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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讨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地位不高的问题，重新审视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涵。

规范空间秩序是国土空间的核心内涵之一，交通是建构国土空间秩序的重要工具。交通作为协调区

域发展的骨骼系统，能有效促进相关区域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联动。未来需要统筹考虑规范国土空

间秩序的需求，让交通承担起引导空间秩序、空间集约、高质量发展等多重任务，推动国土空间协

调布局和发展质量的共同优化。因此，有必要提高交通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位置，由“三区三线”

转变成“四区四线”，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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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 Spatial Order: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National Land Us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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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low status of transportation in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this pa-

per re-examine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Standardizing spatial order is one

of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construct na-

tional land use development order. As a skeleton system to coordin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transpor-

t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elated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need to standardize the spatial order of land use. And then,

transportation will undertake multiple tasks such as guiding the spatial order, space intensific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layout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the joint

optimization of development qua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functionality of transpor-

tation in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from“three districts and three lines”to“four districts and four

lines”, and further improve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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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国家对多部委规划管理职责进

行了重组。国土空间规划承担了“多规合

一”的历史使命，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过程中。国土空间规划以生态文明为基点，

其理论、方法和实践应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

求而优化[1]。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国土空间

规划进行了研究。文献[2]围绕思维方式与价

值取向，强调“以人文本”的规划方法；文

献[3]围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强调“一

优三高”核心要义；文献[4]围绕国土开发保

护制度，强调区域—要素统筹；文献[5]围绕

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架构，强调任务导向下

的技术变革；文献[6]围绕城市空间发展理

论，强调空间基因的设计路径。然而，交通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较少。

面对国土空间重构的重大机遇，对承载各要

素流动的重要载体且对国土空间结构起调控 19

规范空间秩序规范空间秩序
———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的价值思考—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的价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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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原空间规划体系中交通的作用

Fig.1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original land use planning

作用的交通骨架，出现被忽视的倾向。为

此，本文试图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的价

值，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11 躬身入局躬身入局：：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

交通的反思交通的反思

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重要节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9〕

18号)(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提出，国土空

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

的空间蓝图，未来全国国土空间规划走向

“一张图”[7]。同时，交通是国民经济中基础

性、先导性、战略性行业，是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8]。经济社会发

展，交通要先行。因此，本文优先反思国土

空间中交通面临的困境与需求。

11..11 各类空间规划体系中交通作用分析各类空间规划体系中交通作用分析

在空间规划中，交通一直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9]。《雅典宪章》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

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活动

的正常进行，其中交通是建立居住、工作、

游憩三者间联系的重要工具[10]。原空间规划

体系框架中，交通在各类规划中起着不同的

作用(见图 1)。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主导

的城乡规划中，交通与城市规划有着互相衍

生的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国土资

源部门主导的土地利用规划中，交通、水利

等建设用地规模作为土地利用规划的总量指

标之一进行调控。在发展改革部门主导的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交通的作用大多体现在国

家与省级层面，主要起着对生产要素的配置

导引作用。

现阶段，自然资源部按照“多规合一”

改革要求，积极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

设工作，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有效融合为国土空间规

划，并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工作。从

规划运行方面来看，国土空间规划分为“五

级三类”，其中“三类”指的是规划类型，

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的专项规

划。总体规划强调规划的综合性；详细规划

强调实施性；相关的专项规划强调专门性，

特别是对特定的区域或者流域(见图 2)。空

间规划体系调整使得土地利用规划的规模指

标、城乡规划的空间坐标等得到有效衔接，

但交通仅作为专项规划嵌入其中，且未明确

空间规划与交通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

导致交通易因有专项规划而在总体规划编制

过程中被忽视，作用易被降低。

11..22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地位不高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地位不高

《意见》中提到，交通为涉及国土空间

利用的专项规划，要坚持陆海统筹、区域协

调、城乡融合，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

用，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7]。若将交通

仅仅视为国土空间中的专项规划，会导致交

通对国土空间布局的引导性难以发挥，交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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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空间布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

