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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自 2004 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经过 10多年的快速建设，中国

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运营速度最快的高

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网络。截至 2014

年末，中国运营速度达到 200 km·h-1以上的

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1.9万km，占全球高铁

赵 倩 1，陈国伟 2

(1.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36；2.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36)

摘要：高铁车站选址需要综合考虑技术、经济以及空间等诸多因素，国内已有研究缺乏针对新建高

铁线路边缘化的选址及其对车站周边地区开发影响的定量分析。以京沪和武广高铁沿线城市的 38

个高铁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探索高铁车站与城市中心的距离这一关键因素对高

铁车站周边地区开发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距离指数，系统分析不同区位高铁车站周边地区的开发

特征，并通过聚类分析，得到车站周边地区开发规模与城市规模、距离指数的关系。结果表明，城

市规模越大、距离指数越小，则开发量越大；在22个有开发车站中，距离指数较低(>0.5~1.0)的车

站周边地区开发效果最为显著；相对大、中开发类车站，小开发类和无开发类车站周边地区的开发

情况对于城市规模和距离指数的变化更加敏感。

关键词：高速铁路；车站区位；车站周边地区开发；聚类分析；距离指数；城市规模；武广高铁；

京沪高铁

Impact of Location on Land Use Development around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Zhao Qian1, Chen Guowei2

(1. Jiangsu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Nanjing Jiangsu 210036, China; 2. Urbanization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of Jiangsu, Nanjing Jiangsu 210036, China)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echnical, economic and spatial factors in site sele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HSR) stations. Existing studies in China lack quantitative analyses on site selection of newly-built

HSR lines in suburban areas and its impact on land use development around stations. Using 38 HSR sta-

tions and their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surrounding areas in cities along 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Railway and the Wuhan-Guangzhou High-speed Railwa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a key factor,

the distance from HSR stations to central urban area, on land use development around HSR stations. By es-

tablishing the distance index,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development around sta-

tion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further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evelopment scale in sur-

rounding areas, urban scale, and the distance index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r

the urban scale and the smaller the distance index, the larger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Among the 22 sta-

tions with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effect of stations with lower distance indices (0.5-1.0)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stations with large and medium-scale development, stations with low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without development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changes in urban scale and the distance in-

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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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里程的 50%以上。随着高铁的迅猛发

展，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

重视。高铁通过缩短区域时空距离，为设站

城市带来资本、人才和商品的快速汇集，进

而改变沿线城镇建设进程。高铁对区域和城

市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区域层面的可达性、城

市层面的经济带动效应以及车站层面的周边

地区开发[1-2]。其中，车站周边地区开发与城

市规划、交通规划联系最为紧密，成为学术

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相关研究表明，空间区位是影响高铁车

站周边地区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车

站与城市中心的距离是影响最大的指标之

一。文献[3]和文献[4]认为影响高铁枢纽站

区开发的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水平、城市规

模、车站可达性、站区开发现状等，并指出

高铁枢纽带来的显著站区开发与距离城市中

心较近有关。文献[5]以京沪高铁沿线 22个

城市的车站及其周边地区为样本，探索高铁

车站设置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影响机制，认为

车站与原有城市中心距离、车站现状及预测

客流量、高铁与设站城市其他交通设施的整

合情况、设站城市现状发展条件等因素决定

了交通设施对周边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表明车站与城市中心距离具有最显著的影响。

