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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城市连绵地区构建与之适应的轨道交通

系统，关键在于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层级，满足区

域范围内不同的出行需求，应对出行链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从城镇群、都市区、中心城市三个层面分析城

市连绵地区的典型空间形态，并探讨与之对应的城际

出行、城郊出行、城市内部出行活动特征。提出构建

差异化的轨道交通层级，即区域轨道交通、市域轨道

交通、市区轨道交通，重点探讨各个层级轨道交通的构

成、作用、线路技术特征等，以及不同层级的衔接关系。

Abstract： To develop effective rail transit system in

megalopolises,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clear service

hierarchy to meet travel demands within different re-

gions with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trip chains. By analyzing the typical spatial structure

of megalopolis at three levels: urban cluster, metropoli-

tan area, and major c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rre-

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ity travel, travel in sub-

urban areas and within cities. Then the paper proposes a

service hierarchy of rail transit including regional rail,

metropolitan railway, and urban rail transit. The paper al-

so elaborates the component, functionality, and technolo-

g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ail transit levels,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ree levels of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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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连绵地区(Megalopolis)是对连片的都市

区集聚并衍变成为有机整体的描述。自20世纪50

年代文献[1]研究美国东北海岸城市聚集现象并提

出城市大范围连绵发展的概念以来，城市连绵地

区在全球范围内已广泛出现。这些地区不断聚集

各类生产和生活要素，成为全球社会与经济最具活

力的区域。2010年，中国约43.4%的GDP贡献自城

市连绵地区，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

等，相比2000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2]。

作为城镇化的高级形式，城市连绵地区引发

所在区域资源的重新组合，带来活动效率的大幅

提升，形成一些相较其他地区不同的典型特征。

在此类地区构建全面、协调的公共交通系统，特

别是大容量的轨道交通系统，已成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共识。而考虑其空间结构和出行活动的差

异性，面向城市连绵地区构建与之适应的轨道交

通系统，关键在于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层级，

满足区域范围内不同的出行需求，应对出行链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文从城市连绵地区空间形态

的分析切入，判断不同背景下出行活动的诉求，

继而衍化得到与之对应的“区域轨道—市域轨道

—市区轨道”服务层级构建模式。

1 城市连绵地区典型空间特征

城市连绵地区作为大尺度范围内城市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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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联合，从不同的层面考察，具有不同的空

间形态和结构特征。

1.1 城镇群的多核星云形态

从城市连绵地区整体层面观察，通过合作与

竞争，区域范围内密集的活动要素可实现资源配

置的集中与分散，促使活动的承载者——城市群

体，在向心与离心的双重趋势下，空间上构筑形

成以枢纽为主导的多核星云形态。经过长期的磨

合与演变，连绵地区的城市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

开展广泛的分工协作，结构上体现为特色鲜明、

功能镶嵌的“马赛克”组织[3]。典型案例如美国东

北海岸城市连绵地区，纽约作为经济中心和航运

中心存在，华盛顿表现鲜明的政治特色，费城、

巴尔的摩等则承担区域的产业职能[4]，见表1。

1.2 都市区的圈层扩散结构

都市区是构成城市连绵地区的基本单元。围

绕富有生命力的枢纽城市，相关要素持续同化，

城市的规模和尺度不断生长。与此同时，不同区

位根据其接受都市核心辐射及自身设施服务的不

同，结合主导产业繁荣与更替等周期性影响，人

口和产业分布往往沿都市的拓展半径趋于异化，

形成空间上圈层扩散的梯度结构。在东京都市

区，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构成其城市核心，

都属其他20区围绕核心形成内部圈层，市部、郡

部和岛部环抱内部圈层组成外部圈层，远郊市、

县分布四周形成通勤圈层并与都市区发生通勤联

系[5–6]。东京都市区圈层人口、产业分布见表2[7]。

1.3 中心城市的强大集聚势能

中心城市作为城市连绵地区的发展极核，处

于都市区的内层。历史的发展和传承使得其具备

成熟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服务功能，能够充分满

足现代专业分工下的规模集聚要求。中心城市通

过对外辐射，影响并带动周边地区，体现都市在

城市连绵地区范围内的功能定位。一些发展成熟

地区受产业转移和优势扩散的影响，中心城市的

职能在特定时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但作

为发展的高地，都市核心的极化效应毋庸置疑。

纽约的曼哈顿以 60 km2(7.5%的面积)创造纽约全

市 71%的 GDP；东京的都心三区以 42 km2(2%的

面积)吸纳东京都近 1/4的就业人口；巴黎的核心

区以9 km2(8.5%的面积)解决巴黎市30%的就业[5]。

2 连绵态势下的多样化出行诉求

面向多样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特征，围绕“通

职能

政治

商业

教育

科技

交通

制造业

纽约

○

○

华盛顿

○

○

○

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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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

