宜昌

BRT走廊的城市设计工作，并通过卫星图和现场勘查

对用地情况和后退区空间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2012年9

月，ITDP首次与宜昌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

总工程师陈峻松会面和现场调研，10月与ADEPT建筑

设计事务所签订了协议，共同对BRT沿线的较大的后退

区和地块空间进行城市设计工作，并提交了宜昌城市

发展项目草案。11月，ITDP与宜昌市规划局进行了沟

通，以获取宜昌的CAD地图等基础资料，以及了解规

划局是否有兴趣开发这些地方。规划局认为如果有可

用的土地，可以采用ITDP的建议进行开发和改造，并

提出了可以关注宜昌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站、中南

路猴王剧院和公园等地块。最后ITDP确定了对宜昌火

车站西侧的山庄路地块（西陵一路站）、万寿桥仓库

地块（万寿桥站）、中南路地块（中南路站）三个地

块，以及宜昌长途汽车客运站后退区（果园二路站）

城市设计工作。

2013 年

2013年2月，ITDP提出了宜昌BRT走廊城市设计的

初步设计方案，包括上述地块的设计和对走廊整体的

可达性提出了初步建议。2013年6月，ITDP提出了第二

轮的设计方案。第二轮方案与第一轮方案相比，进一

步提高了用地开发的强度，并基本确定了万寿桥站和

中南路站的设计方案。2013年下半年，ITDP开始着手

对宜昌BRT走廊进行详细的用地、可达性和停车情况调

研，并制定了调研方案。

2014 年

2014年3月，ITDP对BRT沿线的建筑立面进行了拍

照，并选取了8个BRT站进行站点半径300米地区的建

筑用途情况收集，以作为基础资料的存档，在BRT开

通后用于前后对比分析。2014年4月，ITDP对BRT走廊

沿线后退区的停车情况进行了摸查记录，并选定了宜

昌市中心地区的绿萝路-西陵一路-山庄路站进行详细

的停车调查，同时，选择了万达广场作为对照组进行

对比调查。同月，ITDP与ADEPT沟通讨论并确定了西

陵一路站山庄地块的第三轮城市设计的方案。ITDP向

宜昌市规划局汇报了城市设计的第三轮设计方案，规

划局局长表示山庄路地块的归属权比较复杂，有多个

业主，而且位于城市的轴线上，政府方面认为应以绿

地为主，如果要开发应提供可研报告和经济分析。但

规划局也提出了山庄路地块沿着东山大道的西侧的沿

街临时建筑属于城投，因此ITDP再次修改方案，并将

沿街的临时建筑改造作为山庄路地块的一期改造进行

推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方案尚未得到落实。对

于中南路站的公园地块，规划局有意改造猴王剧院和

废旧车场，但由于业主暂无意进行改造，所以方案搁

置。万寿桥站仓库地块属于国贸公司，该公司亦有意

高强度的开发该地块，于是ITDP与业主进行了进一步

的沟通，希望该项目不仅是高容积率，还是低停车配

建率，但对方不同意降低停车配建的建议。ITDP 在地

块设计时多次与宜昌市政府、城投公司、以及业主沟

通，但由于未能解决土地权属和资金的问题，目前这

些地块开发方案都尚未有实施计划。

2014年7月，ITDP和广州市政院对均瑶地产位于环

城南路（规划中的第二条BRT走廊）地块的改造方案提

出NMT改善、更密集的网络，停车配建指标的减少、

公共交通接入等建议。均瑶采纳了ITDP的建议，改善

了内部NMT连接、设置了更密集的NMT网络，并降低

了商业地块的停车配建指标等措施。同月，ITDP开始

对BRT站点500米范围的非机动交通可达性进行现场调

查和分析。

2015 年

2015年7月，宜昌BRT开通。ITDP进行了BRT的

影响评价分析，并承担了夷陵区慢行和停车改善的项

目。2015年9月-11月，ITDP将BRT沿线的增值项目汇报

给了宜昌市建委、夷陵区政府等多个部门，并与城投

进行了多次沟通。建委和城投同意在BRT走廊设置行人

指引信息系统、公共自行车、自行车架、和风雨廊，

并认为站点连接性的改善可在2016年实施。城投同意

禁止夷陵客运站的后退区停车，并在广场上设置风雨

廊。2015年11月，ITDP还与宜昌市规划局和夷陵区规

划局汇报了BRT站点地区特别规划的概念，并对宜昌编

