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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城镇化是未来 10~20年拉动中国内需最

大的潜在动力[1]。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主体和城镇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城镇密

集地区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将成为城镇化的

主要推力之一。

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方法仍处于长期

实践与探索之中。由于受到产业经济组织关

系变革的影响，按照传统的行政边界构建的

规划框架已经被逐步打破，以区域一体协调

为基准的网络构建成为新形势下交通规划所

追寻的目标。本文尝试基于近年重庆地区相

关交通规划的实践，总结和梳理此类规划的

内涵、规划层级与技术重点。

11 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技术研究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技术研究

特特征征

“城镇密集地区”从字面含义理解，是

指城镇密集的地区，反映一个地区城镇数量

上的集聚程度和质量上的发育程度[2]。具体

来说是指城市功能外溢到市域和区域，形成

城镇之间社会经济活动密集、城镇关系密切

的地区。对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的研究由

来已久，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城镇密集地区交通与空间发展演化

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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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重庆地区的三个区域交通规划项目，系统性地回顾和梳理了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理念

的演变过程和规划实践。探讨了国家战略、政策法规及行政体系对规划工作的影响，总结了交通枢

纽城市的内涵，归纳了不同层级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的要点。指出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作为区

域协调的重要依据，深入研究经济、政策、管理机制与规划的相互关系，探寻以区域协作为核心价

值的规划方法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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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交通与城镇群空间结构演化机理

的研究较多采用经济地理理论。威廉·阿朗

索(William Alonso)的地租理论认为地租和交

通成本是区位优势中考虑的重要因素[3]。当

交通可达性提高到某一土地利用的地租曲线

可以跨越城市边界、覆盖相邻城市时，一个

城市所引起的城市活动范围可以延伸到地租

曲线可以覆盖的区域，从而引起城市活动范

围、方式和组织关系的变化。

2）以城镇密集地区交通特征为基础的

交通结构模式研究。

文献[4]对都市圈范围不同圈层内的交通

特征进行研究，提出根据不同圈层出行特征

建设交通设施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文献[5]针

对交通运输、服务和市场三个城镇密集地区

聚合要素分析区域交通需求特征，并根据区

域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分析城

镇密集地区对外交通需求和内部交通需求的

特征，提出应按照区域城镇发展中交通需求

的变化，从整个交通系统一体化的角度规划

相应的交通基础设施，并将其作为区域内城

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重点内容。此外，还有

众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快速城镇化地区中新

型交通方式(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对城

市发展、交通模式改变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

广泛研究[6-7]。

3）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方法研究。

传统的公路网规划将城镇分为不同层次

的枢纽，通过线网锚固枢纽制定网络规划[8]。

随着对区位和交通可达性相互关系认识的加

深，规划方法由以增加设施规模为核心转向

以提高通道服务水平为核心；在具体的运输

方式上，则体现为由高速公路网络向城际铁

路网络的转变。现阶段，由于交通协同运作

实施的增强，交通枢纽在网络中的地位异常

重要，规划重点转向交通枢纽的服务能力和

衔接组织。

基于上述分析，对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

划理论与方法已形成三点基本共识：1)按照

时空收敛规律，交通成本和出行时间是影响

城镇密集地区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2)在以

城镇密集地区各个城市为节点的交通网络

中，综合交通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应建

立与城镇密集地区空间结构体系相对应的分

层、分级交通设施规划布局模式；3)作为影

响城市参与区域竞争与分工的关键因素，交

通枢纽服务能力的提升取决于与城市空间结

构的结合程度。

尽管如此，在规划实践过程中对一些问

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偏差，包括对规划层次

和重点的认识，对诸如“枢纽定位”内涵的

进一步理解以及如何投射到方案等。

22 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22..11 规划背景规划背景

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9]自 2007年启

动，于 2008 年形成初稿，是“区域协调”

