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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都市圈外围向心的通勤交通比例高、中心区交通压力大，因此都市圈通常采用以轨道交通为

主的交通发展模式。首先结合伦敦、纽约、东京都市圈案例，分析轨道交通对都市圈空间形态的影

响。结合广佛都市圈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低运量轨道交通4个层级轨道交通的发

展，从枢纽规模与布局、网络一体化、运营管理与车站开发等方面提出存在的问题。指出分散布局

的轨道交通枢纽与互联互通的轨道交通网络是适合都市圈的轨道交通发展策略。最后，针对东京都

市圈轨道交通发展模式借鉴、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快线采用地下线路形式穿城、如何实现“四网合

一”、枢纽空间的规划预留等方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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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a high proportion of commuting traffic toward city center where

suffers a high travel demand within itself as well, metropolitan areas are now usually considering the devel-

opment of using rail transit oriented transportation mod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rail tran-

sit on spatial form of metropolitan areas through case study of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metropolitan

areas. Based on the hierarchy of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 including

national railway, intercity railway, urban rail transit, and low capacity rail transi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terminal scale and layout, network integra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station develop-

m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combined rail transit terminals and integrated rail transit network are suit-

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rail transit in metropolitan area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rail transit in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the usage of underground lines for urban

railway and rapid rail trans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integration across four modes, and space reser-

vation for terminal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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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推动下，都

市圈中的核心城市开始突破地理界限，代表

区域乃至国家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作

用。以著名的纽约、东京、伦敦与巴黎都市

圈为例，它们对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发展都

起到了带动、引领作用。2011年，中国城镇

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1]，城镇化发展进入

新阶段，都市圈建设成为城镇化进程的重要

内容。经验表明，都市圈建设与轨道交通发

展息息相关。本文在广佛都市圈的视角下，

总结都市圈与轨道交通的发展经验，为中国

都市圈建设提供思考。

11 都市圈与轨道交通都市圈与轨道交通

11..11 都市圈的概念都市圈的概念

最早提出都市圈概念的是法国地理学家

简·戈特曼(J.Gottmann)，他在1957年的研究

中提出，都市圈是城镇化过程中新出现的城

市空间形态分布[2]。多数学者认为，都市圈

景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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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都市圈视角下的轨道交通发展思考广佛都市圈视角下的轨道交通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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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一个或者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周边

城市在空间地理和功能要素上分工、合作，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融为一体的区域经济现

象。1975年，日本总理府统计局对都市圈的

界定标准为人口 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且外

围区域向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低于15%[3]。

11..22 都市圈交通发展模式都市圈交通发展模式

由于都市圈外围向心的通勤交通比例

高，中心区的交通压力通常较大，轨道交通

成为主要的交通发展模式。表 1显示，在伦

敦、纽约、东京三大都市圈，从外围区进入

中心区，轨道交通全方式出行分担率超过

60%。这一特征背后是大规模轨道交通设施

建设的支撑。伦敦都市圈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超过 3 100 km，其中郊区铁路 2 500 km；东

京都市圈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3 500 km，其

中郊区铁路长2 300 km[4]。

11..33 轨道交通与都市圈空间形态轨道交通与都市圈空间形态

轨道交通支撑都市圈的发展，可归纳为

3个阶段[5]：

1）单核心聚集阶段。中心城市不断吸

引周边的人口、就业与投资，城市沿轨道交

通轴建成多个卫星城、新城或更多小城镇，

空间上形成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

金字塔结构。

2）单核心—副中心聚散阶段。轨道交

通朝着快速化、多方式发展，都市圈内除建

成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开始建设市郊铁路、

城际铁路，这些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建成以

后，凭借与核心区的便捷联系促使多个副中

心形成，空间上形成单核心+多副中心的形态。

3）多中心一体化阶段。区域内建成多

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可达性大幅提高，城市

空间体系内存在两个或以上实力相当的城

市，共同组成都市圈发展核心，形成交通一

体化的多中心网络模式。

贯穿以上发展阶段，轨道交通对都市圈

空间形态的影响包括三个层面：1)宏观层

面，轨道交通网络直接影响都市圈发展规

模，例如轨道交通环加放射的形态影响建成

区的规模与走向；2)中观层面，轨道交通线

路走向影响都市圈的用地布局，例如带状城

市容易形成若干城市组团，轨道交通线路的

串联可加快组团发展成为城市连绵带；3)微

观层面，轨道交通车站影响周边用地开发，

通常轨道交通车站周边步行10 min范围内的

土地会大幅升值，用地模式更多样化。

22 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情况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22..11 广佛都市圈概况广佛都市圈概况

