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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认识城市群交通系统

的特征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化的

发展。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高

度城镇化背景下发达国家较为成

熟的城市群交通系统进行研究，通

过深入解析发达城市群都市圈间

及都市圈内交通系统的需求特征、

网络结构以及运输模式等关键要

素，归纳得到高度城镇化背景下城

市群交通系统所展现的重要特

征。研究表明，成熟城市群的交通

需求主要集中在都市圈中心城市

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间，相

应的交通网络结构以高容量的运

输通道为骨架，通道内采用一体化

的运输模式。最后指出，我国城市

群交通网络发展缺乏资源和模式

的整合，应借鉴国外经验，在优先

发展大容量运输方式的同时，做好

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和预留。

Abstract：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por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luster is helpful in promot-

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

per studie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t

highly urbanized metropolitan clus-

ters of several developed countries.

By analyzing transportation de-

mand characteristics, network struc-

ture, and travel patterns between/in-

side metropolitan area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transportation sys-

tem development of highly urban-

ized cluster of metropolitan area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rans-

portation network of developed

metropolitan areas is structured by

high-capacity corridors with inte-

grated transportation modes, re-

sponding to the high traffic de-

mands between major cities and

town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due to lack of integ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t-

work in urban clusters in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prioritize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ile 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with other travel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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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群则是区域城镇化的主体

形态。当城镇化率超过30%时，城镇化发展呈加速状态，当城镇化率

超过70%时，城镇化将进入缓慢发展阶段，如英国城镇化率1998年已

达到89%，美国2000年达到80%，日本2000年达到79%等[1]，其城市

群发展也基本进入稳定阶段。相比之下，2007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

45%，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城市群发展还处于初中级阶

段。交通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2]，是城市群发展的纽带，城市群

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系统的支撑。对高度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群交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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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认识，可以为我国城市群交通发展提供科

学的决策依据。

城市群交通系统是一个开放巨系统，涉及的

要素众多。从交通系统来说，根据城镇化发展与

交通系统的推演关系及相互作用原理[3]，城市群交

通系统最关键的仍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交通需

求与城市群交通系统供给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

供给既包括静态的网络结构也包含动态的运输模

式[4]。所以本文从需求特征、网络结构以及运输模

式三个关键要素对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群交

通系统进行特征解析。从城市群来说，考虑到城

市群的类型以及组成[5]，本文从城市群都市圈间和

都市圈内部两个空间层次展开对交通系统要素的

分析。

1 城市群交通需求特征

城市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会因人口迁移、

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等产生大量交通运

输需求[6]，当城镇化高度发展后城市群的这种交通

运输需求会趋于一种稳定状态，表现出人和物移

动的特定特征和规律，这种交通需求特征往往与

城市群等级划分、职能分工等密切相关。

1.1 都市圈间交通需求特征

城市群不同都市圈中心城市之间的运输需

求，表现为高度集聚的区域运输走廊，是城市连

绵发展的主要催化力量。世界上高度城镇化的几

大城市群城镇体系布局结构尽管存在很大不同，

但主要运输走廊分布特征明显，即表现为不同中

心城市之间的高强度运输需求，通常沿这些走廊

地区也是产业等重要集聚发展带[7]。美国东北部的

波士华城市群，中心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

巴尔的摩、华盛顿间特别是相邻的两中心城市间

联系非常紧密，具有高强度的运输走廊，以其为

主轴线构成带状城市密集区。同样，日本东海道

城市群的大阪、名古屋、东京之间的客货运需求

促使高速铁路干线——东海道新干线的出现，而

东海道新干线的运营又加强了三大都市圈的联系

促进都市连绵带的进一步发展[8]，见图1。据1996

年的日本调查统计，东海道新干线日均客运强度

已达61.8万人公里·km-1[9]。

可见，在成熟城市群的不同都市圈之间特别

是都市圈中心城市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功能和产

业上的互补促使区域高强度运输走廊的形成，客

货运联系相当密切，进而加快城市群整体的发展

和提升。

1.2 都市圈内交通需求特征

成熟的大都市圈大多是由中心城市及其周边

的中小城市组成[10]，其中，中心城市是都市圈的

核心，外围的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间联系密切，

交通需求表现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放射状交通

走廊，中小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差异决定了交通走

廊的强度；外围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

运输需求也远不如与中心城市间的需求强度。以

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大都市圈为例，运输需求主

要为不同强度的向心放射走廊，见图2和图3。东

海道城市群中的三大都市圈同样体现出这一特

征，从东京都市圈向五个方向放射的 JR线可以看

图 1 东海道城市群区域运输走廊示意图

Fig.1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in Tokaido urban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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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放射的交通需求，而从线路的客运强度可以

