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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城市物流空间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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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流空间分类问题一定程度影响着物流行业的健康发展，新发展时期有必要重新审视物流空
间的属性及分类问题。首先，分析中国现状物流空间在行业管理和政策属性方面的主要问题，并结
合国家对于物流发展的宏观政策定位及学术界关于公共物品界定的理论方法，提出物流空间具有公
共性和市场性的双重属性特点。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职责边界以及物流业运作特征两个维度，系统构
建物流空间分类体系，包括政府主导下的交通运输空间和市场主导下的物流仓储空间。强调政府在
物流公共场站规划中的主导地位，提出将原归属于产业用地性质的部分物流功能用地调整为具有公
共属性的交通设施用地。最后，在深圳新一轮物流场站空间布局规划中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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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Logistics Space Classifi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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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gistics space somewhat impa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attribut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logistics space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By summarizing the main issues of existing logistics space in terms of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policy in China, and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licy for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ally
defined public goods, this paper states the logistics space's dual attributes of commonality and marketability. By analyzing the responsible bounda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as well as logistics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logistics spac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leading transportation space and the market-oriented logistics space. The proposed system
emphasizes the government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public logistics station planning, and suggests the
government transform the part of originally zoned the industry land use into the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space that opens to the public. Finally, the system is put into practice in Shenzhen's new round of
logistics station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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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序发展、规划实施率低、布局与需求不匹配
等问题。物流空间作为物流活动的重要承载

物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涉及

物质空间，一定程度决定着物流设施的用地

多行为主体、多利益群体和多行政尺度，对

性质、管控手段和规划方法，深入理解物流

社会经济和基础民生影响巨大。物流空间作

空间特征对于科学编制城市物流设施规划具

为物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区域和

有重要意义。

城市物流活动高效运转的物质基础，也是决

借鉴文献[1]关于城市流通空间的概念界

定物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

定，物流系统可以分为物流主体和物流客

由于中国物流行业起步较晚，关于物流空间

体。物流主体是参加或从事物流经济活动的

的研究相对较少，物流设施普遍存在自发无

经济实体，包括各种生产经营企业和最终消

费实体；物流客体是指在物流主体之间进行

糊，功能重叠，实施主体不清，不同行业主

运动的物质和非物质实体的物流对象。物流

管部门之间缺乏联动，导致物流设施规划及

空间是物流客体运输、停留和转换的空间，

实施均存在较大问题，这与中国物流的整体

本质上是物流主体及主体联系的空间反映，

发展历程和政府部门的条块管理机制有密切

由物流主体的空间布局所决定，反映人类社

关系。

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布局和消费分布

纵观中国的物流业发展历程，2000 年前

状况。当前，全球已经进入新发展时期，整

物流还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物流节点大多

个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

以传统仓库为主，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

产业转型、工业 4.0 和消费模式的变革，以

下以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为界形成。货运交

及人工智能、物流网等新技术的进步，意味

通承担着主要的物流功能，物流设施主要是

着物流系统的主体和客体都在发生着重大变

各类货运场站。仓储业和交通运输业更多考

化。物流空间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刻理解新时

虑是为本部门服务，相互分割，导致仓库设

期物流行业及物流运输组织的发展特征，以

置重复，物流效益低下。2000 年后，随着物

及物流产业、交通运输与物流空间之间的逻

流业以及电商快递业的迅速发展，传统道路

辑关系，以构建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更相匹

货运场站在市场作用下不断转型升级，物流

配的物流空间体系。

中心、分拨中心、配送中心等物流设施大量

深圳作为物流枢纽示范城市，物流业发

出现 [2]。仓储业也在不断提高社会化程度，

展位于全国领先水平，具有较强的示范效

但是整体发展层次还是相对较低。货运交通

应。作为高强度、高密度超大城市，深圳在

一直以来强调自身的运输功能，与物流融合

新一轮物流场站规划中高度重视全市物流基

发展不足，导致交通枢纽与物流园区衔接不

础设施的空间分类和布局研究。本文结合深

够、多式联运和供应链物流发展滞后等问

圳实践探索，围绕物流空间的功能定位、属

题，制约了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优势的发挥和

性界定和行业管理三大关键要素，系统阐述

物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

物流空间为何需要分类、物流空间该如何分
类以及物流空间分类方案三个层次内容。

另一方面，行业多头管理也导致物流设
施的统一分类工作困难重重。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商务部作为物流及配送领域的行业主管