广佛都市圈包括广州市与佛山市，辖区

面积 1.12 万 km2，2015 年常住人口 2 043 万

人。其中广州市辖区面积7 434 km2，常住人

口 1 308 万人；佛山市辖区面积 3 875 km2，

常住人口 735万人 [6]。广州市与佛山市分别

是广东省经济总量位列第一和第三的城市，

两市中心区相距仅 15 km，接壤边界长约

200 km。两市人员、商贸交往频繁，联系紧

密，具有同城发展的条件和需求。历史上，

广州与佛山曾同属于南海、番禺所管辖，孙

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就曾提过广佛同城发

展的概念。

广佛都市圈目前处于单核心—副中心聚

散阶段，广州市中心城区与佛山市中心城区

构成都市圈核心地带，花都、萝岗(黄埔)、

番禺、顺德、南沙正建设成为都市圈副中

心。广佛都市圈正在打造“一心六区”的空

间格局，一心指广佛核心，六区包括以现代

服务为主的广佛核心区、北部空港经济区、

南部临港产业区、西部现代制造产业区、东

部创新产业区、生态旅游产业区。

22..22 广佛都市圈的轨道交通发展广佛都市圈的轨道交通发展

现状广佛都市圈内的轨道交通有 4个层

级，分别是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

都市圈

伦敦

纽约

东京

人口/万人

1 755

1 984

3 179

面积/万km2

2.72

3.32

1.31

出行分担率/%

小汽车

25

30

11

轨道交通

65

61

86

公共汽车

7

7

1

其他

3

2

2

表1 全球三大都市圈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hree global metropolitan areas

资料来源：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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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低运量轨道交通(见图1)。

1）国家铁路呈双人字形网络形态，包

括京广、南广、贵广、广深港等高速铁路和

广茂、广珠、广深、京广等普速铁路。四大

铁路枢纽分别是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东

站和广州北站，年旅客发送量 9 759 万人

次，近 5年年均增速 12.2%。2015年，广州

南站旅客发送量首次超过广州站和广州东站

的总和，达4 874万人次，高速铁路引发客

运格局改变。

2）城际铁路共有广佛线、广珠城际与

广佛肇城际3条线路，总长111 km。广佛线

以地下铁路的形式建设运营，总长 26 km。

该线路客流持续增长，2010年客运量 7.8万

人次·d-1，2015年达15.3万人次·d-1，其中广

佛之间的交换量9.1万人次·d-1，约占总量的

60%，具有明显的同城特征。广珠城际总长

34.5 km，客运量6.3万人次·d-1。广佛肇城际

总长50.5 km，每日发送列车班次10对。

3）城市轨道交通共有9条地铁线路，全

长 266 km，全网日均客运量 659万人次·d-1，

相当于广佛都市圈人口的32%，地铁客流强

度高居全国之首，达到2.5万人次·km-1[7]。

4） 低运量轨道交通包含 1 条海珠有轨

电车线路，全长 7.7 km，设 10 站，兼备通

勤、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在建的T2

(南海试验段)长13.1 km，设13站。

33 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的问题与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的问题与

对策对策

33..11 枢纽规模与布局枢纽规模与布局

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及枢纽布局如图 2

所示，现状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枢纽规模严重不足，客运压力

大。据预测，广佛都市圈内的铁路客运需求

在 2030 年将达 4.1 亿人次，2040 年预计为

7.3亿人次。现状枢纽站台规模 24台 47线，

至 2020 年规划 53 台 105 线，远期仍存在约

50条到发线缺口。

2）枢纽布局集中，不利于空间结构优

化。三大铁路主枢纽(广州站、广州东站、

广州南站)均集中在市中心15 km范围内，由

于布局过于集中，不仅造成大量不必要的长

距离出行，也加剧了枢纽的运作压力。同时

外围地区有发展需求却缺乏枢纽带动，南

沙、增城和从化都没有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难以形成多中心的发展格局。

3）枢纽之间联系不紧。例如，广深港

客运专线与南沙枢纽联系不够紧密，规划中

南虎、肇南城际铁路与广佛中心连通较差，

白云国际机场的空铁联运偏弱，南沙与中心

区也缺乏快速轨道交通联系。

国铁及城际

地铁

北

图1 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现状

Fig.1 Rail transit systems in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