高铁车站选址需要综合考虑技术、经济

以及空间等诸多因素，然而当前发展过程中

往往以经济、技术要素为重，而忽略了空间

要素[6]。当前，新建高铁车站普遍选址于城

市边缘。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截至 2011年

末，24个城市共设有高铁车站 46座，其中

新建车站 32座。新建车站中仅苏州站、昆

山南站和宁波东站位于主城区内部，其他29

座车站全部位于主城区边缘或外围。

需要指出的是，高铁对城市的影响在国

内仍属于新兴空间现象[7]，目前研究中虽然

不乏有关高铁车站周边地区开发的综合分

析，但缺乏针对新建高铁线路边缘化的选址

以及其对车站周边地区开发影响的定量研

究。鉴于此，本文以武广高铁和沪宁高铁为

例，以与市中心的距离作为高铁车站选址的

表征指标，分区位研究高铁车站对周边地区

开发的影响特征。

11 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

11..11 研究思路研究思路

本文以 38 座高铁车站的区位和周边地

区开发数据为基础，对车站的区位特征、周

边地区开发状况与区位的关系展开定量分

析。通过构建表征高铁车站与城市建成区范

围关系的距离指数，客观反映高铁车站的区

位特征，并对设站城市规模、车站距离指数

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对区位影响下的高铁

车站周边地区有无开发、不同距离指数下的

开发规模进行分类比较；通过聚类分析，明

确车站周边地区有无开发，以及大、中、小

开发规模与城市规模和车站距离指数的关

系，分析不同规模城市中高铁车站选址对周

边地区开发的影响规律。

11..22 案例选取案例选取

本文选取开通较早、开通时间相近的武

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为研究对象。武广高铁于

2004 年 7 月获得国务院批准，2009 年 12 月

正式通车运营，成为当时世界上一次性建设

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的铁路[8]；贯通湖

北、湖南、广东三省，共经过 15个城市设

置 15座车站。京沪高铁于 2006年 1月获得

国务院批准，2011年6月通车运营；纵贯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

等四省三市，共在 23 个城市设置 23 座车

站。这两条线路联系着中国最重要的京津

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三大都市圈，沿线城市

城市规模等级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武广高铁车站

广州南、武汉

长沙南、清远、岳阳东、株洲西、衡阳东

韶关、郴州西、咸宁北、耒阳西

赤壁北、英德西、汩罗东、衡山西

京沪高铁车站

上海虹桥、北京南、天津南

南京南、苏州北

济南西、枣庄、泰安、徐州东、镇江南、无锡
东、常州北、昆山南

廊坊、沧州西、曲阜东、滕州东、德州东、蚌
埠南、滁州、丹阳北

宿州东、定远

表1 高铁设站城市的规模等级

Tab.1 Scale of cities with HS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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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多样性，为高铁车站与城

市的互动关系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见表1)。

11..33 数据收集数据收集

国外研究提出车站周边地区开发包括

3 个圈层：第一圈层为核心圈层，距车站约

5~10 min步行时间，约为 250~500 m半径范

围；第二圈层为影响圈层，距车站约10~15 min

步行时间，约为 500~750 m半径范围；第三

圈层为外围影响圈层[9]。中国高铁车站周边

地区开发规划也多参照此结构模型，但圈层

半径更大，且车站周边地区开发多非步行尺

度，而规划时又以核心圈层和影响圈层作为

车站周边地区开发范围的主要依据，因此为

了与规划匹配，一般划定高铁车站周边2 km

半径范围作为车站周边地区开发的研究

范围。

本文基于谷歌地图、百度地图和百度实

景地图，对 2014年与两线路获批年份的车

站周边用地变化进行识别、收集和整理，并

以高铁车站与城市中心的距离作为衡量高铁

车站区位的代表性指标。将城市中心市民公

认的公共建筑或公共空间作为城市中心的代

表。与所构建的车站距离指数有关的城市建

成区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用于表征

城市规模的高铁沿线城市城区常住人口数

据，主要来源于城市统计公报以及各年度的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2 地区车站区位基本特征地区车站区位基本特征

22..11 车站区位表征指标车站区位表征指标

高铁车站选址受城市规模、城市建成区

范围、城市发展方向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城

市规模是主要因素[5]。高铁车站到城市中心

的距离与城市建成区规模具有相对性，为更

加客观地比较车站区位，本文引入距离指

数。在理想状况下，城市形态的发展具有趋

圆性，以城市建成面积的平方根代表城市的

建成半径，以高铁车站到市中心的距离与其

进行比较作为高铁车站的相对区位，计算公

式为

q= d
p
, (1)