1 物流空间分类现状问题

部门，将物流设施按规模和作用从上而下分
为物流枢纽、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

物流概念最早起源于日本，物流活动主

心、仓库堆场等层次 [3]。交通运输部作为交

要包括运输、包装、装卸、保管、流通加工

通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货运场站的体系

和情报等，而物流空间是实现物流职能、承

标准和规范制定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则

担物流活动的功能性空间。广义上物流空间

从用地规划管理角度对物流仓储用地进行分

分为交通运输空间和物流仓储空间，交通运

类管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输空间主要包括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等

准》 (GB 50137—2011) [4] 将物流仓储用地作

不同运输方式的货运通道和货运场站，物流

为单独的一个用地大类，并根据其对周边环

仓储空间则指承担除交通功能以外的中转、配

境安全影响程度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物流

送、仓储、加工等物流活动的各类物流设施。

仓储用地，与行业主管部门在概念、功能和

但是在规划实践领域，对于物流空间的
普遍认识更多局限于狭义的物流空间，即指

分类标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协同难度
较大。

不包括交通运输空间的物流仓储空间。交通

总之，物流功能和交通功能在空间设计

运输空间和物流仓储空间属于不同的用地分

和规划管理上割裂较为严重，没有形成行业

类，并由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在功能属性

合力，一定程度扭曲了物流的客观发展规

和管理方式上差异较大。

律，制约着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

1.1 行业管理视角
行业管理视角—
——物流仓储空间与

1.2 政策属性视角
政策属性视角—
——物流空间作为产业

交通运输空间分割严重，
交通运输空间分割严重
， 缺乏系统
整合
中国关于物流设施的概念繁多，定义模

用地管控，
用地管控
，未体现行业基础性定位
物流业作为保障基本民生和供应链、产
业链畅通的基础产业，与其他产业类型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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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具有明显差异。《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

在市场化主导模式下，规划物流用地的

划(2014—2020 年)》 [5]、《关于推动物流高质

出让都是参照产业用地出让模式，用地门槛

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 (发

和拿地成本较高，最终转嫁到物流整体费用

改经贸 〔2019〕 352 号) 等国家相关文件一

中，难以发挥物流对于民生保障、平抑物价

直在强调物流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

的基础性作用。以深圳为例，过去几十年物

地位，并将物流与交通、水利等公共设施一

流基础性功能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外围

并纳入国家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范畴。但

转移(见图 1)，但是城市中心区的生活和生

是，物流业在地方实施过程中依然被当作普

产性物流需求还存在，势必会影响整座城市

通产业进行规划管理，带来了以下问题。

的物流效率和运输成本。

[6]

1） 物流企业拿地成本居高不下，削弱
了物流行业的基本民生保障功能。

物流空间无法保障。
传统的物流业态比较单一，土地产出效

北

2.75 km

2012—2016 年

2） 物流基础行业产出相对较低，基础

率较低，税收贡献也远远不如其他产业用地

1994—2011 年

类型，导致物流用地不断被调整为其他功
能。以深圳龙岗布吉中心区为例，随着区位

5.32 km

2012—2016 年
3.5
1

调整以及片区产业定位的提升，2017 年其主
导功能由物流调整为居住和商业(见图 2)。
另外，深圳市最早规划建成的六大物流园区

km
1.2

理论上物流仓储与交通运输都属于物流
m

5.00 km

3.94 k
1980—1993 年

1.3

系统的重要活动，两者需要在空间上形成良

8k

货运、仓储等基础功能企业

性互动，以提升物流整体效率。但是，由于

供应链、物流金融等企业

体制机制以及物流发展历史的客观原因，现

m

实中两者在功能设计、行业管理和规划衔接
深圳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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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物流空间不断被蚕食。