○

○

巴尔的摩

○

里士满

○

表 1 美国东北海岸核心城市典型职能

Tab.1 Typical functionality of major cities located at north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圈层

城市核心

内部圈层

外部圈层

通勤圈层

面积/km2

42

580

1 565

人口/万人

35

804

405

岗位/万个

250

471

149

昼夜人口差额/万人

208

85

–37

–256

产业布局

服务、批发零售、金融保险、出版

服务、批发零售、出版、机械制造

电气制造、农业

表 2 东京都市区圈层人口、产业分布

Tab.2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 different zones of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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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通勤、通行”等核心活动，城市连绵地区存

在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2.1 日常化的城际出行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旺盛出行是城市连绵地区

出行活动区别于其他区域的主要特征。由于广泛

的分工与合作，结构与功能独立的个体城市在城

市连绵地区已不复存在，在区域活动主导的组织

模式中，城市与城市的依存度提高，城际间的需

求联系增强，相互的人员交换和货物流通趋于频繁。

城市连绵地区不仅具备庞大的城际出行量

级，其出行结构与其他区域也存在差异。

1) 出行目的。日常的商务、公务出行取代传

统的探亲、访友成为主导，调查发现，京津冀核

心城市北京与天津间的商务出行已接近其出行总

量的50%，见图1[8]。

2) 出行服务。出行者对时效性和舒适性的要

求越来越高，根据城市连绵地区的尺度，200~

300 km 距离的活动往往要求单日内实现往返，

“即到即走”和“朝发夕归”成为习惯。

3) 出行分布。出行者的行为不再局限于特定

的地区或者时间，分布更加随机和分散。但是，

通勤联系的城市间则存在明显的早晚高峰现象。

2.2 通勤化的城郊出行

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出行是城市连绵地区出行

活动的重要组成。随着都市规模的扩大与产业发

展的更迭，大量人口和岗位迁往都市区的外围，

见图2[9]，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一轮主导产业兴

起使中心城市的活力得以持续。在相互吸引的作

用下，城市与郊区的联系越发紧密，城、郊间的

大量通勤需求成为都市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

根据通勤的要求，这种城、郊间的出行存在

明显的高峰性和潮汐性，大量人群在清晨或傍晚

呈特定方向流动成为都市空间形态下的固有特

征，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随着都市

尺度的扩大，城、郊间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也

不断增加，在纽约、东京等大都市区，部分人群

居住和就业的距离已达到50 km甚至更多[10]。

2.3 丰富的城市内部出行

城市内部出行是城市连绵地区出行活动的基

图 1 京津城际间出行目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ravel purpose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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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费城都市区居住—就业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areas in Philadel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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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一般而言，地区的出行活动强度与其经济活

力呈正相关关系，中心城市由于汇聚大量的生产

与生活设施，能够为居民出行提供丰富的源动

力。此外，伴随城市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通勤、通学等刚性出行率趋于下降，商务、休闲

等弹性出行率趋于上升，见图3[11]。

中心城市的出行活动在空间分布上也趋于丰

富：核心区功能分区的细化导致其对区内交通服

务的覆盖性和可达性提出更高要求；组团间吸引

力的提升诱发跨组团的长距离出行增加；城市边

缘地带的发展促使外围片区间的联系增多等。

3 面向城市连绵地区的轨道交通服务
层级

由于城市连绵地区空间结构与出行特征的差

异化要求，其轨道交通服务层级的构建应服务有

别、功能清晰。

3.1 区域轨道交通层级

区域轨道交通作为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

务的顶层系统，承担核心城市之间以及与外部腹

地城市间的联系。通过提供高速、高效的公共交

通出行服务，区域轨道交通立足满足城际间大规

模的人员流动和交换需求，是区域枢纽城市连绵

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

区域轨道交通的线路系统可由高速客运专线

(国家级)、城际骨干线路(区域级)、普通干线铁路

等构成，见图4[12]。随着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发展

和出行者对时效性的要求，高速轨道交通逐渐成

为区域轨道交通线网构建的主导，速度达到250~

350 km·h-1或者更高的线路和机车得以广泛运用。

中国高速铁路、日本新干线、德国 ICE 和法国

TGV即为该层级轨道交通系统的典型代表。

对城市连绵地区而言，区域轨道交通由于注

重通过性的要求，体现为点到点的联系，线路途

经城市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对外交通枢纽。鉴于高

速运营的需要，其设站间距通常大于 10 km(200

km·h-1 动车组加减速周期的走行距离即已达到

9 km)。此外，区域轨道交通的服务品质也应有别

于旧式普通铁路，在城际出行日常化的背景下，多

采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缩短发车间隔至 10~20

min，并提供高效的集疏运衔接和高水平的出行服

务体验。

3.2 市域轨道交通层级

市域轨道交通作为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

务的中间系统，主要承担中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

的联系。相比其他层级的轨道交通系统，市域轨

道交通突出对都市区范围内连绵城镇组团的服

务，可以说，通勤是其功能的核心，协调为布局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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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海市常住人口出行率增长趋势