式中： q 为距离指数，用于衡量高铁车站在

不同规模城市中的相对位置； d 为高铁车站

与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km； p 为城市建成

区面积/km2。 q 值越大，表明高铁车站与城

市中心的相对距离越大，高铁车站的区位越

偏远。

22..22 车站区位比较车站区位比较

武广高铁和沪宁高铁车站所在城市以

大、中城市为主，共 25个，占 65.79%。其

中，大城市 13个，中等城市 12个，特大城

市最少，仅为 2 个。两线路上距离市中心

>10~15 km 的高铁车站最多，约占 50%(17

座，占 44.74%)；其次为距离>15~20 km 的

高铁车站(7座，占18.42%)；第三为>5~10 km

的高铁车站(5座，占 13.16%)(见图 1)。总体

来看，高铁车站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为

14.12 km(见表2)，除北京南站和廊坊站为老

站改造外(分别为7.2 km和2 km)，距离城市

中心最近的为赤壁北站 4.4 km 和昆山南站

4.5 km，最远的为枣庄站和宿州东站，均为

30 km(见表2)。

从超大城市至中等城市，高铁车站与城

市中心的平均距离具有递减规律。中等城市

的高铁车站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最短，为

11.14 km；小城市高铁车站与城市中心的平

均距离反而更大，超过了特大城市和大城

市，达到 15.93 km，仅次于超大城市的

18.92 km。按照不同城市规模比较车站区位

可以发现，城市规模越小高铁车站的距离指

数越大，且呈现急剧增大的趋势。

33 对车站周边地区开发的影响分析对车站周边地区开发的影响分析

33..11 对有无开发的影响对有无开发的影响

本文按照无开发和有开发两类对不同城

市的高铁车站区位进行统计分析。无开发车

站共 16座，占 42.11%(见图 2)。其中，无开

图1 与城市中心不同距离的高铁车站数量

Fig.1 Number of HSR stations by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central urban area

高
铁
车
站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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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等级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均值 1)

城区常住人口总量均值/万人

1 530.09

638.89

203.51

70.15

24.06

330.52

与城市中心距离均值/km

18.92

13.95

14.22

11.14

15.93

14.12

距离指数

0.67

0.62

1.12

1.48

2.83

1.34

表2 高铁设站城市规模与车站到城市中心距离的比较

Tab.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cales of cities with HSR stations and the distance from stations to the central urban area

1）指所有设站城市城区常住人口总量的均值。

图3 与城市中心不同距离的高铁车站周边开发情况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land use development around HSR

stations by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central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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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城市规模高铁车站周边开发情况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land use development around

HSR stations in cities with different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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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中、小城市高铁车站11座，中等城市最

多，为 7 座(占无开发车站总数的 43.75%)，

包括滕州东站、廊坊站、沧州西站、德州东

站、丹阳北站、滁州站、耒阳西站；无开发

的大城市高铁车站有 3座，分别为清远站、

株洲西站和衡阳东站；无开发的超大城市高

铁车站有 2 座，分别为北京南站和天津南

站。有开发的高铁车站共 22座，以大、中

等、超大城市车站为主，其中大城市高铁车

站中有开发的数量达到 10座(占有开发车站

总数的 45.45%)，中等城市为 5座，特大城

市为 2座。综上，无开发车站主要以中小城

市车站为主，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的车站

只有北京南站、天津南站、清远站、株洲西

站和衡阳东站无开发。

从高铁车站与城市中心的距离来看，并

不存在距离越远无开发越多的规律 (见图

3)。在车站分布最多的>10~15 km 距离下，

有开发的车站超过无开发车站 3座；而在较

近(>5~10 km)和较远(>15~20 km)距离下，无

开发车站数量均超过有开发车站数量；距离

最近(>0~5 km)和最远(>20~30 km)时，有开

发车站数量均超过无开发车站数量。

33..22 对开发规模的影响对开发规模的影响

通过统计发现，案例高铁车站的距离指

数序列在 0.5，1.0，1.5，2.0 时有明显的分

类特征，依此将距离指数划分为5类：距离指

数低(≤ 0.5)、较低(>0.5~1.0)、中等(>1.0~1.5)、

较高(>1.5~2.0)、高(>2.0)，以此分析不同区

位的高铁车站开发情况(见表3)。

1）低距离指数车站。

包括北京南站和廊坊站，两站均紧靠城

市中心，为原有车站改造站，车站周边均未

出现新增用地拓展，这主要是由于车站周边

地区开发成熟、功能完善，周边缺乏可拓展

用地。

2）较低距离指数车站。

包括南京南站、昆山南站等 15 座车

站，占车站总量的39%，样本以大城市及以

上规模城市为主。在此距离指数下，高铁车

站周边开发规模最大。这些车站靠近城市主

城区，同时又有一定开发余地，所有样本除

天津南站外，周边均有较大量新增开发，其

中南京南站、昆山南站、上海虹桥站、泰安

站的开发规模均超过 400 hm2，开发规模较

小的赤壁北站、镇江南站也均超过130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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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开发量的平均值为 282.87 hm2，标准差