m

1994—2001 年

也有一大半用地在功能上发生了调整，导致

1980—1993 年

0k

2002—2011 年

东

上分割较为严重，影响了物流空间应发挥的

图 1 市场模式下深圳基础物流功能的空间变化

系统性作用。同时，由于物流业的属性认知

Fig.1 Spatial changes of Shenzhen's basic logistics functions under

原因，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以及物流空间

the market model

缺乏稳定性等问题，需要政府在新的发展时

a 2001 版图则

图 2 深圳布吉中心区法定图则用地功能
Fig.2 Land use function of legal plan of Buji Central District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文献[7-8]。

b 2017 版图则修编

期重新思考物流空间的功能属性及体系分
类，从源头上解决物流空间面临的各种问题。

的现实困境。
2） 物流空间的公共性理论研究。
空间属性是指物流空间是否具有公共性

2 物流空间分类要素分析

的问题，是确定物流空间相关政策的理论基
础。学术界对于物流空间属性的直接研究不

物流空间分类需要从物流空间的政策属

多，对于物流行业属性的研究相对较多，研

性以及承担的物流功能两个层面进行研究。

究结果表明物流行业和物流体系的公共属性

政策属性层面，需要考虑物流行业的发展定

特点已逐渐得到认识。文献[9]从公共物品理

位以及物流空间的公共属性特点，不同的属

论方面，分析政府在综合物流体系发展中的

性特点决定物流空间的投资建设主体和运营

地位和角色，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文献

管理模式。物流功能层面，要理解现代物流

[10]分析了建立社会化物流体系的制约因

体系的空间组织特征，以提供更加适应其未

素，提出政府在建立社会化物流体系中应如

来发展需求的设施空间，保障物流行业高效

何进行功能定位。文献[11]认为公共型物流

运行。

中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其首要任务是社会
利益最大化，必须由政府创办与主导，但需

2.1 行业定位和空间属性特征是物流空

要私营性质的机构提供除土地之外的其他资

间政策分类的重要因素

源。文献[12]从公共政策的内涵和中国物流

1） 物流业的现实发展定位。

公共政策的需要出发，提出物流公共政策体

现实中物流场站设施基本上是由企业自

系在构建政策目标、主体关系、利益博弈机

发形成，具有很强的市场性，导致对物流设

制、选择机制和工具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体现

施的空间属性认识不足，忽略了物流业在保

公共性原则。

障社会民生和城市安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物流空间和物流行业具有极强的关联

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传统的物流业被赋予了

性，物流行业的公共属性一定程度代表了物

更多的责任和期望。一方面，随着当前国际

流空间的公共性。学术界将公共物品分为三

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全球供应链及产业链

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

面临较大风险，中共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

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可以较轻易地做

发展格局，凸显了物流系统在保障国民经济

到排他；第三类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

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全球

性，但是无法有效地排他。后两者统称为准

性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城市基本

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

民生和应急物资运输带来巨大影响，从保障

性。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特点，

民生需求、城市安全运行角度对物流系统提

即当消费者的数量增加到某一值后，会出现

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物流行业在支撑新一

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而纯公共物品增加一

轮全球高端制造业和创新型经济发展、保障

个人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13]。公共物品

国家和城市的战略安全方面的基础性保障作

的分类以及准公共物品的拥挤性特点为探讨

用越发凸显，需要在物流设施研究分类以及

公共服务产品的属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

空间规划中充分考虑其行业的特殊定位，而

而言，纯公共物品采用免费的方式提供，在

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去解决物流行业面临

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例如国防。而准公共

传统加工制造为主
供应商

原材料仓库

高科技产业为主
生产商

供应商

第三方服务商

货运站
原材料仓库
仓库、配送、加工等综合服务

图 3 传统制造业与高科技产业的物流组织模式对比
Fig.3 Logistics organization modes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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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可以分为两类，包括义务教育、医疗等