制中的新版《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提出了修改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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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2014年-2015年ITDP在宜昌BRT走廊改善项目中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会议纪要
日期 会议主题 参会人员 会议内容 会议结果
2015/11/11 BRT 站点地区特别规划 宜昌市规划局夏局长、黄局长  ● ITDP 汇报大容量公交站点地区特别规划

的研究成果，包括站点特别规划区的理
念、国内城市的实践案例等，并提出在
宜昌 BRT 站点实施的建议。

 ● 夏局长和陈局长觉得站点特别规划区的理念很
好，但是两者都认为在宜昌实施起来有难度，尤
其是关于修改停车配建的内容，因为城市的发展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黄局长认为公共建筑的
停车配建标准是有机会降低的，并建议 ITDP 直
接与规划编制科联系。

2015/10/30 公共自行车系统讨论会 宜昌市公交集团：总经理丁涛、副总
经理柴俊清、及其他员工

 ● 公共自行车一期系统站点规划及招投标
程序

2015/09/09 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策略 宜昌市建委：副主任杨涛、文鸿晨及
其他员工

 ● ITDP 汇报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策
略方案

 ● 建委同意将方案在市长专题会议上汇报；
 ● 由于宜昌正重新规划鸭宜铁路，而部分 BRT 车

站连接性道路改善设计横跨铁路，建委建议待轨
道方案确定后将 BRT 车站连接性道路同意纳入考
虑，打包该方案；

 ● 建委建议 ITDP 修改 PPT 格式并提交建委。
2015/8/18 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策略 西陵区：副区长梅军，西陵区建设局

局长，西陵区园林局局长，及西陵区
建设局其他员工。

 ● ITDP 汇报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策
略方案

 ● 西陵区领导及建设局领导认同方案建议，但是希
望宜昌市主导与 BRT 走廊相关配套项目建设，而
西陵区积极配合。

2015/08/14 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策略 宜昌市建委：文鸿晨、刘涛  ● ITDP 汇报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策
略方案

 ● 建议完善葛洲坝到东站 BRT 站点车站周边改善建
议，增加 BRT 车站周边慢行及增值项目建议；

 ● 同意将该项目打包纳入建委项目列表中，与 BRT
周边交通综合整治一起实施，并安排进一步向建
委副主任汇报。

2015/5/26 现场考察：BRT 走廊沿线问题汇总并
提出改善建议

宜昌市建委主任张立新，宜昌市 BRT
项目指挥部陈玉清，宜昌市城投总工
陈峻松，施工单位及各部门其他员工

 ● ITDP 对 BRT 走廊自行车道问题汇总及建
议，包括保持自行车道连续、移除障碍物、
无障碍通道设计及自行车道与人行道上
的护柱安装；

 ● BRT 走廊车站周边的连接性道路改善；
 ● 移除后退区停车，改造成公共空间等

 ● 张主任对 ITDP 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责令指挥部
及施工单位对 BRT 沿线自行车道及人行道进行整
改。

2015/5/6 现场考察：BRT 走廊沿线问题汇总并
提出改善建议

副市长毛传强、建委主任张立新、城
投总工陈峻松、PMO 陈玉清、交警
支队谭宗平及其他宜昌官员

 ● ITDP 汇报沿线 BRT 施工、慢行、停车及
公共空间等问题并提出建议，如设置连
续安全的自行车道、改善 BRT 车站的连
接性、撤销后退区停车等建议

 ● 张主任同意对自行车道进行改善，但部分路段自
行车道如葛洲坝 BRT 车站段已经铺装完成，改动
困难较大，建议保持现状。后退区公共空间改善
还需与各地块业主沟通。

