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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以 2008年 8月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以下

简称“高铁”)的开通运营为标志，伴随国

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的逐

步实施和铁路客运专线的建设，中国迎来高

铁的繁荣发展。作为大运量、快速化的客运

方式，高铁的发展给城市铁路客运枢纽系统

带来变革：城市火车站呈现客货运分离的态

势；技术进步使特大城市铁路客运量大幅提

升，铁路客运枢纽的空间分布和系统构成也

因此面临重组。既有铁路客运枢纽需要通过

改扩建来适应高速化扩张。但既有火车站地

处城市建成区甚至中心区，扩容余地和疏解

能力有限。许多城市结合铁路客运专线和城

际铁路建设新的客运枢纽，城市铁路客运枢

纽系统逐步形成多点格局。在这一背景下，

特大城市铁路客运枢纽运营及周边城市发展

将呈现何种变化趋势，成为城市规划和交通

专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

胡 晶，黄 珂，王 昊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37)

摘要：伴随高铁时代的来临和城市快速扩张，铁路客运枢纽地区与城市功能的一体化发展面临新的

机遇与挑战。基于节点-场所模型进行扩展，描述交通流重构、场所功能重组，以及三类地区的发

展趋势。应用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铁路客运枢纽、既有城市中心之间

的关系，探讨铁路客运枢纽和城市中心实现节点与场所平衡的路径。提出通过客流培育与长途功能

疏解提升既有铁路客运枢纽的场所功能，通过耦合与直达提升既有城市中心的节点功能，同时完善

新建铁路客运枢纽的节点与场所功能，从而实现铁路客运枢纽和城市中心的节点-场所平衡。

关键词：铁路客运枢纽；城市功能；节点；场所；一体化

Interaction between Railway Terminals and Urban Functionalities in Mega Cities: An Extend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Node-Place Model

Hu Jing, Huang Ke, Wang Hao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high-speed rail era and rapid urban expans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ailway terminal areas and urban functionalities are fac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node-place mod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ffic flow, reorganiza-

tion of functional place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ree types of regions. The paper applies the model

in the empirical study, which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railway terminals, existing railway

terminals and city centers, and further discusses how to balance node and place functionalities between rail-

way terminals and city centers. The paper proposes to elevate the place functionalities of railway terminals

through passenger growing and long-distance transport mitigation and to enhance the node functions of ex-

isting city centers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direct accessibility. Meanwhile, the paper emphasizes improving

both the node and place functionalities of new railway terminals so as to realize the node-place balance be-

tween railway terminals and city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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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节点-场所模型的扩展分析，