Fig.3 Growth trend of permanent residents’trip
frequency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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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城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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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长三角地区区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Fig.4 Regional rail network planning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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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联系方面，通过引导公共交通走廊沿线

居住、商业、产业用地的布置，市域轨道交通于

城、郊之间形成辐轴式的格局，在提高都市区集

约发展水平的同时，也提供良好的出行服务，如

巴黎RER线路，东京通勤铁路，纽约、伦敦的市

郊铁路等。

协调关系方面，市域轨道交通的存在更多是

为填补区域轨道交通与市区轨道交通之间的服务

空白，同时还承担着联系并统筹都市区范围内下

层级轨道交通网络的职能，使之成为统一的整

体。在都市区边界附近，不同都市区的市域轨道

交通通过互联互通，能够为连绵成带发展的都市

之间提供以连通为目的、就近出行为诉求的跨区

轨道交通服务。

考虑都市区范围的通达性要求，同时出于对

相关时间目标的控制，市域轨道交通的速度往往

高于中心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系统。通过选取城

轨快线、郊区铁路等制式，调整并扩大设站间距

(中心城区 1.5~2.0 km，城镇稀疏地区 5~10 km)，

其运营速度为60~80 km·h-1。布局上，市域轨道交

通可以采用“干线+支线”的模式(见图 5)，消除

都市区范围内需求分布的不均匀性，扩大线网的

覆盖范围。

3.3 市区轨道交通层级

市区轨道交通即传统意义的城市轨道交通。

作为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务的基础系统，其

注重并服务中心城市的内部联系。鉴于城市核心

区开发密集，考虑线网可达性的需要，市区轨道

交通的设站间距通常较小(平均0.8~1.5 km)，运营

速度也相对较低(30~40 km·h-1)，结合服务客流的

量级和沿线环境的要求，可以灵活选用地铁、轻

轨、有轨电车等多种制式。

市区轨道交通线网布局追求通畅、便捷，线

路多结合建筑体设站以实现交通设施与用地开发

一体化，香港地铁青衣站和西九龙站即为典型代

表。同时，考虑线网形态和服务功能的不同，市

区轨道交通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骨干线、补充线、

联络线：骨干线支撑城市的空间结构，服务客流

主要走廊；补充线在骨干线的基础上加强对重要

片区的服务覆盖；联络线则分布在相对外围的

片区，主要弥补轨道交通服务的缺失。

此外，一些城市在打造市区轨道交通系统的

过程中，通过采用动力优异的车型(广州地铁 3号

图 5 “一线多支”的市域轨道交通布局(巴黎 RER 线网)

Fig.5 Layout of multi-branch metropolitan railway network (RER, Pairs)

A线

B线

E线

D线C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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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120 km·h-1的B型车，香港地铁东涌线135 km·h-1

的A型车)和提高站间距(纽约地铁快线)等办法，

形成市区范围内“快线+普线”的布局和运营模式

(见图6)，通过差异化的供给，满足中心城市不同

目的、不同群体日益丰富的出行需求。

3.4 不同层级的衔接

城市连绵地区在关注出行需求的差异性、分层

构建轨道交通系统的同时，还需注重出行行为的协

同性，加强不同轨道交通层级间的衔接，见图7。

区域轨道交通方面，当采用与下层级轨道交

通直通共线的衔接方式时，考虑其实施与运营的

独立性，建设成本高昂、技术难度较大、线路组

织复杂。建议在区域轨道交通枢纽引入市域轨道

交通和市区轨道交通，实现与下层级轨道交通系

统的转换衔接。

市域轨道交通方面，考虑其与市区轨道交通

的技术差异相对较小，运营和管理可以隶属同一

部门，建议灵活选用共线运营和车站换乘的衔接

方式。同时，考虑通勤出行的需求，市域轨道交

通宜直接深入中心城市就业岗位分布的密集区

域，减少多次换乘导致的出行效率降低。市域轨

道交通与市区轨道交通的衔接不建议采用单点搭

接的模式，宜结合城市客流的分布，选择合适的

线路走廊，实现多点多线的联系[13]。

4 结语

城市的连绵发展带来区域生产组织和空间结

构的革新，其复杂化与层次化的活动特征要求构

建多层级的交通系统与之协调。“区域轨道—市域

轨道—市区轨道”的轨道交通服务层级构建模式

即为应对该要求而提出。实践方面，美国东北海

岸、日本沿海、德国莱茵鲁尔等发达国家城市连

绵地区已建立起完备的多层级轨道交通服务系

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在此方面仍存在缺失，需要

破除体制与机制的束缚，摆脱当前过分倚重某种

单一类型轨道交通服务(如城际铁路或者城市轨道

交通)的倾向，在城市连绵地区形成全面、协调、

顺应发展要求的轨道交通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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