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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汉具有悠久的临水建城历史，长期以

来城市建设都面临如何处理好城水关系的难题。

当前，国家战略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型期，城

市发展步入彰显魅力特色的关键期，武汉作为一

个典型的水系水量极其丰沛的城市，应当主动思

考如何进一步科学地理水营城，变水患为水利。

本文深入挖掘和梳理武汉城水发展历史脉络、水

系特征以及当前治水面临的挑战，解析城市理水

营城的理念转变，识别核心要素基础，提出了以

“水”为核心、以人为本、以系统构建为基础，

将水、岸、城视为一个统一有机整体，实现共保

共治、共建共管的总体思路，以期为特大城市治

水和水城共生发展探索武汉特色路径。

【关键词】理水营城；滨水城市特色；水空间体

系；武汉

ABSTRACT：With a long history of waterfront 
city construction, Wuhan has been exploring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urban-water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national strategy 
has entered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critical period of highlighting identity, 
Wuhan, as a typical city with extremely abundant 
water, should actively think how to scientifically 
make the layout of water and develop the city, 
changing the flood into the benefit of wat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Wuhan urban 
water development, water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water contro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layout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re elemen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water, bank, and ci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unified organic whole with "water" as 
the core, people-oriented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foundation, to realize the general idea of co-
protection, co-governance, co-construction, and co-
management. In brief, it aims to explore a special 
Wuhan path for the water control of mega-cities and 
the symbiotic urban-water development.
KEYWORDS:water layout and urban development; 
waterfront city characteristics; water space system; 
Wuhan

1  引言

武汉地处古云梦泽故地，素有江城和“百

湖之市”的美誉，长江、汉水等10条河流汇聚

于此，百余湖泊密布全市。没有一座城市像武

汉这样，与江湖的关系亲密无间，也与江湖的

抗争不休不止，水就是这座城市的独特基因。

当前，美丽中国、生态文明、长江大保护上升

为国家战略，社会发展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转

型期，城市建设步入彰显魅力特色的关键期，

武汉作为典型丰水城市，应当主动思考如何理

水营城，变水患为水利，促使城水关系进一步

和谐共生相融，探索出一条特大城市建设滨水

生态城市的可行路径。

2  武汉城水关系特征和面临的挑战

武汉具有充沛、均衡的水资源分布，水域面

积达2117.6km2，约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1/4，水

面率居全国大城市之首。同时，河、湖、库、渠

等水域类型丰富，“两江八水、百湖镶嵌、河网

密布”构成了武汉的水网基底。

武汉具有独特的城水交融格局，长江、汉水

在市区中心交汇，三镇依江而兴，形成了“两江

交汇、三镇鼎立”的独特空间格局，城市中心分

布着若干规模超大的城市湖泊水体，这种大开大

阖的城市格局世界少有，也是武汉独特个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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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武汉还具有悠久的临水建城历史，自3500年

前的殷商盘龙城开始，武汉城水空间演变经历了

依水兴城、驭水扩城、品水优城等阶段(图1)。

2.1  武汉城水空间演变的阶段特征

(1)依水兴城阶段。高地筑城和依水兴城是

古代武汉筑城的主要特征，三国时筑军事城堡

却月城(今汉阳)、夏口城(今武昌)，充分体现了

临水建城的军事意义，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水

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带动了汉口商贸重镇的兴

起，形成了武汉三镇的雏形。

(2)驭水扩城阶段。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水患影响愈加明显，自清末张之洞时期，开始

沿长江修筑堤防，三镇格局得以稳固。特别是张

公堤的兴建，拓展了汉口地区的发展空间。随后

1960年代的围湖造田、1980年代的城市扩张，水

系的自然形态逐步受到侵蚀和割裂，水体自生修

复能力、蓄排行泄能力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3)品水优城阶段。新世纪以来，随着98年