流、末端物流、冷链物流等新业态将蓬勃发

公益物品以及电信、电力等公共事业物

展。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已由少品种、大批

品 。物流空间尤其是承担社会基础性功能

量、少频次向多品种、小批量、多频次转

的物流公共空间，包括中转配送中心、分拨

变，与此相对应的城市配送也呈现出批量

中心等物流基础设施，在面向不特定的物流

小、品种多、频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变革

企业提供服务时，由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将

推动着物流服务模式的变革，以及快递、城

在空间使用达到饱和状态下出现边际成本增

市配送物流等新兴物流业态的快速发展，与

加的情况，其特征类似于城市电信、电力服

此对应的电商仓库、快递分拨配送中心、配

务等公共事业物品。

送站等与民生相关的新型物流空间需求增

[13]

从公共服务的定义解读，“公共服务通

长，正逐步取代传统仓库和交通场站。以京

常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为实现

东、苏宁等为代表的电商龙头企业正在全力

特定公共利益，一国全体公民不论其种族、

布局自成体系的全国一体化物流设施，普洛

性别、居所、收入和地位等方面的差异，都

斯、深国际等物流地产商正逐步以产业园区

应公平、普遍享有的服务”[14]，物流空间属

形式向物流系统加快投入，功能综合性、空

于不同物流企业主体为全体市民提供公共运

间聚集性、运营网络化成为新业态物流转运

输、中转配送等基本社会服务的物质空间，

设施的发展方向。

具有特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公共性的定义。
不管是政策层面物流行业的自身定位，

2） 物流活动具有明显的分类、分级组
织特征。
物流活动组织具有明显的分类特点。按

还是理论层面的研判解读，部分物流空间确

照运输空间范围可以分为城市对外物流和城

实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属性，需要在

市内部物流，对外物流又包括国际、国内和

物流空间分类研究中充分尊重行业的属性特

区域性物流，根据物流运输距离和货物价值

点，提出可以更好平衡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物

采用包括航空、铁路、公路或水运等不同运

流解决方案。

输方式。以深圳为例，2018 年每天对外发生
的各类生产、生活性物资总规模约为 166.5

2.2 物流空间组织特征是研究物流空间
功能分类的技术关键

方式，通过东莞、惠州和香港方向进出深圳

1） 新产业、新业态要求物流场站体系

的货运总量为 110 万 t(占 66.0%)；其次为港

从功能到布局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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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运输方式，每天承担约 56 万 t(占 33.6%)；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中国大部分城市都