规划在重庆的第一次实践。

当时，业界对城镇密集地区规划已形成

一定共识，即“城市是区域的城市”，认为

对区域进行统一规划非常必要，但对规划技

术方法的探索刚刚开始，对区域层面的交通

战略研究重点分歧较大。同时，受到数据收

集技术手段的限制，研究工作定性成分较

多、定量成分较少。

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的工作目标是

认识成都与重庆两大核心城市之间的关系并

基于“协调”的目标赋予各自职能。

22..22 技术路线技术路线

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区域交通研

究的技术路线为：从分析区域经济背景下成

渝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地区发展背景下综合交

通系统的目标入手，把握如何发挥综合交通

系统的一体化建设、综合交通系统对于地区

经济的促进和支撑作用，以及综合交通系统

对于地区城镇空间布局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三

条主线，分析现状和已有规划中的不足，进

而制定综合交通系统布局规划方案，并提出

近期行动计划，见图1。

关键问题一：如何
打造西南地区一级
交通枢纽

关键问题二：如何
通过交通系统支持
地区产业发展

关键问题三：如何
通过交通系统支撑
城镇群空间体系

现状特征与问题剖析

综合交通系统发展
趋势判断

综合交通系统发展
目标与策略

综合交通系统方案

近期建设计划与重点
地区协调指引

既有规划整合与评判

国内外发展经验

图1 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区域交通研究技术路线

Fig.1 Techniques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in Chengdu- Chongqing urban

cluster planning

资料来源：文献[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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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技术路线力图从综合交通系统自