不确定性一方面会导致规划纵向对接困难、

横向协调繁杂，加剧不同层次规划的错位、

越位问题；另一方面，城镇、农业、生态三

类自然空间的相互连接缺失。这种缺失会引

发在国土空间布局中是否预留交通通道资

源、哪里预留通道资源的难题，影响国土空

间规划秩序。从现阶段的国土空间规划具体

推进情况来看，2020年1月印发的《省级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共 5 章 22

条，2020年9月印发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共 7章 23条，没有任

何一条单列出以交通为主导的条文，这意味

着在省、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中未将交通的地

位提高到应有的战略高度。

从全国各地国土空间规划开展情况来

看，大城市普遍重视交通在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如在上海新一轮“两

规融合”探索中，突出强调以区域廊道引导

空间布局，并与空间格局形成联动[11]。又如

广州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以交通引领国

土空间发展的意图得到全面贯彻(见图 3)。

虽然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一般会将综合交通

体系单独成章列入其中，但交通仍以专题形

式纳入，其作为引导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发

展重要工具的作用并未充分体现。为使国土

空间规划不仅能用，而且管用、好用，必须

进一步提升交通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

11..33 传统交通问题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传统交通问题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

划中未解决划中未解决

之所以要将多部委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

土空间规划，一方面是要对国土范围内的自

然资源统一管理，解决过去国土空间由多部

委牵头，部门间相互掣肘的局面；另一方面

是要解决传统规划中交通与空间衔接性的问

题。当前已形成的国土空间规划框架，解决

了过去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等规划之间的问题，但过去城乡规划

中交通规划错位、越位的问题，在新一轮的

国土空间规划中并未得到解决。例如，长株

潭一体化经过 36 年的演进尚未形成合力，

相邻两市间道路系统标准不一、断头路问题

依然是制约其一体化推进的关键瓶颈之一。

未来若要实现国土空间“一张图”，亟须将

交通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体系，明确其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定位，使交通成为落实空

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22 端本正源端本正源：：交通是建构国土空间秩交通是建构国土空间秩

序的重要工具序的重要工具

22..11 交通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框架的必要性交通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框架的必要性

22..11..11 要素流空间是国土空间格局形成要素流空间是国土空间格局形成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

与外部空间的连接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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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阶段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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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其主要体现于空间与

交通的组织效率。纵观历史，内河时代苏

州、扬州、济宁、德州都是大城市；海运时

代上海、福州崛起；铁路时代株洲、石家

庄、郑州崛起；航空与高铁时代，一个城市

若占据了航空与高铁枢纽就会有更多发展的

机遇，若一旦错失机会，城市的竞争力将在

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表明主导的交通设施

与城市的地位紧密相关。宏观看，城市在国

家交通网络体系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城

市的发展。随着高铁网的完善，未被纳入高

铁网络的城市，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不确

定性。从城市自身国土空间的发展看，城市

空间的规划与开发和交通也紧密相关，如郑

州依托高铁站打造郑东新区，带动了整个郑

州的产业转型，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这意

味着国土空间格局演进与交通相伴而生、相

伴而行。

历史发展经验和国内外学者已证明，城

镇空间格局的演化主要体现为规模效应和收

缩效应，因此交通与城镇规模效应和收缩效

应的关系密不可分。规模效应主要是节点利

用其“核心效应”把网络中的流动汇集到一

起而产生[12]。与之相对，文献[13]提出收缩

效应，是由于都市圈、城镇、城市功能区等

城镇空间中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等引起的城

市收缩。处于规模效应下的城镇节点，与处

于收缩效应下的城镇节点，其交通需求不

同。当节点的集聚能力增强时，与之相关联

的各种要素流的频率增强，规模也随之增

大，导致对交通的需求相应提高；反之，节

点的集聚能力减弱，节点处于衰落状态，辐

射半径收缩，交通需求也相应减弱；当集聚

能力继续减弱，就会出现收缩效应，呈现要素

外流，出现节点替代、空间转向和尺度重组。

社会是围绕流动而建构起来的[14]。为更

加直观地反映以上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的主导

动力，本文借鉴著名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

特 (Manuel Castells)在 《网络社会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中提出的流