而机场和铁路两者合计仅占总量的 0.4%。这

在向高科技、创新型产业转型，这些产业对

些区域性交通设施既承担着对外交通运输功

于物流设施的需求与传统加工制造业完全不

能，同时又是城市内外物流系统之间衔接中

同。传统加工制造业对时效性要求相对较

转的重要场所，与城市内部物流设施具有较

低，物流作业流程相对简单，物流空间功能

大差异，在物流空间分类中必须加以考虑。

相对单一，仓储和配送空间的关联性不强。

城
市
交
通

万 t，其中公路运输是对外物流运输的主要

由于第三方物流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积

高新科技产业的产业链更加复杂，对于生产

极鼓励共同配送，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地的运

的即时性和个性化要求大大提升，物流服务

输活动已逐渐形成了分级转运的组织模式。

要求更加综合和高效，要由传统的单一功能

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交通运输体系的集疏运

向仓、配、加工等更综合的物流功能转变

特点，不仅最大限度减少物流场站的数量、

(见图 3)，而且传统的仓储设施在功能、形

有效降低企业的整体物流成本，还提高了物

态、品质方面已经无法适应未来的需求。同

流网络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以顺丰速运为

时，为了保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时效性，要

例，其结合自身需求在深圳及周边地区布局

求围绕产业布局形成网络化、节点式的物流

分层级的物流场站，通过深圳机场和东莞虎

空间结构。

门公路枢纽两大对外物流中心进入末端配送

从物流业态发展趋势看，随着消费升级

区域，然后分送至城市内部的中转场及分拨

和电商的快速发展，消费领域在加速变革和

中心等物流配送场站，最后通过小型货车运

升级，市民消费模式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

送到社区配送站(见图 4)。这种基于企业内

合发展，未来将迈入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

部自发的空间分级组织模式，一定程度反映

以数据为驱动的“新零售”时代，即时物

了市场对于物流设施在空间布局层面的客观

要求。

品。对于此类市场能自发解决且市场意愿较
高的物流仓储空间，建议由企业主导建设，

3 政府管控视角下的物流空间属性分析

政府不宜介入过多，以保障物流企业的发展
活力。

相比货运交通，人们对公共交通具有公
益性特点的认知更加深刻，中国客运交通基

4 物流空间分类体系构建

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基本都由政府主导推进，
不会太多考虑盈利问题。但是，货运交通设

从物流功能的体系优化角度出发，货运

施基本上还处于市场主导的发展阶段，导致

交通和物流功能必须跳出传统的行业管理限

更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一定程度上脱离

制，在功能设计上进一步融合。按照现代物

了物流业的服务本质。日本为了提升货运交

流的活动组织特点，物流空间可以分为静态

通运输效率，最大化削减货运交通总量以减

空间和动态空间，其中交通运输属于动态空

少对城市的影响，提出货运交通的公共化和

间，仓储属于静态空间，而中转、配送、分

共同化发展方向，其本质是通过政府的引导

拨、加工等功能环节也处于动态的流转过

不断强化货运交通的公共属性。

程，与交通运输的关系更加密切，一起归为

物流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市场性的双重属

动态空间可以在物流体系组织中形成更好的

性，既需要政府的全面介入和政策支持，又

联动。结合物流属性特点，本文将物流空间

需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对于公共性物流

分为政府主导的交通运输空间和市场主导的

空间，政府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引领性

物流仓储空间两大类(见图 7)。

作用；对于市场性物流空间，则更多由市场

交通运输空间包含传统的港口、铁路、

自行配置资源，以保障物流行业的活力。因
此，如何界定物流空间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是
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

广州、东莞方向
虎门分拨中心(陆路)
惠州方向

依据三方面因素进行判断：投资效益、资源
配置和经营目标。一般而言，投入大而产出
低、土地等资源获取难度大且社会效益价值

社区配送站
黄田中转场
先歌分拨中心

明显的物流空间领域，更具有公共属性特点
(见图 5)。
以电商快递物流体系为例(见图 6)，任

五和分拨中心

华南分拨中心(HUB)
彩田分拨中心

何一件商品从电商仓库经过快递分拨中心、
快递站点到达消费者的运输过程中，快递分
拨中心和快递站点是面向消费者的一端，其

图 4 顺丰速运在深圳地区的物流配送网络布局

空间主要围绕消费者来布局，需要大量的网

Fig.4 SF Express's logistics distribution network layout in Shenzhen

络化物流空间来支撑。这部分空间对整个物
流链条的服务效率和物流成本影响最大。由
于临近消费者布局，其土地价值高且获取难
度大，导致投入成本较高而产出效益较低，
单纯依靠市场很难解决。但是，这些设施又
承担着物流体系中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同

投入大、
产出低

投资效益

投入一般、
产出较高

土地获取
难度大

资源配置

土地获取
难度较小

社会效益
最大化

经营目标

企业利润
最大化

时也是居民快递物流的重要保障，具有较强
的社会效益。因此，建议这部分物流空间由

公共性
政府

政府主导，以便解决由企业主导带来的物流

物流交通空间
(各类货运站、转运中心、
配送中心、配送站)