阐述区域一体化时期特大城市铁路客运枢纽

与城市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铁路客运

系统内部各枢纽之间的变化情况，以及铁路

客运枢纽与城市功能之间的关系，并给出如

何调整失衡节点与失衡场所的措施。

11 节点节点--场所模型场所模型

11..11 模型解释模型解释

铁路客运枢纽地区既是城市对内、对外

交通的重要节点，也是开展各类城市活动的

功能区。文献[1]提出的节点-场所理论解释

了枢纽地区的双重属性。枢纽地区同时作为

节点(nodes)与场所(places)存在，是交通网络

中的节点与城市空间中的场所；前者体现枢

纽的交通属性，后者则体现其功能属性。

节点-场所模型描述五种不同的情景(见

图1)。沿中间斜线两侧是平衡区位，表示节

点价值与场所价值等价，根据价值不同分为

三类：顶部的压力区域表示交通和各类城市

活动的强度均处于最大状态；底部的从属区

位表示交通和城市活动均较少；中间部分表

示活动强度适中。模型还描述两类失衡状

况：左上方为失衡节点，表示该地区的交通

发展优于城市活动发展；右下方为失衡场所，

表示该地区的城市活动较多而可达性较差。

节点-场所理论强调枢纽地区的协同作

用而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节点-场所的价值

包括潜在的和实际产生的价值。如果一个枢

纽的客流量大，说明其具有潜在的场所价

值；如果一个地区场所价值高，功能集聚，

则面临改善可达性以提高节点价值的可能。

在描绘单一枢纽的运营发展状态及周边

地区发展方面，节点-场所模型适用性很

强，因此得到广泛应用。在TOD理念的支

撑下，基于节点-场所模型的扩展研究，文

献[2]针对交通枢纽的国家政策提供建议，指

出交通节点作为潜在会面场所的重要性。该

观点被荷兰第五次国家空间规划战略采纳，

《空间规划与环境》 (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明确指

出：“在国家城市网络中，创造易达、有吸

引力、具有多种功能以及设有公共设施的城

市中心至关重要。……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

基础设施节点周边建立城市中心。”豪达佩

尔·考芬(Goudappel Coffeng)咨询公司更是旗

帜鲜明地指出“交通节点是城市中心”这一

概念，并在《市政工程与水管理》 (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

ment)中写道：“在城市中心区开发中，对现

有基础设施及其发展潜力的最优利用是首要

目标之一。而当发展基础设施时，创造市中

心服务设施的可能性也是可以预期的。”[2]

11..22 模型局限模型局限

节点-场所模型及扩展研究，虽已大量

应用于国外交通枢纽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及

政策制定，但其解释力仍然局限于单个枢

纽。在国外城镇化平稳发展时期，这一欠缺

并不会带来太多问题，毕竟在相对静止的外

部环境中，某一节点的交通特征变化所涉及

的范围有限。但对于同时处于城镇化快速发

展时期和区域一体化时期的中国特大城市而

言，枢纽系统面临的变化并非单点模型所能

涵盖。

随着高铁的建设，北京、上海、武汉等

城市已形成拥有三个以上铁路客运枢纽的格

局，对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总体布局以及城

市中心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在枢纽经历

增长—分化—增长过程的同时，与之关系密

切的城市空间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针对中

国特大城市的现状环境，原始模型缺乏描述

与分析能力。因此，本文从枢纽分化和城市

结构演变的角度对节点-场所模型进行扩展。

22 节点节点--场所扩展模型场所扩展模型

22..11 流的变化流的变化

铁路客运枢纽是铁路客运交通流以及城

市接驳交通流交汇的场所。当城市建设新的

铁路客运枢纽时，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总流量

以及内外交通转换的方式都会相应发生变化。

失衡节点
压力

平衡

从属 失衡场所

场所

节
点

图1 节点-场所模型

Fig.1 Node-place model

资料来源：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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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点

既有城市中心
(失衡场所)

既有铁路客运枢纽
(失衡节点) 压力

平衡

场所新建铁路客运枢纽/
新建城市中心

(从属)

图2 节点-场所扩展模型

Fig.2 Extended node-place model

O

A

B
C

图 2 中左侧的紫色椭圆即表现流的变

化。新建铁路客运枢纽(C)导致城市对外交

通量高速增长，且增量大多集中于枢纽C，

既有铁路客运枢纽(A)对外交通流的增长将

会停滞，其在城市对外交通总量中的分担比

例将会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的改善，特别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

设，枢纽A的交通疏解能力大大增强。

经历流的变化，枢纽A过于繁重的节点

功能得以疏解，枢纽 C 的节点功能逐步培

育。在此背景下，枢纽A迎来功能改造提升

的契机，在轨道交通的支撑下得以体现新的

场所价值，例如日本东京站、大阪梅田站。

经过这一过程，枢纽A将向O点移动，在适

当的基础设施支撑和改造政策促进下，这一

失衡节点将重回平衡区域。同时，枢纽C也

会因为节点价值的提升逐渐向O点移动。

22..22 场的变化场的变化

随着区域一体化时期的到来，城市各功

能联系的空间尺度进一步增加，同时，对于

使用高铁进行商务出行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而言，时间的相对价值也提升了。正是这样