为 111.88 hm2(占平均值的 39.55%)，离散程

度较大。

3）中等距离指数车站。

包括株洲西、岳阳东等 10 座车站，占

车站总量的 26%，其中大城市 4座，中等城

市 6座。这些车站距城市中心已有一定的距

离，但尚未远离建成区，因此仍有一定开发

需求。从新增开发量来看，无开发和有开发

的车站各 5 座，新增开发量的平均值为

83.02 hm2，标准差为 87.29 hm2(占平均值的

105.14%)。由于与城市中心已有一定的距

离，中等距离指数车站的总体开发量明显小

于距离指数为>0.5~1.0的车站，且离散程度

超过 100%，表明不同车站周边开发的差异

更大，开发的不确定性提高。

4）较高距离指数车站。

包括汨罗东、滁州等 5座车站，占车站

总量的 13%，其中大城市 1座，中等城市 2

座，小城市 2座，车站周边均未进行开发。

在此距离指数下，车站与城市建成区距离较

远，若没有特殊的开发需求一般较难进行车

站周边建设。

5）高距离指数车站。

包括枣庄、丹阳北等 6座车站，占车站

总量的 16%，其中大城市 1座，中等城市 2

座，小城市 3座。这些车站距离城市建成区

非常远，若没有特殊的开发需求一般难以进

行建设，但从研究样本来看，枣庄站、曲阜

站和宿州东站均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开发。

综上分析，距离指数越小，有开发车站

的数量和开发规模越大，即车站周边的开发

概率越高，反之开发概率越低。距离指数过

低，车站周边缺乏可开发用地，距离指数过

高，车站周边开发动力不足，均不利于开

发；距离指数较低(>0.5~1.0)对于促进车站

周边开发最为适宜，新增开发建设量最大。

伴随距离指数的增大，不同车站周边的开发

规模差异更加显著，开发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

33..33 车站开发综合分析车站开发综合分析

本文采用多指标进行车站开发聚类分

析，参与聚类的变量包括：城市规模、距离

指数和车站周边拓展用地规模。京沪高铁和

武广高铁线上的 38 座高铁车站共划分为 6

类，将 6类车站划分为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

两个大类，在大类下对每个小类进行界定和

详细分析(见表4)。

33..33..11 超大城市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车站包括有开发和无开发两

类。超大城市车站的第一类包括上海虹桥

站、广州南站和武汉站，城区常住人口总量

均值 1 483.68万人，平均距离指数 0.81，平

均开发规模 294.02 hm2，说明有开发的超大

城市高铁车站距离指数较小，车站周边开发

初具规模；第二类为超大城市无开发特例，

包括北京南站和天津南站，城区常住人口总

量均值 1 599.71 万人，平均距离指数 0.47，

开发量均为 0。北京南站为老站改造，周边

用地开发已十分成熟，空间拓展受限，在高

铁开通前后车站周边用地没有发生改变，而

天津南站为辅助客运站，距离城市中心较

远，规划客流少，加之公共交通配套滞后，

导致周边尚无开发。

33..33..22 其他城市其他城市

其他城市车站包括大开发、中开发、小

开发和无开发四类。

1）大开发类车站。

大开发类车站以大城市为主，距离城市

中心较近，平均城市规模308.82万人，平均

距离指数 0.73，平均开发规模 413.26 hm2。

大开发车站中有两个特例：枣庄站距离指数

距离指数

低( ≤ 0.5)

较低(>0.5~1.0)

中等(>1.0~1.5)

较高(>1.5~2.0)

高(>2.0)

车站数量/座

2

15

10

5

6

有开发车站/座

0

14

5

0

3

有开发车站的新增开发量/hm2

平均值

0

282.87

83.02

0

106.90

标准差 1）

0

111.88

87.29

0

153.87

表3 不同距离指数下车站周边开发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land use development around stations under different distance indices

1）用于反映开发规模的差异程度，标准差越大，不同车站周边开发规模差异越大，反之越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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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超大城市
车站