物流仓储空间
(各类仓储、物流办公)

成本高和物流空间稳定性问题，保障物流基

图 5 物流空间公共性与市场性的影响因素

础设施的公共属性。

Fig.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and market nature of logistics space

市场性
企业

电商仓库则主要面向市场企业的不同需
求，空间布局比较灵活，投入成本相对较
低，且企业收益相对较高。这类设施空间在

仓库

快递分拨中心

快递站点

消费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性，而且还

图 6 电商快递物流的运输全链条

有明显的排他性，因此可以归类于非公共物

Fig.6 The entire transportation chain of e-commerce express logistics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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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机场、公路等对外交通设施的货运场站，以

5 深圳物流场站规划实践

及与货运场站功能关联密切的物流空间，包
括原物流仓储空间的分拨中心、配送中心、

交通运输空间在传统货运场站基础上新

配送站等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性物流空间。

增了物流功能设施，属于城市新型的公共基

这类新型的交通运输空间由政府主导进行规

础设施，需要在功能设计和空间布局上研究

划建设运营，可以更好地发挥物流行业的基

如何更好地推动交通功能与物流功能之间的

础保障作用，同时有利于提升物流系统的整

一体化发展，最终形成与物流活动组织特

体运作效率。

征、城市社会经济相契合的物流场站功能体

物流仓储空间则包含产业类仓储和战略
物资仓储。前者主要服务于全市商贸业和工

系。本文以深圳为例，重点介绍交通运输空
间的功能体系和规划布局。

业等产业功能，通过存储大批量品牌商的销
售商品和生产物资来稳定城市供应链和产业

5.1 基于物流空间分类方法的深圳物流

链，促进城市产业的健康发展；后者主要承

场站功能体系

担城市应急安全保障、重要物资储备等功

在上文物流空间分类体系指导下，深圳

能，在灾害处置阶段依据灾害等级和受影响

提出在全市域范围规划建设分类型、分层

程度弹性提供满足物资临时中转、配送的空

级、网络化的物流场站功能体系(见图 8)。

间，保障城市应急物流的时效性和可靠性。

1)对外物流枢纽包括传统的港口、机场、铁

产业类仓储空间具有很强的市场灵活性，可

路和公路等综合对外交通枢纽，但是在规划

以交给市场通过改造或租用等方式自行解

中更加强调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转换、

决，政府主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而战略物

物流与交通相关要素的高度集聚以及物流产

资仓储是城市应对公共危险或风险时的安全

业的专业化体系化，将传统的交通运输空间

物质保障，空间属性上与交通运输空间非常

与国内外物流功能进行更好地融合。2)城市

相似，应该由政府主导规划建设。

物流转运中心作为面向城市内部的综合型物

本文提出的物流空间分类方案本质上是

流枢纽，承担着运输、配送、转运、分拨和

将原归属于产业用地性质的部分物流功能用

短时存储等功能，规划中重点考虑其与城市

地调整为具有公共属性的交通设施用地，这

空间结构、产业布局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充分

将极大地改变传统物流用地的出让模式、基

协调，同时要加强各种不同物流功能在同一

准地价、审批管理流程和运营监管模式，也

空间范围内的立体化复合综合。3)社区物流

要求原有物流场站设施需要从功能体系、规

配送站是面向社区“15 分钟生活圈”的基本

划方法、用地政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重构。

配套设施，承担着城市物流转运中心与终端

以 深 圳 为 例 ，《深 圳 市 城 市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主要包括电商快递

则》 [15]中物流仓储用地分为以储存货物为主

配送站、生鲜和生活配送站等末端配送设

的仓储用地 W1 和融合物质储备、简单加

施，需要在城市相关标准与规范中进一步深

工、中转配送、运营管理、批发展销等综合

入研究其规划建设模式。

物流功能的物流用地 W0。按照政府主导的
交通运输空间和市场主导的物流仓储空间的
分类体系，物流用地 W0 将在用地分类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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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交通设施用地进行管理。