看出不同衔接城市的客运规模不同，见表1[3]。

可见，在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市处于主导地

位，运输需求主要表现为围绕中心城市的放射状

运输走廊，走廊强度与衔接城市的规模和性质密

切相关。同时，由于都市圈范围的不断扩大，远

郊区域之间的联系强度在增强，开始出现环形走

廊运输需求。

2 交通网络结构特征

高度城镇化后的城市群交通系统基本成熟，

有相对完善的交通网络结构来满足交通运输需

求，如高强度的交通运输需求下必然会建设大容

量的交通运输通道，所以交通网络特征与交通需

求特征相呼应，同样，在都市圈间和都市圈内部

表现出不同特征。

2.1 都市圈间交通网络结构特征

都市圈间的交通网络结构，主要取决于不同

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交通区位及走廊强度。与高强

度运输需求相对应，都市圈中心城市之间具有大

容量的运输通道，呈现“点－轴”式的交通网络

布局，这一布局因中心城市的分布排列不同而表

现为网格状(A型)或带状，见图4。

以位于美国东海岸发展最早的波士华城市群

为例，中心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由

高容量快速的陆路运输通道(主要为铁路和高速公

路)相串联，表现为点轴组成的带状网络，见图

5。美国其他几个城市群的高速公路网络，点轴特

征也非常明显，见图 6。同样，与需求相对应的，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的交通网络表现为沿东京－名

古屋－大阪形成的大容量通道(如东海道新干线

等)，见图7。

线路

东海道

东北本线

常磐线

横滨线

青梅线

长度
/km

81.6

82.8

50.6

42.6

37.2

周转量
/万人公里

1 840 568

1 389 821

824 412

302 324

90 236

日均客运强度
/(万人公里·km-1)

61.8

46.0

44.6

19.4

6.6

运营列次

19

24

22

17

16

断面客流
/乘次

74 460

81 740

74 990

37 900

38 600

车辆平均载客数
/(乘次·辆-1)

301

341

341

279

284

列车平均载客数
/(乘次·列-1)

3 919

3 406

3 409

2 229

2 413

表 1 东京都市圈 JR 放射线高峰小时运营状况(1996 年)

Tab.1 JR lines operation during peak hours in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in1996

巴黎

蓬图瓦兹新城 华西－戴高乐
空港城

马思河谷新城

巴黎市区

圣康坦新城

埃夫里新城 赛纳提新城

澳利
空港城

图 2 巴黎都市圈运输走廊示意图

Fig.2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in Paris metropolitan area

图 3 伦敦都市圈运输走廊示意图

Fig.3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in London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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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都市圈内交通网络结构特征

成熟的都市圈内部的网络结构虽然方式有所

差别，但交通网络总体上与需求特征相对应，即

从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的运输走廊，形成“节点－

放射”的总体布局结构，以满足外围区域与中心

城市间的运输需求。中心城市的城镇化水平达到

一定程度后即高度城镇化下，郊区环开始出现和

形成，以实现外围城市间的联系需求。这种中心

节点－放射－环的网络结构更为完善。巴黎和伦

敦两大都市圈的交通网络是典型的代表(见图 8和

图 9)，都市圈内网络主要是由铁路或公路组成

的、由中心向外连通周边中小城市的节点放射型

布局，除部分联系相对较弱的外围城市，环形网

络已初步形成。

图 4 城市群中心城市间交通网络结构图

Fig.4 Transportation network between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华盛顿

费城

纽约

波士顿

车辆运行速度
慢速 快速

图 5 波士华城市群主要的大容量通道及运行状况

Fig.5 Major high-capacity corridors between
BosWash urban cluster

图 6 美国主要城市群的高速公路走向示意图

Fig.6 Freeways network at major urban clusters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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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市圈中心节点－放射－环的网络结构