大洪水的反思，湖泊保护上升到市级战略层面，

湖泊保护条例和湖泊“三线一路”规划的出台，

全社会河湖保护意识提高，水域面积逐步稳固，

汉口江滩、长江滨江大绿带、东湖风景区、沙湖

公园等一批滨水开放空间相继形成，已成为深受

广大市民喜爱的休闲游憩场所，武汉初步显现出

滨水城市的空间特色。

2.2  武汉建设滨水生态城市面临的挑战

(1)城市空间呈现大尺度拥江抱湖的特征，

滨水城市特色不易彰显。

武汉城市水系空间尺度巨大，长江江面宽

1.5～2km，城市中心东湖主湖面30余km2，武昌

汉阳市中心皆有10km2以上大湖镶嵌，因而带来

的建设空间呈多中心组团式分布，加之早期工程

能力相对较弱，城市空间发展趋向于离水和背水

发展；同时由于水体尺度较大，滨水空间建设的

尺度大、工程量巨大，短期内围绕滨水空间形成

聚合效应也非常困难；另外长江防汛压力巨大，

沿江均建有高出地面若干米的防水墙，因此出现

临江不见江、临水不见水问题。

(2)城市水系呈现均衡分布水网密集的特

征，城市生态基底极其敏感。

水生态环境较为敏感，控污压力较大，从

近3年的水质变化情况来看，湖泊水质呈现“内

升、中降、外稳定”特征，主城区湖泊水质得到

了控制，三环和外环之间的新城区开发建设较为

迅猛，湖泊水质下降。同时，武汉在生态建设上

仍未形成连续的绿地网络系统。

(3)地域水量呈现短期内大规模汇集疏散的

特征，汛期集中、汛涝同期带来防洪排涝双重困

境。

随着三年排涝攻坚计划的实施，我市抽排能

力提升了50%。但长江洪水位高于城区地面高程

的客观现实导致了防洪压力将长期存在，特别是

我市6-8月“汛涝同期”，防洪同时，排涝压力

剧增，城区雨水均要由泵站抽排出江，再加上局

部地势低洼，因而城区极易形成大量易涝点。

(4)滨水建设呈现条块分割建设分散推进不

同步的特征，滨水空间整体效能不高。

条块分割的建设体制协同性不强，不利于

水绿城一体化、同步建设。一方面，市区之间不

同步，市级建设主体负责主干管网，区级建设主

体负责支网，开发主体负责入户管网，存在次支

管网建设错配、污水管网未入户等问题；另一方

面，部门之间不同步，土地供应在前、水环境治

理和绿化建设在后的现象较为突出，导致滨水区

建设品质不高，临水不见水。

3  武汉理水营城理念转变和滨水城市空间

框架构建

作为丰水城市，武汉应充分发挥全国独有、

世界少有的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两江交汇、三

镇鼎立”的独特城市格局，保护“河湖密布”的

自然生态特质，营织“蓝绿融城”的空间网络，

凸显滨江滨湖城市特色，建成国际知名的滨水生

态绿城，实现“水清、水安、水畅、水活、水

美”的目标。同时，以水为核心、以人为本、以

系统构建为基础，将水、岸、城视为一个统一有

机整体，努力实现规划思路的转变[1]。

3.1 理念转变

(1)突出保护优先，从水城抗争向水城共生

转变。

图1  武汉城水关系历史脉络演变

Fig.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rban-water relationship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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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保护优先，尊重自然山水格局，严格保