 ● 毛市长同意 ITDP 提出的建议，并提出严格控制
BRT 走廊沿线的后退区停车，及禁止人行道及自
行车道上停车。

2015/4/2 现场考察：BRT 走廊沿线问题汇总并
提出改善建议

宜昌市建委主任张立新，宜昌市 BRT
项目指挥部陈玉清，宜昌市城投总工
陈峻松，施工单位及各部门其他员工

 ● ITDP 汇报 BRT 走廊自行车道问题及提出
建议，包括保持自行车道连续、移除障
碍物、无障碍通道设计及自行车道与人
行道上的护柱安装；

 ● BRT 走廊车站周边的连接性道路改善；
 ● 移除后退区停车，改造成公共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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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会议主题 参会人员 会议内容 会议结果
2014/12/02 国贸后退区改善建议及讨论 BRT 项目指挥部陈玉清、城投总共陈

峻松、高鹏、国贸经理朱斌等
 ● ITDP 汇报国贸商场后退区停车问题及改

善建议
 ● 前期 ITDP 与国贸商场门口后退区改善建议已沟

通过多次，国贸认为作为 BRT 走廊沿线配套的改
善，因为由市政府或项目办统一朱斌同意 ITDP
对国贸商场后退区的改善建议，但是国贸不同意
近期移除后退区停车，希望等到商场旁地下停车
场修建完工后再行改善。

2014/12/02 长途汽车客运站后退区改善建议及讨
论

BRT 项目指挥部陈玉清、城投总共陈
峻松、高鹏、长途汽车客运站站长及
董主任等

 ● ITDP 汇报长途汽车客运站后退区停车问
题及改善建议

 ● ITDP 跟长途汽车客运站有过多次沟通，长途汽
车客运站希望市政府能出资实施该项目，并允许
其对站前广场进行商业开发，以弥补停车收入的
损失，但前期与副市长汇报方案时，副市长不同
意在站前广场进行商业开发，希望将其打造成为
公共广场，方案存在分歧。

2014/12/02 葛洲坝大厦后退区改善建议及讨论 BRT 项目指挥部陈玉清、城投总共陈
峻松、高鹏、葛洲坝集团基建处领导
等

 ● ITDP 汇报葛洲坝大厦后退区停车问题及
改善建议

 ● 葛洲坝集团表示移除停车位将造成严重的影响。
而且葛洲坝作为宜昌最大的本地企业及开发商之
一，向省政府投诉，表示不愿意移除后退区停车
位，因此导致项目无法继续推进