往华中、华北地区

往西南、西北
地区、南亚、
欧洲等地

广州北站
白云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高铁站

往华北、华
东、东部沿
海地区

增城站

新塘站

黄埔港

新沙港

棠溪站

广州站

广州东站

佛山西站

往西南地区、东盟

南沙机场

南沙站(万顷沙) 南沙港

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机场

港口

火车站

中心组团

副中心组团

0 10 20 30 40 单位：km

北

图 2 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及枢纽布局

Fig.2 Rail transit and terminal layout within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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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轨道交通网络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一体化

以城市发展为出发点的规划编制管理体

系尚未形成。由于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等分属不同的责任主体，在设施

布局规划时，各主体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规划目的、价值取向等也很难形成一致，更

多的是从自身发展出发提出方案。如果地方

政府在其中的话语权不强，很难形成一张真

正为城市所需要的合理的规划蓝图，统一规

划、统筹发展难以贯彻落实。

广佛两市间的衔接通道不足，一体化运

营难度大。在广佛交接处，两市间的轨道交

通网络总体上呈现中部密集、南北稀疏的形

态(见图 3)。既有的衔接通道仅有广佛线、

在建的佛山地铁2号线和广州地铁7号线等3

条，对南北重点地区的轨道交通服务覆盖不

足，通道能力很难有效支撑广域范围一体化

的发展，更无法实现一体化的运营管理。

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站在广佛同城的

角度，编制广佛城市轨道交通一张网；另一

方面，通过改造新增联络线，强化枢纽间互

联互通，加强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快线对枢

纽和都市圈内各级中心的串联，拓展都市圈

空间布局。远期尝试城际铁路与国家铁路共

轨运营的措施，支撑广佛都市圈进入多中心

一体化发展阶段。

33..33 运营管理与车站开发运营管理与车站开发

一方面，广佛两地地铁票务分离。两地

轨道交通系统虽然在规划上实现了衔接，但

由于分属不同的运营公司，票制体系不同，

换乘衔接不便，给交通一体化造成困难。另

一方面，车站周边没有实现综合开发。对规

划待建的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缺少用地统

筹与城市设计等精细化过程，缺少一体化的

现代枢纽综合体。

针对这一问题，对策为推动广佛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一体化管理，全方位提高旅客出

行的便利性和舒适性。引入“轨道+物业”

的港铁开发模式，对车站进行综合开发，重

构广佛两地城市空间。

44 对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的思考对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的思考

44..11 东京都市圈的轨道交通发展模式能东京都市圈的轨道交通发展模式能

否被复制否被复制

东京都市圈在汽车保有量相当大的情况

下(2008 年达 1 500 万辆，约为广佛都市圈

的 3倍)实现了轨道交通为绝对主体(出行分

担率 86%)的交通发展模式，主要原因包

括：1)轨道交通网络规模大，运营总里程

达 3 500 km；2)构建了以轨道交通引导的多

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轨道交通对居住和就业

实现了高度覆盖；3)拥有大量高速度的区域

快线(2 031 km，通过国家铁路和城际铁路实

现)，实现对半径超过50 km的东京都市圈的

整合；4)实施有效的抑制小汽车使用政策，

使居民的出行习惯偏向使用轨道交通。

有观点认为，广佛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

错过了交通模式形成的最佳时期(即 20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拓展初期)，无论从城市

建设成本或者市民出行习惯，还是多元化的

价值观等角度看，要复制东京交通发展模式

很不现实。2015年个体机动车在广州市居民

出行结构中占39.4%，如算上出租汽车(含巡

游出租汽车和预约出租汽车)，这一比例将

达到 51.4%，远高于东京都市圈的 11%。市

民对小汽车出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

赖，要扭转这一发展势头代价很高，需要的

时间也很长。

但如果把广州放在国际城市的高度，从

更长远的角度看待城镇化进程，结合广州的

实际条件，解决好枢纽和轨道交通引导城市

空间重构问题、快速轨道交通穿城代价问

题、行政壁垒下的区域协调统一问题等，未

来打造轨道交通上的广佛都市圈并非没有可能。

广州地铁

佛山地铁

图3 广佛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Fig.3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of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