护水系空间系统这一重要的公共“呼吸系统”，

改变过去“水城抗争”的建城模式，以水面塑造

城市空间形态，以水质确定城市开发规模，着力

营造“城水共生，人水和谐”的城市意境。

(2)突出系统治水，从蓝绿断裂向系统融合

转变。

强调系统融合，树立系统治水的理念和思

想，不仅要修复、织补完善城市水系，而且要将

城市绿地系统与水系紧密结合，以绿脉环绕保护

水系、连通水系，改变原先蓝绿分治的造绿模

式，形成开放连续的城市蓝绿链系统。

(3)突出以人为本，从水岸分建向水岸共治

转变。

强调以人为本，强化为人服务的滨水公共职

能和公共空间的植入，坚持水岸城一体化发展模

式，滨水区建设与水质改善挂钩、与河湖治理同

步、与园林绿化同速，植入多元功能，提升城市

功能和魅力特色。

3.2 构建武汉滨水城市空间框架体系

全球城市理论提出者萨森教授于2013年造

访武汉时提出“武汉是未被发现的全球城市，

水是武汉通往全球城市的重要通路”。笔者理

解，这里提到的水，不仅仅是充沛的水资源，

更重要的是城市需要打磨“以水为核心”的软

实力。因此，将水作为城市空间格局的主角和

未来城市功能组织的核心，将城市空间背水发

展向面水发展，在此基础上识别以水为核心的

绿色生态空间和城市人文景观要素，作为构建

滨水生态城市的空间基底，形成“一核两轴、

六楔百湖、蓝绿融城”的，具有滨江滨湖特色

的空间框架[2](图2)。

(1)以“一核两轴”凸显武汉滨江城市特色。

保护两江四岸标志性景观核，强化两江四岸滨

水区作为武汉自然景观中心、文化资源中心和经济

活力中心的空间意象；凸显“山水十字轴”的城市

景观走廊，建设长江主轴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

带，优化汉江及东西山系历史人文景观带。

(2)以“六楔百湖”凸显武汉滨湖城市特色。

六大生态绿楔聚集了武汉市最丰沛的水系空

间资源，就像六台城市风扇，将水系和其他生态

要素引入城市空间，依托六楔建设六大湖泊型郊

野公园群：将东湖风景区打造为世界级城中湖的

典范，以此为样本，围绕其他绿楔建设环武湖等

五大湖泊群；结合密布在城市内的百余个各具特

色的湖泊资源，营建百余个各具特色的滨水功能

区集群。

(3)以“蓝绿网络”强化武汉滨水空间的独

特性。

要在整体的滨水城市空间体系框架下，将生

态骨架网络、园林绿化网络、游憩绿道网络与水

网有机融合，营织“蓝绿交织网”的城市自然肌

理，构建水城共生、开放连续的城市蓝绿网络。

4  武汉理水营城的策略和路径

在总体滨水城市空间框架下，重点突出3个

体系的构建。

4.1  构建科学合理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强化系统治水理念，以“水域控制和水系统

治理”为核心，构建水系统，建立水单元综合管

控体系。

(1)延续水脉，营织江湖相济的城市水系网

络。深入研究水系演变历史脉络和汇水规律，以

江湖相济、湖网相连为主要目标，有针对性的控

制水系联通通道，为合理组织水系行洪和自然流

动留足空间和工程可能性，审慎实施水系内连通

工程。在此基础上，结合武汉“两江分三镇、九

水通百湖”的城市水系脉络，构建两江八水、四

片十三区的水系空间格局，编织结构合理、生态

图2  滨水生态绿城空间框架

Fig.2  Spatial framework of waterfront eco-gre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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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水流畅通、环境宜人的覆盖全市的环城水

网(图3)。

(2)锁定蓝线，严格保护江河湖渠水系空间。

全域划线管控，扩大水域蓝线的覆盖类型，在已

有湖泊蓝线的基础上，逐步划定全市江、河、水

库、渠道、坑塘的水域保护蓝线，滨湖绿线保护

范围以及滨水区空间控制范围，实施严格保护和

管控引导，确保城市水系空间系统的完整性。

(3)防治并重，多措并举系统提升水环境质

量。分析城市发展过程中水质变化与城市用地增

长的响应关系。在城市规划时，将水质承载力、

水资源的涵养保持、水质的保护作为建设规模定

量分析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3]，优化用地布局，

避免盲目围湖而建，并注意城市功能升级，使城

市发展与湖泊水质承载力平衡。

(4)蓄排平衡，构建高效智慧的雨洪调控系

统。一是明确水系功能，严格控制湖泊水位和

水量，有序引导湖泊水体的保护和利用，水系功

能区划按两级划分，建立水系功能区划体系；二

是提升排涝效率和能力，特别是汉口地区湖面较

小，以排为主，通过提升泵站抽排能力和骨干通

道过流能力，全面提高地区外排能力；三是严格

管控湖泊水位，合理调控水量，创新建设“智慧

雨洪”系统，建立水位调蓄数字平台，落实水量

管理智能化[4]。

4.2  构建开放连续的蓝绿网络体系

规划以“蓝”空间为核心要素，强化“蓝”

与“绿”的融合，按照突出滨水空间生态性、连

续性和开放性的总体思路，系统梳理自然水系网

络、生态骨架网络、园林绿化网络、游憩绿道网

络，构建形成连续开放、四网融合的蓝绿网络体

系。

(1)强化生态性，构建绿量充沛的滨水绿化

系统。为进一步保护水生态环境，首先，要强化

滨水绿化带刚性管控，对江河湖库渠等各类水体

及缓冲空间划定滨水绿线，严格管控滨水绿地不

受侵占[5]；第二，增厚水陆交界带，围绕“蓝”

空间推进湿地公园、滨水森林公园等建设[6]，发

挥其生态、游憩、景观的综合功能，为市民提供

优质的休闲游憩场所；第三，适度提升公园绿地

“海绵”蓄水能力，在城市的易涝点和低洼地规

划增补一批小型低洼地公园和下沉式绿地。

(2)强化连续性，构建通江达湖的生态绿廊

系统。在实际建设中，滨水绿化和开放空间衔

接不足是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强化“湖链、河

链、绿链”的链接和完善，以“通江、达湖、成

网”为主线，形成六大湖链、十大河链、两大绿

链的“蓝绿链式”总体空间结构(图4)。

构建两级水生态廊道体系：一级水生态廊

道以区域生态廊道、组团隔离廊道和通风廊道

为主，锚固城市大型水生态斑块，兼具生态交

换、景观蓄洪、观赏游憩等功能，控制宽度为

200～500m左右；二级水生态廊道以水系廊道、

景观廊道、游憩绿道为主，串联滨水公园和低

洼地公园，充分发挥对雨水的吸纳和蓄渗功

图3  武汉水系网络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water system network in Wuhan