的双重压力，使得铁路和轨道交通这类大运

量、高速度的交通方式，在特大城市的结构

调整中获得日益重要的地位。特大城市外围

的新兴增长地区，通过轨道交通实现与原有

城市中心区的耦合与直达，对于城市在区域

网络中规模与聚集效益的实现十分必要。正

是认识到这一发展诉求，纽约、伦敦等城市

将直达性的轨道交通引入位于城市中心的铁

路客运枢纽或没有枢纽的城市中心，在城市

中心原有价值很高的地区，重新提升其节点

价值，成为特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趋势。

图 2右侧的紫色区域反映这一趋势与过

程。通过在既有城市中心(B)建设新的铁路

客运枢纽，处于城市边缘的枢纽C可以和城

市中心形成直达关系。一方面，城市中心的

节点价值得到显著提高，同时由于区域一体

化的发展和多中心城市格局的形成，其城市

功能，即场所价值虽然仍会发展，但在整个

区域中所占比例会有所下降，带动这一枢纽

由B点向O点移动，在适当情况下，失衡状

况将被扭转，新的平衡逐渐建立。另一方

面，随着这一连接的建立，位于城市边缘的

新枢纽地区，相对区位得到有效提升，在节

点价值提升的同时，场所价值也会得到更好

的发挥，即从C点向O点移动，从而达成平

衡的发展愿景；而不是像目前某些过于孤立

的城市外围枢纽一样，由于与城市中心区联

系不足而向A点移动，导致新的失衡。

22..33 扩展模型总结扩展模型总结

扩展模型主要从城市交通体系和城市空

间结构整体发展层面出发，描述两种变化以

及三类地区的发展趋势。

变化一指交通流重构。新枢纽的建设疏

解老枢纽的对外交通流，同时，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和公共交通发展使得老枢纽对内交通

疏解能力有所提升，新的发展预期在此背景

下展开。

变化二指场所功能重组。区域一体化时

期，特大城市外围多中心的构建与城市既有

中心的发展密不可分，新增城市轨道交通将

既有城市中心与新枢纽地区联系在一起。缺

乏交通节点支撑、功能密集发展的城市中心

(失衡场所)可获得节点功能的提升，其场所功

能也借由新的链接向外围新枢纽地区传导。

三类地区的发展趋势具体如下：1)既有

铁路客运枢纽具有节点价值高、场所价值低

的特征，即失衡节点，伴随枢纽系统改扩

建，通过提升场所价值回归平衡；2)既有城

市中心具有场所价值高、节点价值低的特

征，即失衡场所，受到城市地铁、区域快

线、铁路客运专线等交通系统建设的影响，

有机会通过改善可达性提升节点功能，向城

市外围疏解场所功能；3)失衡节点与失衡场

所的变化影响新建铁路客运枢纽，获取既有

铁路客运枢纽疏解的客流需求和失衡场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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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发展机会，新建铁路客运枢纽的场所与

节点价值有望得到双重提升。

图 2中由A，B，C，O四个节点以及节

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的扇型空间表明：特大城

市的铁路客运枢纽系统和城市中心系统是有

机整体，三类地区的发展始终处于动态变化

过程中，且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枢纽周边

地区的发展若以走向平衡为目标，则需要其

他地区的配合，也需要更宏观的规划视野和

交通空间政策加以引导和支撑。

33 实证分析实证分析

交通与土地使用的一体化发展不是简单

的物理反应，而是会产生相互融合、彼此影

响的化学作用。认识和辨析枢纽地区的节

点-场所价值，既要研究铁路客运枢纽的客

流量、客流特征等交通属性以及枢纽系统内

部的转换情况(即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

铁路客运枢纽的关系)，也要分析新的区域

格局下城市功能面临的新变化及其与枢纽之

间的关系(即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中心

的关系)。依托节点-场所扩展模型，本文将

重点分析“流”和“场”的变化，在此基础

上，探讨既有铁路客运枢纽、既有功能中心

以及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三类地区的发展趋势。

33..11 交通流重构和场所功能重组交通流重构和场所功能重组

高速铁路的繁荣发展带来城市铁路客运

枢纽体系的快速拓展，特大城市的铁路客运

枢纽体系将率先面临重构。同时，高铁建设

使城市之间的联系发生变革，城市间出行时

间被大幅压缩，不仅有效推动区域一体化进

程，也给腹地到达火车站的交通带来挑战。

因此，需要在新的一体化背景下，重新审视

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中心，尤其是面向区域

的功能中心之间的关系。

33..11..11 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铁路客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铁路客