5.2 深圳新一轮物流场站空间布局规划
对外物流枢纽和城市物流转运中心属于
由政府主导规划建设的公共性物流空间，需
要在空间上进行规划控制，在用地上给予充
分保障，并纳入最新的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政府主导

交通运输空间

各种货运场站

分拨中心、配送
中心、配送站

1） 对外物流枢纽。
围绕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等不同交
通运输方式的对外枢纽，空间上形成“4+3”

市场主导

物流仓储空间

产业类型仓库

战略物资仓库

的布局规划(见图 9)：依托深圳机场建设机
场综合型物流枢纽，依托东、西部两大集装

图 7 基于空间属性和功能特点的物流空间分类

箱枢纽港建设港口综合型物流枢纽，依托平

Fig.7 Logistics spati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patial attributes

湖集装箱中心站建设铁路综合型物流枢纽，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以及依托干线高速公路建设东、中、西 3 个

城市外围地区的公路综合型物流枢纽。

空间作为公共物流空间，满足城市各类物资

2） 城市物流转运中心。

转运需要，保障城市基础物流功能；物流仓

主要面向城市各类生活物资的分拨和配

储空间作为产业物流空间，服务城市物流产

送，具体承担电商快递分拨、城市共同配

业发展。

送、冷链综合服务、应急物流保障和工业物

传统的城市交通专项规划更加注重客运

流服务等基本功能以及商贸展示、物流办公

空间的规划，从基础数据到规划类型和政策

等其他城市综合配套功能。综合考虑配送效

研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是对物流体

率和可靠性，结合城市多中心、组团化、网

系及其空间规划关注不够。物流空间体系从

络型的空间结构特点，按照单个物流转运中

理论研究到实施还需要开展大量工作。首

心服务半径 5 km 原则，全市规划布局 30 处

先，由于物流场站涉及产业、土地、空间、

物流转运中心，总占地约 110 hm (见图 10)。

交通、工程、政策等多专业，需要跨专业协

2

同配合；其次，物流业相关职能分散在发

6 结语

改、交通、规划等不同部门，很难形成合
力。现代物流业必须统筹考虑市场、空间和

本文对物流空间的公共属性和功能要求

政策的一体化发展，并在城市决策机制上进

进行深入探讨，针对物流空间分类问题提出

行创新和突破。另外，对于物流仓储空间的

了新的空间分类方法，将物流空间划分为交

规划和管理机制也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些将

通运输空间和物流仓储空间。其中交通运输

是未来探讨的方向。

对外物流枢纽：服务城市对外交通

航空综合枢纽

城市物流转运中心：服务城市仓储分拨

转运
中心

社区物流配送站：配套设施

铁路综合枢纽

公路综合枢纽

转运
中心

转运
中心

转运
中心

转运
中心

配送站

社区

港口综合枢纽

配送站

超市

配送站

商户

办公

配送站

配送站

学校

医院

图 8 交通运输空间的功能体系框架
Fig.8 Functional system framework of transportation space
北

中部公路综合型物流枢纽
西部公路综合型物流枢纽

东部公路综合型物流枢纽

铁路综合型物流枢纽
机场综合型物流枢纽
东部港口综合型物流枢纽

高(快)速路
西部港口综合型物流枢纽

图 9 深圳对外物流枢纽布局规划
Fig.9 Layout plan of Shenzhen's integrated logistics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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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北

马田
松岗

光明
玉塘

新桥
石岩
福海

福城

高桥

观澜

坪地
坑梓

水朗

宝龙
福民

荷坳

应人石

排榜

鹤洲

南湾

民治

航城

坪山

西乡

横岗

大鹏

盐田

罗湖
南头

城市物流转运中心
高(快)速路

赤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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