动空间概念 [15- 16] 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

究[14, 17-19]，将贯穿于城镇、农业、生态三类

空间中的交通基础设施所处的空间称之为要

素流空间(Space of Factor Flow)，归为国土

空间中的第四类空间。第四类空间主要以交

通基础设施为媒介，将有联系需求的其他三

类空间彼此互联，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

等在其中流动转换，创造一种有目的、反

复、可程式化、跨时空的动态流动力量，形

成连续的运动空间。

22..11..22 交通设施是要素流表达空间逻辑交通设施是要素流表达空间逻辑

的物质载体的物质载体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需依赖于特定空

间。特定空间之间由于距离的存在，若要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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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中以交通引领城市空间发展示意

Fig.3 Transportation leading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s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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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要素的流动，需依托特定的载体。古往今

来，交通设施作为要素流动的载体，实现位

置移动，是要素流的空间逻辑表现，强调空

间的可达性。这种可达性建立在距离和交通

运输技术基础之上，且交通技术决定空间节

点相互作用的强度和广度。不同类型的交通

会吸引不同的要素集聚，同时决定要素流动

的速率、频率等。交通需求的大小可以反映

不同节点间要素流动的强弱，也能反映节点

间的联系强度。

如上所述，交通设施是要素流空间的物

质化外部形态。如何在高质量发展、空间集

约条件下，通过不同交通设施的引导和约

束，满足不同功能化和等级化的节点之间的

互动需求，实现国土空间秩序合理、网络最

优，成为国土空间规划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2..22 规范秩序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之一规范秩序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之一

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正在全面推进，通过

科学划定城镇、生态、农业空间及城镇开发

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即“三区三线”)的方法，全面摸清并系统

分析国土空间的本底条件 [7]。其中，坚持

“三线”不可重叠，“三区”可重叠的原则，

对于重叠的区域采取弹性管控和功能转换的

策略 [20]。“三区三线”的划分模式可以分为

拼接型、交叉型、复合型(见图 4)。其中，

拼接型指“三区”无任何重叠；交叉型指

“三区”间两两相互重叠；复合型指“三

区”内空间布局和功能使用存在交叉融合。

“三区三线”的划定服务于全域全类型用途

管控，管制的核心由耕地资源单要素保护，

向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保护转

变，并强化对交通、信息等专项规划的指导

和约束。

实际上，国土空间规划改革隐含着三大

前提：生态文明、国家治理、空间秩序梳

理[21]。理想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在生态文明背

景下，基于国家治理视角，考虑国土空间秩

序的建立。而“三区三线”主要体现地理学

中区域的视角，属于资源管控思维，侧重于

生态文明和国家治理；而从空间格局来看，

国土空间秩序被忽视了。

需要强调的是，自发的秩序是传统的城

市理论中城市形成的基本假设[22]。当前国土

空间规划实现了“一张图”规划，回避了如

何在“一张图”内组织空间秩序的问题。如

果缺乏良好的国土空间秩序，可持续、富有

竞争力、安全和谐的国土空间格局便无从谈

起。因此，在深入理解国土空间规划内涵的

基础上，必须将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

之间的相互联系加以综合统筹，形成规范有

序的国土空间保护格局。

在国土空间重构期，有很多新的空间秩

序要建构，也有很多旧的空间秩序需要织

补 [23]。交通作为要素流空间的物质化表现，

能够采用差异化的策略架构起具有良好秩序

的国土空间骨骼体系。相应地，空间秩序会

顺应交通变化进行调整与优化。因此，交通

是建构国土空间秩序的重要抓手，必须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框架。

33 秩序梳理秩序梳理：：交通对国土空间规划的交通对国土空间规划的

影响及价值建构影响及价值建构

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以提升竞争力为

主的阶段，各种类型的区域之间及其与区域

内部的和谐，以及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
建设区

城镇空间

永久基
本农田

农业空间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
本农田

农业空间

城镇空间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建设区

农业空间

生态缓冲区
生态保
护红线
(陆域)