2014/11/29 宜昌市建委会议：讨论宜昌市 BRT
走廊城市设计及公共空间改善

建委主任张立新、项目办陈玉清、城
投公司总工陈峻松、宜昌规划设计院、
园林局局长陆峰

 ● ITDP 汇报宜昌 BRT 走廊景观及公共空间
设计改善方案

 ● 张主任赞同 ITDP 对于景观及公共空间的设计，
并要求 PMO 主导与各个后退区业主沟通尽快实
施公共空间的改善

2014/11/27 副市长现场考察：宜昌 BRT 走廊 沿
线景观及公共空间改善

副市长毛传强、园林局局长陆峰、城
投总工陈峻松、PMO 陈玉清、宜昌
市规划设计院、广州市政工程设计院

 ● 毛市长现场考察 BRT 走廊沿线 15 个点的
景观设计及公共空间改善

 ● ITDP 汇报沿线 4 个后退区公共空间改善、及节
点景观设计方案，并汇报整改后的长途汽车客运
站方案，毛市长同意 ITDP 提出的方案。

2014/11/25 宜昌规划设计院会议：BRT 沿线景观
设计及公共空间改善

宜昌市规划设计院向主任、广州市政
工程设计院

 ● 讨论 BRT 走廊景观设计及公共空间改善
原则，为规划设计院提供设计建议并审
查其设计方案。

2014/11/24 宜昌城投会议：BRT 景观设计及公共
空间改善

城投总工陈峻松、PMO 陈玉清、宜
昌市规划设计院、广州市政工程设计
院

 ● ITDP 汇报 BRT 走廊景观设计及公共空间
改善方案；

 ● 根据 11 月 7 日毛市长看现场反馈意见，
讨论长途汽车客运站改善方案；

 ● 宜昌规划设计院汇报沿线景观设计方案。

2014/11/07 副市长现场考察：宜昌 BRT 走廊 沿
线景观及公共空间改善

副市长毛传强、园林局局长陆峰、城
投总工陈峻松、PMO 陈玉清、宜昌
市规划设计院、广州市政工程设计院

 ● 毛市长现场考察 BRT 走廊沿线 15 个点的
景观设计及公共空间改善；

 ● ITDP 汇报沿线 4 个后退区公共空间改善、
及节点景观设计方案。 

 ● 毛市长建议长途汽车客运站站前广场不做商业开
发，希望 ITDP 修改方案。

2014/10/16 宜昌规划局：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
域发展策略

规划局副局黄云文  ● ITDP 汇报宜昌市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
策略研究，希望规划局能帮助推动并将
相关理念纳入项目规划中。

2014/9/23 宜昌市建委：宜昌 BRT 走廊站点区
域发展策略

建委副主任杨涛  ● ITDP 汇报宜昌市 BRT 走廊站点区域发展
策略研究，并希望建委将相关设计及理
念纳入到建委项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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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会议主题 参会人员 会议内容 会议结果
2014/8/21 均瑶会议：环城南路地块 TOD 标准

运用及停车配建建议
均瑶集团南金刚、广州市政工程设计
院

 ● TOD 标准汇报；
 ● ITDP 针对环城南路地块提出 NMT 改善、

更密集的网络，停车配建指标的减少、
公共交通接入等建议。

 ● 均瑶采纳了 ITDP 的建议，改善了内部 NMT 连接、
设置了更密集的 NMT 网络，并降低了商业地块
的停车配建指标等措施。

2014/8/8 宜昌规划局：绿道网络规划 规划局总工刘晓华、广州市规划院、 
交通局、园林区及农业局

 ● 绿道网络规划建议及汇报

2014/8/6 宜昌市建委：BRT 2 期建议、BRT 车
站连接性改善及停车改善等

建委副主任杨涛、广州市政工程设计
院

 ● 宜昌 BRT 2 期建议；
 ● 大运量公交走廊沿线停车配建减少案例

汇报；
 ● BRT 车站周边连接性改善。

2014/8/5 BRT 项目办会议：BRT 2 期建议、
BRT 车站连接性改善及停车改善等

城投总工陈峻松、PMO 陈玉清及公
交公司

 ● 宜昌 BRT 2 期建议；
 ● 大运量公交走廊沿线停车配建减少案例

汇报；
 ● BRT 车站周边连接性改善。

2014/7/23 培训及能力建设（均瑶会议）：公交
走廊、交通宁静及步行街设计理念汇
报 

均瑶集团南金刚  ● ITDP 汇报公交走廊、交通宁静措施及步
行街设计理念

2014/7/25 长途汽车客运站会议：长途汽车客运
站后退区改善建议及讨论

客运站站长及副经理黄赤  ● ITDP 汇报移除站前广场的停车，将其改
造成公共空间

 ● 长途汽车客运站希望政府主导项目实施，并对站
前广场进行商业开发，弥补其停车收入的损失

2014/7/03 副市长会议：BRT 网络建议及增值项
目汇报

副市长毛传强、秘书长朱家法、规划
局、建委、项目办公室、宜昌城投公
司 , ADB, 交警及夷陵区

 ● ITDP 汇报宜昌 BRT 2 期网络、改善 BRT
车站可达性、BRT 车站周边区域发展建
议、停车改革、公共自行车系统设置等

 ● ADB 赞成 ITDP 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建议宜昌市
按照 ITDP 的建议予以实施。