身、交通与产业的关系、交通与城镇群空间

布局的关系三方面入手，明确区域发展中交

通规划的作为。从规划实践来看，对交通与

产业的关系探讨得并不深入，对综合交通系

统自身的协调包括设施规模总量与交通结构

及其发展方向的研究相对深入，这一部分取

得的研究进展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延续。在交

通与城镇群空间布局的关系中初步提出根据

交通条件判断城镇群中各城镇发展潜力的规

划手段，发挥了支持城镇群空间规划方案的

作用。

22..33 规划结论规划结论

1）建设区域性交通枢纽。

编制规划时，很多区域性交通枢纽设施

尚未建成，因此提出枢纽建设仍为下一步工

作的重点。具体包括：结合铁路客运专线的

建设，近期主要形成重庆铁路站、成都铁路

站、双流机场、江北机场等区域性交通枢纽

设施，促进区域交通组织一体化。

2）完善铁路网络并加快城际轨道交通

建设。

为呼应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成都与重

庆共同建设国家一级综合交通枢纽”的设

想，并考虑在成都与重庆之间的紧密联系是

枢纽功能共享与互补的前提条件，据此提

出：推动“公交化”铁路运输模式，在成渝

客运专线开行发车频率为0.5~1.0 h的列车运

输服务，强化成渝走廊城镇之间的交通联

系；同时，加快建设成渝城际轨道交通以及

与泸州、宜宾的联络线。

3）改善对外通道条件。

从国家一级综合交通枢纽在全国城镇体

系中的作用出发，强调成渝地区应改善的通

道方向，并提出具体方案。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加强与北面西安市的联系。成

渝地区与关中地区在历史上就交流频繁、沟

通广泛，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成渝

地区作为西南地区的增长极，与作为西北地

区增长极的西安地区应该建立更加快捷的联

系。此外，该方向也是去往京津冀环渤海地

区以及东北地区的通道，在该走廊上布设高

速铁路，可以大大缩短成渝地区与首都地区

的时空距离。另一方面，增加去往贵阳、珠

三角方向的高速铁路，缩短成渝地区与珠三

角经济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

22..44 理念创新理念创新

1）认识到交通枢纽城市与交通节点城

市的差别。

交通节点城市是随着国家交通运输网络

的建设，由公路、铁路、水运航道多条运输

干线相交而形成。而所谓交通枢纽城市，既

要具备四通八达的对外通道，又要具备高效

的内部转换设施。交通枢纽城市的能力体现

为通道能力与转换能力的总和。

运输方式的转换是运输需求的体现，运

输方式的合理转换是提升运输效率的保障。

不同的运输方式具有自身技术经济特点，适

用范围不尽相同。大量采用公路运输这一高

能耗、高成本的运输方式是中国运输结构普

遍存在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

杂，但综合交通枢纽内部多式联运机制与设

施的严重滞后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打造

成渝国家一级综合交通枢纽除了大力构造对

外联系大通道之外，还要关注多式联运机制

的协调与设施的建设。优化运输结构有利于

降低能耗和排放、集约利用土地、降低运输

成本，对于地处内陆的西部地区尤为重要。

2）对“枢纽城市”建设的内涵进行细分。

重庆建设国家一级综合交通枢纽的任务

可以分解为3个子任务：

① 构筑对外交通大通道。重要的对外

交通通道要构筑多层次、多形式的交通走

廊。以铁路与公路为主骨架，大力发展航空

运输，充分发挥长江干支流的水运功能，形

成各种方式协调发展的对外交通大通道。

② 强化多式联运，优化运输结构。规

划国家级客运枢纽，强力支撑西部腾飞的商

务客流与旅游客流。分层次建设物流园区，

构筑多式联运的物流体系，优化运输结构，

促进综合运输向节能高效、环境友好方向

发展。

③ 协调重大基础设施(机场、港口)共

享。以重庆港为主，合理布局成渝城镇群内

部港口。协调重庆机场与成都机场的发展定

位与功能，促进成渝航空网络的健康发展。

33 重庆交通发展战略重庆交通发展战略

33..11 规划背景规划背景

重庆交通发展战略 [10]的编制始于 2009

年，此时，区域交通理论研究开始成为学界

关注热点，2009—2013年以“区域交通”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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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索到的论文多达900多篇。

在区域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广受关注

的背景下，重庆市政府提出“一江两翼三

洋”的口号，将交通区位提升作为重庆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缘上来看，尽管

与成都同属于成渝地区，但重庆与成都的发

展路径显然存在先天条件的差异。重庆在内

需拓展的条件上不如成都，转向国际化是其

必然选择。

33..22 技术路线技术路线

与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不同，重庆

交通发展战略是以重庆的整体交通发展为研

究主题，对区域交通的考虑主要集中在政策

解读以及上位规划的落实。基于务实的角

度，从完善重庆市综合交通系统的角度，对

重庆所处区域的交通状况及区域交通设施

在重庆市域范围内的布局方案进行研究，

见图 2。

33..33 规划结论规划结论

33..33..11 重庆市的枢纽定位重庆市的枢纽定位

重庆市定位为国家西部地区的综合交通

枢纽与内陆对外开放的门户。

33..33..22 枢纽城市发展策略枢纽城市发展策略

1）做大枢纽。提升重庆枢纽地位，扩

大枢纽范围，提高枢纽组织效率。

2）扩展通道。协调国家、西部、城镇

密集区、市域各个层面通道；形成渝汉、成

渝、渝黔、渝西、渝郑、渝昆、渝湘、兰渝

等八大高等级国家综合走廊在重庆交汇。

3）优化结构。协调各种交通方式，强

化联运，发挥综合运输优势，提升航空、铁

路、水运、公路、管道等集约化运输方式

比例。

4）均衡市域。均衡布局市域交通运输

设施，实现多极带动下的统筹发展。

33..33..33 支撑方案要点支撑方案要点

1）机场。

机场的发展定位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大型

复合枢纽机场。

空港地区建设综合客运枢纽和综合货运

枢纽，同时服务于机场和城市。客运枢纽引

入渝万城际和 3条轨道交通线路；建设机场

专用高速公路。

规划期内做大江北机场，强化基地、扩

展腹地、客货并重，预留远景第二机场。

2）铁路。

市域铁路网络形成“一枢纽十八干线五

支线”格局；布局“四主三辅”铁路客站和

“三主两辅”铁路货站。

3）水运。

完善市域“一干两支六线”航道网络，

形成主城、长寿—涪陵、万州三大港区；主

城港区实施“内客外货”，在寸滩、果园、

东港、黄磏组织多式联运；结合“两江四

岸”促进旅游客运。

4）公路。

对外形成 12 条国家干线公路，市域提

升万州、黔江的辐射能力，构建“多层多

极”网络；利用空港、铁路站和港口整合公

路客货运输枢纽。

5）管道运输。

积极规划、科学选址、适时建设用于长

距离传输天然气和油品的新型管道运输

网络。

33..44 理念创新理念创新

市域是承接枢纽功能的重要实现“载

体”，交通系统与市域结构是否耦合直接关

系到枢纽的组织效率。在规划手段上具体表

现为：合理安排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在市域范

现状与发展
趋势分析

现状差距与
发展挑战分析

国家政策解读

成渝等区域规划

空间发展战略

综合交通发展
战略与规划
指引建议

现状调研 既有规划解读

重庆发展特征分析

相关规划

交通发展目标 交通发展战略框架

战略协调
交通战略分析

综合交通专
项规划

近期行动 五年计划与规划

图2 重庆交通发展战略研究技术路线

Fig.2 Techniques of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Chongqing