图4  “蓝绿链式”网络结构

Fig.4  “Blue-green chain” network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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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立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复合海绵系

统(图5)。

(3)强化开放性，构建亲水开放的公共空间

系统。规划以“城市生活与滨水空间交织互动”

为核心理念，针对滨水区感知度较差、临水不见

水等问题，按照“一湖一绿道”的要求，重点推

进滨水绿道系统规划建设，增强滨水空间的“可

进入、可停留”，建设成为大众亲近自然、休闲

娱乐、文化交往的高品质场所，还滨水空间于

民。至2035年城市滨水公共开放空间节点间距不

大于500m。

4.3  构建多元活力的滨水功能区体系

梳理水和城市功能关系，让滨水空间重回

城市生活的核心。对密布在城市内的166个各具

特色的湖泊进行深入研判，识别其不同的区位特

征、功能特征和尺度特征，以及周边城市功能的

规划布局情况，细分为城市型、郊野型和生态型

3种类型[7](图6)：

(1)提升公共性，建设一批多元活力的城市

公共型滨水区。公共型滨水区主要位于城市建成

区内，是体现滨水城市特色的战略性公共空间。

针对滨水区功能单一、铁桶式开发、可达性差等

痛点，规划重点控制居住用地规模，提升公共服

务职能，增控滨水公共空间，引导各级公共中心

与滨水区的多重叠合，鼓励国际交往、文化娱

乐、商业金融、体育休闲、科研创新等城市公共

功能植入，打造成为多功能集聚、界面开敞的滨

水公共区[8]。

(2)提升可游性，打造一批“大野之乐”的

郊野游憩型滨水区。游憩型滨水区主要位于城市

建成区边缘的绿楔内，是体现城市休闲、野趣的

战略性生活空间，管控范围结合自然地物、村庄

边界，以湖泊蓝线外扩1000m为主。规划重点提

升可游性和互通性，引导各类郊野公园与滨水区

的多业结合，植入郊野旅游、都市农业、体育休

闲、创业创新等功能，形成一批滨湖特色游憩体

验、科普教育和文化创意为一体的新型旅游目的

地。

(3)提升生态性，保护一批自然原野的生态

保育型滨水区。保育型滨水区是体现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性生态空间，主要为自然湿地和水

源保护区，管控范围结合相关保护区范围，以湖

泊蓝线外扩2000m范围为主。针对区内发展诉求

强烈、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等痛点，保育型滨水区

内严格管控城市开发建设，除相关的保护工程设

施，科研、检测、宣教等基础设施，禁止建设其

他项目，形成一批以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维育为主

导功能的生态滨水保育区。

4.4  创新武汉滨水生态绿城建设管理机制

(1)建立滨水功能区规划建设管理机制。探

索水岸城一体化建设实施管理机制，建立以滨水

功能区为基本单元，按照“五个统一”(统一规

划设计、土地整理、组织建设、使用资金、征收

安置)的要求，推进滨水区“水岸城”一体化建

图5  主城区水生态廊道体系规划

Fig.5  Plan of water ecological corridor system in main urban area

图6  滨湖功能区分布示意

Fig.6  Distribution of waterfront func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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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施工作。

(2)建立水单元综合治理机制。强化系统和

分区推进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一级汇水区——

二级汇水区——控制单元”的多层次体系，将全

市31个一级汇水区细化为116个二级汇水区，以

此为基础，结合雨水排放、污水收集等管网系

统，划定水单元管控分区；确定水管控单元的建

设、管控策略，提出各单元水量蓄排平衡和水污

染总量控制的管控目标，推动实施单元内排蓄控

污设施的一体化建设，探索建立联动挂钩的滨水

区土地供应和开发建设管控机制。

5  结语

武汉原处古云梦泽故地，以水为核心理水

营城理念的提出，从根本上再次强化了水是城

市的灵魂，绿是生态的基础，人是滨水空间的

感知者和参与者。城市的更新建设，应以人水

和谐、城水共生为目标，真正实现水、绿、城

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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