运枢纽的客流培育与疏解运枢纽的客流培育与疏解

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呈现出扩展模型中左

翼紫色区域的发展规律。1978—1995年，北

京市铁路客运处于单枢纽快速增长时期，城

市年客运量从 1978年超过 1 000万人次快速

增至1988年3 000万人次以上并保持稳定(见

图3)；北京站作为主要客运站，分担了全市

60%~70%的铁路客运量(见图 4)。1995 年，

北京站运能接近饱和，为缓解北京站的客流

压力，北京西站开始建设。

1996—2008年，北京市迎来双枢纽快速

增长时期。北京西站建成后，迅速分担了北

京站的压力，同时极大提升了整体铁路运

能。运能的提升促进整个地区铁路客运量的

快速增长，北京市铁路年客运量从 3000万

人次以上提升至超过 7 000万人次(见图 3)。

同时，北京站的分担率从 1995 年 70%降至

40%，北京西站的分担率则迅速提升至 50%

左右 (见图 4)，形成双枢纽的客运格局。

2004年，北京站进行扩容改造，提升运能，

其年客运量也于2008年突破3 000万人次。此

时，两个客运枢纽又无法满足城市客运需求，

北京南站与高铁网络的兴建开始提上日程。

2009年后，伴随高铁网络快速增长，北

京市迎来多枢纽运营的时代。随着北京南站

建设、京津城际开通、京沪高铁网络建设，

北京市铁路客运系统迎来三个枢纽鼎足而立

的高铁时期。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北京市铁路年客运量突破 1亿

人次。伴随丰台站、大红门站、星火站和通

州区火车站的建设，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体

北京市

19
78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北京站 北京西站

年份

年
客
运
量

/万
人
次

图3 1978—2008年北京市历年铁路客运量

Fig.3 Railway passenger volumes from 1978 to 2008 in Beijing

资料来源：根据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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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Share of passenger volumes of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and Beijing West

Railway Station in Beijing's total railway passenger volume (1978—2008)

资料来源：根据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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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将在更大空间尺度内进行重组，铁路在京

津冀区域要素流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也将面临分化。文献[4]

指出，位于城市中心既有枢纽的长途功能将

有机会向外围疏解，同时公共交通枢纽功能

进一步强化，实现对外交通与内部交通的快

捷换乘，而外围的新建枢纽将对既有枢纽的

客流起到分流作用，客流量的快速培育将显

著提升枢纽地区的节点价值。

33..11..22 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城市中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城市中