北

40 单位：km30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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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快线能否穿城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快线能否穿城

而过而过

出于成本和保护城市建成区肌理的考

虑，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快线一

般不接入城市中心，往往通过在外围区设站

换乘轨道交通普线或公共汽车进入市区。例

如，武广高铁、广珠城际等都仅仅接入广州

南站。这造成中心区与都市圈外围地区联系

需要多次换乘、折返交通，加大了中心区与

外围地区的联系时间，也造成大量的无效交

通，对于支撑都市圈空间发展极为不利。

随着施工技术的进步和城市财力的提

升，地下铁路已经被国内外城市广泛使用。

例如，马德里市有 7条城际铁路以地下线路

的形式穿越市中心，在改善中心区与外围联

系的同时，又完好地保留了中心区的城市肌

理。为实现对都市圈的整合、打造高品质的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广佛也必然会将国家铁

路、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快线引入中心区，

而地下铁路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44..33 轨道交通网如何实现轨道交通网如何实现““四网合一四网合一””

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低运量轨道交通这四张网，归根结底根植于

城市内部，为城市服务，对城市肌理、空间

形态、人文景观等具有长远影响。规划上必

须站在城市的角度思考问题，具体包括：

1）以城市为主体编制规划。在都市圈

范围内，“四网合一”要从城市功能出发，

制定城市需要的枢纽选址和接入方式，明确

四张轨道交通网各自的功能定位、路径走

廊、车站选址、敷设方式、运营组织模式

等，使各等级轨道交通网能服务于不同层次

的交通需求，在空间上和功能上实现统一。

在都市圈范围之外，可以由国家铁路等城市

外部门统筹考虑。

2）在通道走廊上实现合一。在都市圈

范围内，开发程度通常较高，通道资源较

少，往往存在国家铁路、城际铁路、轨道交

通快线、低运量轨道交通等多种方式空间重

叠的问题，资源配置优化和协调难度较大。

因此，应强化综合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引导和

支撑作用，合理布局多层次的综合交通体

系，对复合通道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通

道资源共享。

3）在枢纽点上实现合一。各等级轨道

交通要实现互联互通，除少部分城际铁路和

轨道交通可以实现轨道贯通运行之外，大部

分都要通过枢纽换乘实现。广州市的各大交

通枢纽内存在各类交通方式画地为牢、互不

衔接的状况，换乘方式的空间组织不够集约

造成距离过远，快速交通在枢纽内形成梗

阻，降低了枢纽的吸引力。在规划上应尽量

采用统一、集约的规划模式，把各类交通方

式的用地统一到一个地块内、集约在一个立

体空间里，合理设计交通进出流线、换乘流

线和商业流线，使各类枢纽内的出行既便利

又互不干扰。

44..44 如何做好枢纽空间的规划预留如何做好枢纽空间的规划预留

以枢纽驱动城市发展的关键是打破藩

篱，实现以枢纽为核心的空间组织模式。好

的大型交通枢纽不但是交通换乘中心，也是

城市商业、商务中心，这些枢纽均在内部和

外部预留了大量与枢纽功能紧密结合的城市

功能，形成局部公共中心，很好地满足了市

民休闲娱乐、商务交流等需求。

建成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首先要提

高枢纽周边的土地利用效率，引入高端服务

产业，与枢纽的优质资源相匹配，带动城市

空间重构；其次引入“轨道+物业”的城市

整体开发互动机制，并由政府统筹编制枢纽

地区的专项规划，做好公共空间的功能协

调，为将来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快线引入市

中心预留条件。

55 结语结语

从大城市迈向都市圈阶段，轨道交通应

以推动都市圈多中心一体化为发展目标。具

体策略如下：1)要打造多个区位分散、功能

混合的轨道交通枢纽，促进多中心的土地利

用模式；2)构建多层次与互联互通的轨道交

通网络，以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与低运量轨道交通组成都市圈的轨道交

通网络，加强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层面

的网络互联；3)管理与运营层面应统筹发

展，不仅在规划编制阶段谋求轨道交通网络

的一体化，在发展运营方面也实现票价票

务、车站开发等全方位的一体化。

研究发现，各个都市圈的发展轨迹有

别，未必都能形成以轨道交通为主的交通发

展模式。在大规模投资受到限制的情形下，

对部分轨道交通车站土地利用的创新是进一

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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