其他城市
车站

小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高铁车站

上海虹桥、广州南、武汉

北京南、天津南

南京南、济南西、泰安、
昆山南、蚌埠南

枣庄、宿州东

苏州北、无锡东、常州北、
徐州东、长沙南、韶关

岳阳东、镇江南、郴州西、
咸宁北、赤壁北、曲阜东

清远、株洲西、衡阳东、滕州
东、廊坊、沧州西、德州东、丹
阳北、滁州、耒阳西、汨罗东、

英德西、衡山西、定远

特征

有开发

无开发

大开发

中开发

小开发

无开发

距离较近

特例

大城市为主，
距离较近

特例

大城市为主，
距离较近

中小城市为主，
距离中等

中小城市为主，
距离较远

城区常住人口
总量均值/万人

1 483.68

1 599.71

308.82

135.01

326.53

76.39

64.47

平均距离
指数

0.81

0.47

0.73

3.07

0.95

1.38

1.92

车站周边平均拓展
用地规模/hm2

294.02

0

413.26

292.30

252.88

110.76

0

表4 高铁车站开发的聚类分析

Tab.4 Cluster analyses of land use development of HSR stations

达到 2.48，开发规模达到 364.32 hm2，主要

原因是枣庄于2001年开始在距离老城30 km

以外的城市东侧建设新城，高铁车站正选址

于老城与新城之间，高铁开通后新城与老城

的建设迅速向高铁车站周边拓展，车站周边

得到较快开发；宿州市区人口不足 50 万

人，宿州东站距离指数达到3.07，但车站周

边建设规模达到 220.28 hm2，原因在于宿州

市围绕宿州东站规划 3 000 hm2的马鞍山现

代产业园，以政府主导推动高铁新区的发

展，但目前空置率较高。

2）中开发类车站。

中开发类车站以大城市为主，距离城市

中心较近，此类与大开发类车站的平均城市

规模相当，为 326.53 万人，但距离指数略

高，为 0.95，平均开发规模明显减少，为

252.88 hm2，可见在城市规模相当的情况

下，车站周边地区开发强度对区位非常敏感。

3）小开发类车站。

小开发类车站以中小城市为主，距离指

数中等，平均开发规模为110.76 hm2。

4）无开发类车站。

无开发类车站以中小城市为主，距离城

市中心较远，平均城市规模略低于小开发

类，但距离指数更大，平均达到1.92。说明

城市规模小、车站区位更为偏远，车站周边

开发的动力明显不足。

可见，大、中开发类车站以大城市以上

规模城市为主，车站区位较好(距离指数小

于 1.0)，中开发的距离指数比大开发略小，

但开发规模明显降低；小开发和无开发车站

均以中小城市车站为主，设站城市的平均城

市规模相当，但无开发车站距离指数远远超

过有开发车站，表明中小城市车站周边开发

强度对于距离指数的变化更为敏感。

44 结语结语

在高铁快速建设时期，城市规划部门缺

乏车站选址的话语权，车站距离城市普遍较

远，地方政府为实现高铁对城市发展的带动

作用，开展大规模的规划和建设成为许多城

市的共同选择[10]。本文探讨了在此背景下高

铁车站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对车站周边开发的

影响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设站城市以

大、中城市为主，近50%的车站与城市中心

距离为>10~15 km，平均距离达 14.12 km；

设站城市规模越小，车站区位越偏远(即距离

指数越大)，且距离指数呈急剧增大的趋势。

其次，在本文调查的 38 座高铁车站

中，无开发车站有 16 座，占总样本的

42.11%，以中小城市为主。从区位影响来

看，距离指数为>0.5~1.0的车站周边地区开

发效果最显著，同时此区间以大城市及以上

规模城市为主。中小城市距离指数普遍在

1.0以上，且高铁车站对周边地区开发的影

响相比距离指数为>0.5~1.0 的车站差异更

大，依托高铁车站开发的不确定性升高。

最后，以城市规模、距离指数和车站周

边拓展用地规模三变量的聚类分析将 38座

高铁车站划分为 6类。通过分类比较发现，

大开发类和中开发类车站以大城市及以上规

模城市为主，距离城市中心越近，开发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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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小开发类和无开发类车站以中小城市

为主，其开发状况对于城市规模和距离指数

的变化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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