生态保
护红线
(海域)

生态空间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建设区

生态发展区

城镇建设区

填海造陆

海陆分界线

海域

生
态
廊
道

图4 “三区三线”划分模式

Fig.4 The“three districts and three lines”division pattern

资料来源：文献[20]。

a 拼接型 b 交叉型 c 复合型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9
N

o.1
January

2021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一一
年年

第第
十十
九九
卷卷

第第
一一
期期

专题

是当前国土空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目标 [24]。

当前，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是城镇建设用地

的主要方向，为更好满足人们多样化出行需

求，既需要通道资源高效利用，以此来提高

空间综合承载力，提升空间场所的价值，又

需要塑造良好的空间秩序，优化国土空间格

局。同时，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集约、高

效、绿色交通在国土空间中的主导地位凸

显。因此，交通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影响及价

值建构极其重要。

33..11 国土空间布局决定交通供给国土空间布局决定交通供给

自然资源语境下的空间以物质空间为

主，要素流空间也以物质化呈现。国土空间

是城市和交通赖以存在的空间基础[17]，其开

发和利用很大程度决定了交通的走向和空间

网络结构。从空间上来讲，融入国土空间规

划的交通必须兼顾高效和公平两方面。一方

面，为应对空间资源有限和生态环保的压

力，需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维护社会

可持续发展，所构建的交通设施需避免采用

高资源消耗型交通方式。另一方面，为满足

社会各个阶层需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交通基础设施均衡普惠成为国土空间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25]。在此基础上，不同的空

间有不同的交通需求，需要不同的交通供

给。城镇空间需给予更高强度、更多样的交

通供给；农业空间需基于自然资源本底环

境，提供理性与精明的交通供给策略，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进程；生态空间需根据空间保

护类型考虑降低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这既

包含交通占用土地资源与排放，也包含交通

便利性诱发的人类过度旅游等活动的影响。

33..22 通过交通设施引导调控空间布局通过交通设施引导调控空间布局

国土空间的开发格局很大程度决定交通

设施的布局走向，交通设施也一定程度上影

响空间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交通方式

的特点吸引了不同的产业集聚，不同的产业

集聚塑造了不同的空间形态。1)水运和铁路

的特点是运输能力强、速度慢、成本低。由

于能源资源型产业的运输成本约为生产成本

的30%，为获得较低的运输成本，能源资源

型企业通常选择水运和铁路。2)高速公路高

效灵活、运输便捷的特点，使其能实现门到

门服务，可使资本密集型的物品在空间上实

现快速流通，对于大多数B2C的工业品是最

适合的一种交通方式，所以大量的工业园

区、高新区、开发区沿着高速公路集聚布

设。3)航空和高铁具有速度快、时效短、成

本高的特点，该方式主要吸引时效性要求高

的电子科技、生物医药、高端人群等，电子

科技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高端的商务商业

服务中心等围绕航空枢纽、高铁枢纽等布设。

现代化、智能化的交通对国土空间组织

和空间结构的演化产生强烈的反馈和塑造作

用，实现对国土空间秩序的优化与调节。一

方面，现代化、智能化的交通使时空从根本

上压缩，促使要素流加快流动，导致不同节

点能级和竞争力的变化，促使要素、产业等

在国土空间结构上重构；另一方面，现代化

交通促使人们在更大范围选择居住地点，进

而实现更加合理的人口分布，促进国土空间

结构优化和重构。

33..33 空间与交通动态耦合空间与交通动态耦合

不同交通设施虽是空间、技术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但交通设施一旦建成将反过

来引导并推动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土地利用

有效调整及产业资源合理配置。从历史的耐

久性观之，更新后的国土空间又会作为调控

交通、优化交通的约束条件，两者将一直呈

双向动态反馈、互为融合的过程。未来国土

空间规划以永续发展为导向，应把交通与空

间紧密结合起来，彼此挖掘潜力，实现国土

空间能级的持续提升[26]。

正因为如此，国土空间规划中不仅要提

升对交通的重视度，且有必要将交通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的顶层框架。在新时代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中，交通设施作为构建国土空间