心的耦合与直达心的耦合与直达

随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城市运行效

率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该问题在特大城市尤

甚。尽管许多城市很早就确定了建设外围新

城以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设想，但是在市场

经济引导下，商业、办公等设施仍倾向于在

条件成熟的中心城区选址，就业空间仍大量

集中在市中心，城市外围组团集聚大量居住

用地。在建设新城以疏解旧城的预期下，新

城缺乏培育中心的动力，对旧城中心形成严

重依赖，城市单中心发展模式却得以进一步

强化。上述发展困境说明，由于缺乏有效交

通衔接，外围发展脱离既有中心的支撑，在

缺少强力行政干预的背景下，很难在短期内

形成与既有城市中心平衡的外围功能中心。

因此，特大城市在未来铁路客运枢纽建设过

程中，既要考虑结合枢纽建设新城中心，更

需要重视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功能中心

的关系。

从国外高铁发展经验来看，新建铁路客

运枢纽若位于城市中心区则容易取得成功，

若位于边缘区则需要具备更多的条件以确保

成功，其中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与城市中心

有很好的联系。在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与既有

功能中心之间建立便捷联系，不仅能够使新

建铁路客运枢纽以及周边地区快速集聚人

流，有效促进新的功能中心形成，对于既有

中心而言，也是有效提高其可达性，缓解市

中心交通拥堵的重要方式。

33..22 三类地区耦合发展新趋势三类地区耦合发展新趋势

33..22..11 失衡节点失衡节点：：既有铁路客运枢纽场既有铁路客运枢纽场

所价值的提升所价值的提升

中国铁路客运枢纽场所价值的提升空间

巨大。在过去铁路与城市分割式管理体制

下，对铁路客运枢纽周边地区利用不足，尤

其是车站步行范围内，空间使用效率低、功

能单一等问题十分严重。文献[5]指出，高铁

车站5~10 min的步行区域内开发价值和建筑

密度应该最高，即该区域的潜在场所价值最

高。而中国火车站房和站前广场占地大，既

有开发量小，呈现空心化特点，反而成为城

市中的发展洼地。高铁时期带来铁路的复苏

与繁荣，铁路客运枢纽地区的潜在价值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短时耗、高频率的特点使旅

行时间大幅缩短，乘客对城市内外部交通转换

的效率和枢纽的环境品质提出更高诉求，成

为促进铁路客运枢纽场所价值提升的推动力。

欧洲、日本等国家的高铁技术发展较

早，火车站的地位重获重视，火车站在重建

和改建过程中都会被赋予振兴和带动经济发

展的重任。以荷兰为例，从国家到城市，从

理论到实践，以火车站周边地区再开发引领

城市复兴的观点成为共识。为推动国家政策

的实施，荷兰中央政府确定优先发展 6个国

家级城市网络，并通过投资新关键项目

(new key projects)来实现城市复兴(见图 5和

表1)。高铁车站被认为是带动城市复兴的关

键设施，这 6个国家级项目全部位于铁路客

运枢纽地区。在车站再开发过程中，不仅利

用其高度连接性提高节点价值，也通过将车

站与其他交通方式相连接来提高和创造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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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Distribution of six state-level networks in Netherlands

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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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价值，从而形成高密度的综合城市区域。

经过 30 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特大城市

经历了以增量发展为主的城镇化进程，资源

浪费、交通拥堵、效率低等问题日益严重，

城市功能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未来，以资

源活化为复兴载体、以内涵提升为重点的存

量规划与设计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常态。在

此背景下，铁路客运枢纽的价值将被重新认

识，其周边地区也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此

外，铁路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城市各区域

的联系，通过对铁路客运枢纽地区的功能重

组也可以缝补因铁路线分割而产生的城市裂缝。

33..22..22 失衡场所失衡场所：：既有城市中心节点价既有城市中心节点价

值的提升值的提升

作为城市各类公共活动最为集中的地

区，城市中心既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城市中建筑密度、交通压力最大的

区域。以生活性服务为主体的商业中心和以

生产性服务为主体的商务中心，都是城市经

济势能最大的地区。提高城市中心可达性不

仅有利于解决因人流集聚带来的交通拥堵问

题，也有利于实现功能的进一步集聚和提

升。对于城市中具有区域性服务职能的中心

来说，随着辐射范围的扩大，仅通过城市轨

道交通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在城市中心和区

域中相关联的功能组团之间建立直达联系成

为实现中心对区域辐射带动的关键因素。

尽管在城市建成区，尤其是城市中心引

入新的轨道交通设施工程难度和需要协调的

利益关系超乎想象，但纽约、伦敦、巴黎等

城市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也在努力提升既有城

市中心的节点价值。纽约曼哈顿开展深入东

区 (East Side Access, ESA)、通向区域核心

(Access to the Region's Core, ARC)、通道

(Gateway)等一系列研究与实践。英国的

crossrail工程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欧洲最大的

基础设施项目，该铁路东西向贯穿伦敦中心

区，在伦敦郊区与市中心之间建立直达联

系，能够有效地提升郊区中心功能，推动区

域复兴。巴黎的RER线也是基于将市郊铁路

引入城市中心而建，其定位为市郊铁路干

线，在市中心仅在枢纽站设站与地铁换乘，

而在市郊设站密度增加，强调新建铁路客运

枢纽与城市中心的直达与便捷。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不再仅作为

整体与其他城市产生联系，尤其特大城市的

各功能组团与其他城市相关组团之间存在独

立的产业联系和功能对接。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提升这些地区的可达性，通过便捷的交

通实现各城市面向区域功能中心之间的直达

联系，才有可能实现城市间协同发展，增强

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构建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区域快线、城市轨道交通等多层