更为显著，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地铁均呈现这种

结构特征。从其建设时序可以看出，网络最早是

节点－放射型，当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郊

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环线逐段形成，最终形成

完整的环线，见图10。

3 交通运输模式特征

在较为成熟的城市群中，运输模式体现出多

样化和一体化特征。如在都市圈中心城市间的大

容量通道往往会有铁路和高速公路，各种运输方

式的承担比例虽然根据通道运输强度不同而具有

显著差异，但能相辅相成共同满足城市群的交通

需求。

3.1 都市圈间交通运输模式

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的发达国家城市群，主要

运输模式以铁路或(和)公路为主。不同都市圈中

心城市之间，高强度、多样化的走廊运输需求难

以由单一方式主导供给，复合型、一体化的综合

运输模式成为必然选择。客运主要以交通枢纽衔

接的快速集散模式为主，货运主要以物流中心衔

接的多式联运模式为主。

在不同城市群的演变过程中，发展综合运输

模式是共同的最终特征。日本属于人口密集型国

名古屋

大阪

静冈

东京

铁路
公路

图 7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主要铁路、公路走向示意图

Fig.7 Major railways and highways in Tokaido urban cluster in Japan

巴黎

车辆运
行速度

慢速 快速

图 8 巴黎都市圈主要通道及其运行状况

Fig.8 Major corridors and operation
in Paris metropolitan area

图 9 伦敦都市圈主要通道及其运行状况

Fig.9 Major corridors and operation
in London metropolitan area

伦敦

车辆运行速度
慢速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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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东海道城市群交通系统的发展由最初的铁路

干线到新干线，都是为了满足大容量的交通需

求。但是，随着城市群的成熟、城市间联系的日

益紧密以及需求的多样化，伴随铁路干线辅助建

设了高速公路。美国东北岸波士华城市群是通过

水运将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 4个相近的

海港城市联系起来的，随着运输时效的需求以及

强度的提高，串联这 4个中心城市的还有快速的

陆路运输通道 (包括铁路干线与高速公路)。目

前，日本和美国各大城市群中心城市间的运输通

道已经发展成多通道(公路通道、铁路通道、海运

通道等)、多方式，一般为铁路和公路组成复合型

运输模式，其差别在于日本的铁路运输相对比例

较大，美国则是公路承担的客货流量相对较大。

通常在成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配合综合运

输模式建有联合枢纽和综合物流中心，以此对客

货流进行快速集散。

3.2 都市圈内交通运输模式

城市群内部主要中心城市均有自身的直接辐

射范围，这些范围内的城镇体系具有较为严格的

等级划分和职能分工，与中心城市间的交通需求

强度也因此不同。与需求相对应，其运输模式呈

现多样化特征，与中心城市联系较密切、需求强

度大的通常以轨道交通或者高铁运输为主，而需

求相对较弱的则主要为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成

熟城市群中心城市之间一般至少有两条通道相连。

巴黎大都市与相邻地区主要通过铁路及高速

公路联系。东京都市圈主要依靠轨道交通和铁路

系统，联系强的城市配以高速公路，联系较弱的

则以普通公路相连，见图 11。伦敦大都市圈则是

铁路和公路相辅助，中心城市与周边主要中小城

市间既有铁路又有高速公路相连，见图12。

另外，在都市圈内高度城镇化下的中心城

市，出行方式以大运量公共交通为主，尤其是高

峰时段。据四大都市圈的统计数据，工作日高峰

小时进入中心城市的交通方式中大运量的地铁或

(和)市域铁路所占的比例为75%以上，地面公交和

小汽车分担比例约为20%，见图13。

总之，依据运输需求强度等，外围中小城市

与中心城市之间依靠单一或复合型的运输通道连

接，一般呈现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或两种运输模

式共存的形式，交通结构是以大容量轨道交通为

主、地面公交和小汽车为辅的复合模式。

4 结语

城市群与交通系统的发展是一个相互推演的

过程，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城市形态

强烈折射出其交通系统的需求规模、网络结构和

运输模式等特征。成熟城市群的交通需求主要集

1927—1965年
1966—1970年
1971—1990年
1991—2005年
在建

a 高速公路

1962—1970年

1971—1987年

1988—2005年

在建线路

规划建设线路

其他高速公路
(使用中)

b 地铁

图 10 东京都市圈高速公路、地铁建设时序

Fig.10 Construction scheduling of freeways and subway in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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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都市圈中心城市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

间，交通网络则以满足这种高强度需求的高容量

运输通道为骨架，通道内采用复合型一体化运输

模式。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定数量的都市圈，相邻

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间也出现连绵发展态势，正处

于城市群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客货运需求仍在

大幅提升。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心城市间以及中

心城市与周边城镇间的联系已日益紧密，形成较

高强度的运输走廊，而且客运量、货运量仍快速

增长。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城市群中心城市间的

“点－轴”总体结构布局和都市圈内的“节点－放

射”结构布局的建设，并在都市圈内逐渐建成

“节点－放射－环”的总体布局结构。虽然我国部

分城市群的交通网络“点－轴”和“节点－放

射”结构基本存在，但是缺乏资源和模式的整

合，效率不高，有待发展完善。

因此，应借鉴国外成熟城市群的经验，结合

国内城市群的具体发展状况，做出合理的远期规

划，在建设时优先发展大容量运输方式，并做好

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和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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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四大都市圈 1994 年高峰时段进入市区的交通结构

Fig.13 Travel mode choice for traffic entering urban areas during peak hours in four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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