秩序的战略工具，既要统筹好交通设施与城

市等节点的关系，让空间和产业组织更高

效；又要基于开发和保护格局，优化交通线

路布局，为交通专项规划提供空间指导和约

束。因此，国土空间规划既要从空间规划的

角度审视交通，又要从交通的视角思考对空

间规划的影响，采用空间与交通动态耦合的

方式，构建良好的国土空间秩序。

44 适时应务适时应务：：提升交通在国土空间规提升交通在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中的地位划体系中的地位

国土空间规划突出强调建构“生态位序

优先、适应国家治理、空间秩序良好”三位

一体的空间规划体系。根据构建国土空间

“一张图”的现实需求，划定“三区三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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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片
区
规
划

一
般
城
市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 乡村地区村庄规划

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长期规划

市县级各专项规划

省级各专项规划

全国性各专项规划

交通、能源、
信息等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
设施，军事设
施等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长期规划

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长期规划

4.规划编制序列：纵向传导与横向传导同步推进

区域性(跨省)
国土空间规划

区域性(跨市)
国土空间规划

5.规划论证和审批

促进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土空间韧性 塑造魅力国土空间 提升资源资产价值 探索智慧规划

3.开展“四区四线”划定：强调生态位序优先、适应国家治理、规范空间秩序

生态空间

城镇空间

农业空间

“四区”

第四类空间：要素流空间

组织三类空间
实现三类空间彼此互联
塑造良好空间秩序

+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交通设施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四线”

2.开展双评价风险评估：双评价主要在国家、省级层面开展，市级层面依上位评价细化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 + 灾后风险评估

1.规划实施评价：对当前执行的规划情况进行统一的实施评价，全面掌握突出矛盾和问题

1.自然地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
社会、文化、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灾害风险等
2.相关规划成果、审批数据等

基础数据
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部署要求

重大战略 ……

基础准备

图5 理想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Fig.5 The ideal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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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面摸清国土空间基本条件的基础，而合

理的要素流空间是形成良好空间秩序的重要

环节，是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重要工具。为使规划真正能用、管

用、好用，应将“三区三线”调整为“四区

四线”。其中要素流空间为国土空间的第四

类空间，交通设施红线为与之对应的第四

线。通过补齐规范空间秩序这一环节，推动

国土空间永续发展。本文建议理想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如图 5所示。

44..11 明确要素流空间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明确要素流空间为国土空间规划的