次的轨道交通系统迫在眉睫。经过近年的快

速发展，满足城际出行的高铁和满足城市内

部出行的地铁迅猛发展，而满足都市区层次

各功能中心之间以及功能中心与铁路客运枢

纽之间直达性的铁路系统尚未起步。

33..22..33 从属状态从属状态：：利用新建铁路客运枢利用新建铁路客运枢

纽构建新的城市中心纽构建新的城市中心

国外经验证明，结合铁路客运枢纽构建

新的城市中心是可行的，铁路客运枢纽也被

认为是引领城市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拓展的重

要工具。作为世界首座城市综合体和欧洲最

大的交通枢纽，结合枢纽建设的拉德芳斯地

区逐步成长为欧洲重要的城市功能区和巴黎

副中心。东京新宿、池袋和涩谷也是以大规

模的枢纽站为中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同时

聚集大量办公和商业设施，成为东京的三大

副都心。

应有效激发新建铁路客运枢纽的潜在价

值，在实现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的平衡发展

中，重点关注集约开发、功能复合和环境宜

人等问题。铁路客运枢纽的高节点价值决定

项目名称

阿姆斯特丹南站

鹿特丹中央车站

乌德勒支中央车站

海牙中央车站

阿纳姆中央车站

布雷达车站

项目类型

商务区改造

市中心改造

市中心改造

市中心改造

市中心改造

市中心改造

项目定位

中央商务区，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商务、办公为主

上盖综合体，CU2030综合项目的一部分

New Center综合项目的一部分

Arnhem Centraal/Coehoorn综合项目的一部分

上盖综合体，Via Breda综合项目的一部分

建设情况

仍在扩建

已建成

在建

已建成

已建成

在建

表1 荷兰六个国家级新关键项目基本情况

Tab.1 Overview of the six new state-level key projects in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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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应以集聚的方式进行建设，将交通势能转

化为经济势能，使空间的集聚与铁路的高速

化、铁路出行的高频化相互匹配。宜在场所

价值最高的车站步行范围内进行集中式综合

开发，摒弃航站楼式的站房布局方式，使枢

纽与周边地区建立便捷联系甚至融为一体。

从单一的交通空间走向综合的城市场

所，功能的多元化是激发地区活力的关键。

铁路设施与其他公共交通设施应一体化布

局，最大限度提高换乘效率，同时提供商

业、娱乐、餐饮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服务，使

枢纽地区成为满足多样化城市活动的场所。

铁路客运枢纽的节点价值在于其内外部

交通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客流，客流的行走和

停驻是带动车站地区发展的核心资源。应利

用换乘空间塑造舒适的步行空间和可供停留

的场所，以步行为尺度，创造舒适的空间环

境，充分利用各种交通方式的换乘通道，通

过培育商业服务、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实

现焕发地区活力的目标。

44 结语结语

在区域一体化和高铁时代背景下，制度

创新为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功能的一体化发

展提供契机。为更好地解读中国特大城市枢

纽与城市功能的互动关系及动态发展过程，

本文对节点-场所模型进行扩展，在原有橄

榄球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两翼与四个节点，分

别描述交通系统“流”的变化和城市功能

“场”的变化，以及在这样的变化趋势下三

类地区重回平衡的发展前景。基于节点属性

进行铁路客运枢纽系统的重组，基于场所属

性实现枢纽与城市功能的一体化。既有铁路

客运枢纽(失衡节点)通过场所价值的提升引

领城市复兴；既有城市中心(失衡场所)通过

提高可达性实现功能的进一步提升；结合新

的铁路客运枢纽构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特

大城市多中心发展框架。三种状态的最终目

标是实现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的平衡。

国家层面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逐步突

破铁路建设用地一体化开发的制度障碍，铁

路建设用地的单一开发模式也将被逐步打

破。区域铁路和市郊铁路的建设和运营主体

为各级地方政府或区域政府，更有机会将线

路和枢纽建设与城市功能统筹布局。未来中

国特大城市有望实现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中

心的耦合、城市重要功能区达到节点与场所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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