资料来源：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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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规划布局与衔接组织。在落实重庆市建

成国家一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这一目标时，

除了通道增容、优化结构等内容，还增加了

市域协调的内容，使枢纽建设的内涵向“落

地”更进一步。

44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化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化

44..11 规划背景规划背景

此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化 [11]始于

2013年。在重庆市城市定位由过去的“超大

尺度山地城市”调整为本轮“省域构架下的

国家中心城市”前提下，规划编制充分考虑

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密切关系，并未突出

地将区域层面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研究者

的视角进一步下沉，从城市的角度思考重庆

所处地区的区域交通问题。

44..22 规划结论规划结论

规划中区域交通问题的解决策略，从提

升开放程度及做强枢纽两个方面提出。

44..22..11 提升开放程度策略提升开放程度策略

1） 打造西部门户型、复合型航空枢

纽。规划认为航空是重庆融入世界网络的首

要方式，并进一步地认为加强物流运输应是

重庆机场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应从成渝一体

化的角度差异化布局国家航点。

2）打造西部国际物流中心。规划提出

国际物流应为航空、水运、铁路、公路及这

些方式之间的多式联运组合。

3）打造西部国家运输中心。规划强调

要强化以重庆市为中心的运输通道，构筑重

庆对外交通的九大综合运输通道，见图 3a。

在铁路网络规划中建议建设渝长客专，这清

晰地指明成渝地区建立区域级联系的首要方

向应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见图3b。

44..22..22 做强枢纽策略做强枢纽策略

1）交通设施与城镇体系有机衔接。增

强国家及区域运输通道对区域中心城市及城

镇发展带的服务，立足市域，均衡布局和建

设综合交通枢纽。

2）交通设施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立

足市域，重构重庆大物流发展平台，凸显重

庆在川渝、渝黔一体化发展中的区域物流和

产业体系组织中心功能。

3）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中心构建引领区

域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形成以重庆市为中心

的区域商务活动出行圈。

总体来说，由于重庆市主城区的用地条

件受限，在枢纽扩容及带动周边发展的双重

需求下，将重庆的客货运输枢纽在重庆市域

中重新布局，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布局公路及

铁路的线路走向。

44..33 理念创新理念创新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化在区域交通设

施与城镇空间布局、交通设施与产业的互动

关系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方案落实。

与城镇空间布局的互动方面，在以重庆

图3 通道强化规划方案示意

Fig.3 Demonst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enhancement planning

资料来源：文献[11]。

a 以重庆市为中心构筑九大综合运输通道

阿拉山口

乌鲁木齐

霍尔果斯

喀什

拉萨

兰州

成都 重庆

西安

包头

哈尔滨

北京
天津

郑州

武汉
上海

宁波

曼德勒

昆明
贵阳

南宁

桂林
广州 深圳

福州长沙

至太平洋

至太平洋

至印度洋

由贵阳—昆明—大理—瑞
丽出境、经缅甸曼德勒通
达印度洋

经由深圳铁海
联运至太平洋

由上海出海，经
太 平 洋 到 达 美
洲、澳大利亚，
或者经过马六甲
海峡到达欧洲

b 面向东部沿海地区建设快速铁路通道

重庆

贵阳

南宁

北海

杭州

南昌

长沙

衡阳

福州

厦门

深圳

香港

广州

客运专线
规划新增
客运专线
快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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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
镇镇
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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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讨——

——

以以
重重
庆庆
地地
区区
为为
例例

黎黎
晴晴

赵赵
莉莉

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范围内，调整铁路运输

通道及节点的布局或功能，支撑城镇空间布

局发展。

产业互动方面，主要通过物流园区的布

局及围绕物流园区的货运集散系统优化，使

得工业用地具备相应的交通条件，并协调了

与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关系。

受到重庆市城市定位调整的影响，对重

庆国际开放度内容的研究及方案呼应也是本

轮城市总体规划深化的主要创新点。

55 对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方法的对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方法的

认认识识

55..11 对对““大事件大事件””的解读的解读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12]中

提出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分级，对研究区域

交通产生重大影响，此后所有区域交通规划

均应解读枢纽内涵，分解枢纽建设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颁布

后，对法定体系内规划层级的任务做了规

定，因此，研究不同规划层级的工作重点也

成为项目操作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重庆两江新区获批后，对重庆的定位提

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在 2013年重

庆市总体规划深化研究中，重庆的国际开放

度成为关注重点。

55..22 对对““枢纽枢纽””的理解逐步深入的理解逐步深入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首次