第四类空间第四类空间

国土空间规划既要综合平衡城镇、农

业、生态等的空间需求，又要解决如何统筹

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的问题。与此同

时，在国土空间重构期，国土空间面临建立

新秩序和更新旧秩序的问题。空间统筹和规

范秩序的问题都需要用有力的工具来解决。

要素流空间能有效地组织城镇、农业、生态

三类空间，建立三者间的相互联系，并推动

形成有序的国土空间保护格局，是规范国土

空间秩序的隐形推手。故应优先明确要素流

空间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第四类空间，

基于要素流空间来协调三类空间，形成良好

的空间秩序。这主要缘于国土空间规划不单

单是对自然空间的物理划分，更为重要的是

对空间的使用，建立各种空间之间的关系是

关键。实际上要素流空间协调三类空间包含

三个层面。第一是规范空间形态，以流定

形[27]，解决空间秩序混乱问题。第二是规范

空间功能，把人的活动编织到空间肌理中，

解决要素如何有序流动、空间和功能如何合

理统筹的问题，重新构建完整的空间系统。

第三是提升空间价值，通过完善交通网络，

继承与发展空间肌理，既发挥空间的场所功

能，又表达空间的社会网络功能。

44..22 明确国土空间规划顶层框架中交通明确国土空间规划顶层框架中交通

的法定地位的法定地位

要素流空间既是要素流动的场所，又是

要素流动的产物。交通设施是要素流表达空

间逻辑的物质载体，是建构国土空间秩序的

战略工具。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中，要突出

交通规划的法定地位，以交通来联系城镇、

农业、生态空间，规范国土空间秩序。国土

空间内上至国家，下至县乡村，一旦城镇、

农业、生态空间明确后，彼此之间的互动都

离不开交通，都希望用交通的“有形之手”

来引导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在三类空间之间分

布。实际上，交通是一种联系空间与协调空

间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空间的

发展方向，同时空间开发强度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交通方式的选择。因此，上下级政

府以及左邻右舍地区间需要交通与空间的结

合。以贯彻大政方针、落实国家重大战略、

促进精明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基于生态文明

视角，依托国土空间与交通互动机理，本文

建议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中增设相应的交通

章节，提升交通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中的法

定地位，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各层级中提出较

长时间内交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交通规划的

政策导向、调控原则及交通治理的总体原

则，用交通的“有形之手”来化解各层级之

间及各类空间之间的潜在冲突，建构高效规

范的国土空间秩序。

44..33 基于交通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交通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推动推动

国土空间永续发展国土空间永续发展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规模拓展，区域空

间结构因城市能级的变化，逐步由离散型演

变为极核型，再由极核型演变为点轴型，最

终由点轴型演变为网络型，与之相生相伴的

交通供给模式最终演变为具有协同性、网络

化的纵横相连式均衡分布[28]。因此，本文放

眼国土，基于生态文明视角，以需求和服务

为导向，重视城市节点的能级效应和交通与

空间协同能力的发挥，突出交通功能和空间

功能融合。依托交通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将

城镇节点能级的高低和交通与空间协同性的

关系划分为 4种类型。第一，城市能级低，

且交通与空间的协同性低，考虑经济、社

会、开发与保护等因素，决定是否予以交通

优先或实行空间转向和尺度重组。第二，城

市能级高，但交通与空间协同度低，城镇节

点空间布局决定线路走向，交通规划方向为

强化走廊支撑，优先满足出行需求。第三，

交通与空间协同性强，但城市能级低，交通

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和产业空间格局重构，交

通规划方向为引导国土空间重构和一体化发

展。第四，城市能级高且交通与空间协同性

强，交通与空间动态耦合，交通规划方向为

强调融合，提升城市能级效应和发挥交通网

络化运营组织优势。依据这 4种类型厘清交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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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与空间耦合协同演进的路径，解决传统规

划中交通与空间的衔接问题，并作为交通规

划的重点方向和战略目标。

基于此，国土空间规划路径从自上而下

转为上下互馈，通过交通与空间不断地互动

耦合，形成一种动态且均衡稳定的一体化空

间秩序，由此推动国土空间结构不断优化，

进而实现国土空间的永续发展。

55 结语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是一种新的规划范式，必

须要不断调整完善，使其逐渐成熟与进阶。

基于交通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本

文建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由“三区三线”调

整为“四区四线”。其中，“四区”是指城镇

空间、生态空间、农业空间、要素流空间；

“四线”是指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交通设施红线。新的国

土空间规划框架的提出，一是确定了交通在

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中的法定地位，交通与

“三线”一起，共同做好国土空间的合理开

发；二是要素流空间的提出，有效解决了传

统规划中交通与空间衔接的问题，促使国土

空间秩序规范有序；三是本文提出的国土空

间与交通的互动机理，通过上下互馈的规划

路径，厘清交通规划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

向，为国土空间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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