2014/7/01~
2014/7/03

ADB 中期会议 宜昌政府各部门官员  ● 宜昌 BRT 车站周边区域城市设计改善；
BRT 模型汇报；绿道网络及一期 BRT 实
施建议汇报

2014/5/26 培训及能力建设：宜昌市规划局 宜昌市规划局各部门  ● 宜昌公交引导城市发展标准及 BRT 车站
周边区域城市设计；

 ● 停车汇报；
 ● 公共自行车及绿道汇报

2014/5/27 葛洲坝集团会议：葛洲坝大厦后退区
改善

葛洲坝集团杨月斌  ● ITDP 建议移除葛洲坝大厦门口后退区停
车并改善公共空间设计

 ● 葛洲坝表示移除停车对其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方
案实施有难度。希望 ITDP 与市领导深入沟通。

2014/4/22 PMO 会议：TOD 标准及停车改革 宜昌城投总工陈峻松， PMO 陈玉清，
ITDP 时任全球总裁 Walter Hook

 ● ITDP 汇报前期工作成果，及 TOD 标准
在宜昌 BRT 走廊的实施建议；

 ● 停车改革建议。

2014/4/22 规划局会议：TOD 标准及停车改革 规划局局长夏文翰，ITDP 时任全球
总裁 Walter Hook

 ● ITDP 汇报前期工作成果，及 TOD 标准
在宜昌 BRT 走廊的实施建议；

 ● 停车改革建议。

 ● 规划局表示宜昌还未形成完善的公交网络，实施
停车改革有难度，需要分期按步实施。



8. 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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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项 策略 主要部门
2016 年初 BRT 走廊沿线公共自行车和风雨廊

的建设
2015 年宜昌市中心区已经实施了 4 个公共自行车示范车站，一期公共自行车系统目前站点
已经确定，27 个服务点共 640 辆公共自行车，并正在开展招投标程序，将于 2016 年初完
成一期系统的建设并开始运营。BRT 沿线规划了 400 个自行车停车架，目前正在建设中，
1 月将完成自行车架的建设。同时 0.32 公里的风雨廊也正在实施中，1 月中旬将实施完毕。

宜昌 BRT 项目办公室、广州市市政
工程设计研究院、宜昌市建委、宜昌
市公交公司

2016 年 BRT 车站连接性改善（12 个车站：
望洲岗、石马坡、港务新村、万寿桥、
运河公园、杨岔路、中南路、宝塔河、
艾家嘴、王家河、东艳路及十五中）

2015 年 5 月及 9 月分别给建委副主任汇报了方案，并对方案进行了修改，通过了建委主任
的审核。宜昌市建委每年有交通微循环改善实施项目的预算，建委建议将 BRT 车站连接
性改善项目纳入其项目列表中，ITDP 于 15 年 8 月份向建委主任汇报后，其同意 ITDP 的
建议及方案，并建议将方案内容打包向市长专题会议汇报，目前等待通过市长专题会议。
由于 BRT 车站连接性到路涉及到鸦宜铁路跨铁路的人行通道改善，建委希望连接性改善
的方案能等到轨道方案初步确定后提出，目前仍在等待鸦宜铁路方案阶段。BRT 车站连接
性改善项目有望于 2016 年实施。

宜昌市建委、区政府、接到办公室、
开发商 / 土地业主及管理公司等（金
桥市场主体等）

2016 年 后退区公共空间的改善（9 个车站
包括：夷陵客运站、平云一路、葛
洲坝、22 中学、西陵一路、山庄路、
果园二路、港务新村）

公共空间的建议已经多次向宜昌市政府、宜昌市建委、城投公司汇报。葛洲坝大厦、长途
汽车客运站及国贸商场后退区改善多次向业主汇报。部分车站后退区改善将在 2016 年实
施。

宜昌 BRT 项目办公室、宜昌市城投
公司、宜昌市建委、后退区业主等

2016 年 BRT 车站周边的特别区划 ITDP 向宜昌市规划局局长及副局汇报并讨论 BRT 车站周边特别区划研究，同时计划 2016
年初邀请深圳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主导编制《深圳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专家赴宜昌进
行能力建设与培训

宜昌市规划局、深圳规划国土发展研
究中心

2016 年

2016年中BRT系统将全线贯通。BRT走廊沿线的风

雨廊、公共自行车系统、连接性改造、后退区改造都

将于本年度落成。

表8-1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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