从强化城市在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中的作用

出发，提出设立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设

想，见表1。

与人们通常印象不同的是，国家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的设立不仅仅从该城市在国家各

大交通网络节点的重要性出发，还强调在城

市这个节点上的各种交通转换与衔接功能。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出台

后，本文探讨的三个区域协调战略研究项目

均在思考交通枢纽城市的内涵，以及建成交

通枢纽城市的步骤与内容，见表2。

自此，建成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内涵及

目标在规划成果中得到完整表达：建成国家

综合交通枢纽本身不是一个目标，它的价值

体现在实现枢纽定位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要重视交通设施对城镇空间布局及产业发

展的支撑与引导作用，从而实现城市可持续

发展。

55..33 不同层级规划重点逐步明晰不同层级规划重点逐步明晰

由于研究所处的层面不同，重点要阐述

的观点也存在差异。认识差异并在各自的研

究层面抓住重点是研究机构需要长期探索的

命题。本文所解析的三个规划研究项目明确

识别了自身任务，在研究上各有侧重，见表3。

由于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化中的工作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个数

8

20

29

综合交通枢纽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成都—重庆、武
汉、西安、沈阳、郑州

石家庄、太原、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
波、合肥、南昌、厦门、济南、青岛、郑州、长沙、南
宁、贵阳、昆明、兰州、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福州、海口、拉萨、西宁、银川、秦皇岛、包
头、通辽、锦州、吉林、四平、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
江、徐州、连云港、温州、金华、芜湖、洛阳、襄樊、衡
阳、怀化、珠海、汕头、湛江、柳州、桂林

表1 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Tab.1 National comprehensive hub cities

资料来源：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

项目名称

成渝城镇群协
调发展规划

重庆交通发展
战略

重庆市城市总
体规划深化

规划视角

强调协调发展，合作及
资源共享是主题

认为合作中有竞争难以
避免，而这一竞争涵盖
了航空、铁路、公路及
水运

进一步提出以重庆市为
核心统筹区域

规划工作重点

重点阐述“协调”的内涵，强调
区域交通设施共享，重点讨论了
成都、重庆的定位差异及分工

较为侧重综合交通系统自身的完
整性

侧重交通系统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关系

表3 规划项目的研究视角及工作重点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key points and contents of different planning projects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9-11]整理。

项目名称

成渝城镇
群协调发
展规划

重庆交通
发展战略

重庆市城
市总体规
划深化

交通枢纽城市内涵

对外通道扩容，强调多
式联运，优化运输结构

在通道增容、优化结构
的基础上提出“市域均
衡”，强化枢纽能力提升
的相应内容

在上述规划基础上，提
升重庆枢纽的国际化内
涵，并进一步明晰枢纽
功能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关系

具体的规划手段

提出对西安及贵州方向的客运专线联系

强调机场为多方式集合的枢纽；
以提升接纳能力为目标梳理铁路枢纽；
增加铁路与公路的对外通道；
强调水运与管道运输在优化运输结构中
的作用

以提升开放程度和增强枢纽能力两方面
来汇总方案措施

表2 关于交通枢纽城市内涵理解的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understandings when developing a hub city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9-1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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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呼应城镇空间布局与产业的关系，所

以在阐述时并没有按照航空、公路、铁路、

水运和管道这五大系统来划分规划内容，而

是将枢纽内涵的分解直接对应到规划内容组

织。这是规划工作重点在规划方案中表达的

一种形式。

66 结语结语

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相比，城镇密

集地区的交通规划似乎更为简单，因为“需

要规划的内容较少”。但事实上，城镇密集

地区交通规划需要更多考虑规划技术之外的

事物，需要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行政体系的

运转规律以及财政体制与政府投资活动之间

的关系。同时，城镇密集地区交通规划应清

晰地辨识什么问题应该放到区域层面来探讨

以及需要搭建何种探讨平台，这往往比思考

区域之间重要基础设施走廊的走向与定位更

为重要与困难。

在今后的区域交通设施规划中需要进一

步反思：除了扩大规模、增加设施等规划方

案以外，如何在“协调共享”上寻求突破并

探寻由此形成的规划方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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