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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港作为人流、物流、信息流汇聚的重要节点，依托其建设临空经济区日益成为热点。而从

实际建设运营情况看，机场内外空间割裂与空间价值错配等问题频现。基于海口临空经济区的规划

实践以及对人、货、航三要素空间偏好与组织逻辑的剖析，建立“人-货-航”维度的临空经济区

规划技术框架。针对“为人”维度，建设活力共享的航站走廊；“为货”维度，突出跑道岸线空间

的精明使用；“为航”维度，突出关键系统的安全保障。相应细化各空间布局的技术要点，促进临

空经济区的空间高价值利用与港产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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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Economic Zone Planning in the Dimensions of“People- Cargo- Airlines”: Example of

Haikou Airport Economic Zone

Lin Chenhui, Chen Yang, Gao Jingbo

(Shanghai Branch of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Shanghai 20005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node of people, logistics, and information flows, the airpor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hot spot for developing airport economic zones. However, the existing construction and op-

eration development have exposed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fragmentation of space inside and out-

side the airport and the mismatch of space values. Based on the planning practice of the Haikou Air-

port Economic Zone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preferences as well as the movement of passenger,

cargo, and airline navig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airport economic zone

planning with the dimensions of“people-cargo-airline”. A multi-functional terminal corridor is estab-

lished at“people-oriented”level, the runway shoreline space is used in a smart way at cargo-oriented

level, and the safety of key systems is highlighted at airline-oriented level. The technical points of spa-

tial layout are elaborated to promote the high-value use of space in the airport economic zone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ort-industry-city.

Keywords: people-cargo-airline; airport economic zone; planning method; port-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Hai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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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货货--航航””维度的临空经济区规划探索维度的临空经济区规划探索
———以海口临空经济区为例—以海口临空经济区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航空运输业发展，空

港作为人流、物流、信息流汇聚的重要节

点，以其为依托发展临空产业、建设临空经

济区成为关注热点。特别是自 2013 年起，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联合批复临空经

济示范区背景下，各地临空经济区规划广泛

兴起。然而从实际建设运营情况看，往往存

在机场内外割裂、空间价值错配等问题，导

致产业集聚不佳、港城矛盾频现。本文结合

海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践，从

“人-货-航”维度出发，探索以人为本、内

外融合的临空经济区规划思路与方法。

11 临空经济区规划相关理论与实践综述临空经济区规划相关理论与实践综述

11..11 临空经济区规划相关理论临空经济区规划相关理论

随着临空经济区不断受到重视，国内外

针对临空经济区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更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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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货货--航航””维度的临空经济区规划探索维度的临空经济区规划探索
———以海口临空经济区为例—以海口临空经济区为例

丰富，包括探讨临空经济区空间布局模型与

演化模式[1]；通过对国内外临空经济的现状

对比，得出临空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素[2]；分

析探讨临空经济区功能定位的规律并认为其

应与空港腹地发展水平相协调 [3]；基于产

业、交通、空间一体化开展规划体系研

究 [4]；研究临空经济区“港产城”融合发

展[5-6]等。

关于临空经济区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

至 20世纪 60—90年代。1965年，航空专家

麦金利·康维(McKinley Conway)第一次提出

临空概念，认为临空经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1993 年，格伦·维斯布罗德(Glen

Weisbrod)等人从经济单元与机场枢纽之间关

联程度出发，将机场周边 15 km的区域分为

4个圈层。第一圈层是机场所在的空港区；

第二圈层是机场周边 5 km范围内空港紧邻

区；第三圈层是位于机场周边5~10 km范围

内的空港相邻区；外围辐射区是位于 10 km

以外地区。每个圈层集聚特定的产业功能，

这种理想化的圈层空间模式为后来临空经济

区功能布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7]。1998

年约翰·卡萨达(John Kasarda)提出航空大都

市理论，认为其由临空经济区及其周边 30

km内的区域共同组成[8]，该理论为机场周边

较大范围内的功能布局与空间组织提供了

支撑。

从上述理论演变可以发现，临空经济区

发展呈现如下趋势：在功能上，从以航空运

输配套为主向多元复合功能演化，机场功能

与城市功能不断耦合；相应地，在空间上，

机场枢纽向外围地区呈现圈层布局规律，需

要合理的空间与交通组织促进机场与城市联

动发展。

11..22 中国临空经济区规划实践回顾中国临空经济区规划实践回顾

中国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实践可追溯至20

世纪 90年代，大型枢纽机场如首都国际机

场开始关注空港地区建设(见表 1)。1994年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规划成为中国首个

临空地区规划；2000—2010年，大中型城市

机场开始关注临空经济区建设，2013 年开

始，国家陆续批复了 12 个临空经济示范

区，临空经济示范区是集聚发展航空运输

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的特殊经

济区域，是民航业与区域经济相互融合的重

要载体；2010年以来，随着快递物流业迅速

发展，顺丰、圆通分别与湖北鄂州市、浙江

嘉兴市相继达成合作建设货运专用机场，若

干中小城市依托机场建设专业化临空经济区

成为新热点。

相应地，关于临空经济区的规划研究日

益涌现。一方面，既有研究视角相对宏观，

主要围绕临空经济区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港城关系等方面，具体包括首都机场临空经

济区产业布局与城市发展关系[9]，以哈尔滨

太平机场为例研究区域互动视角下临空经济

区与城市在功能、产业、空间和交通的互

动[10]，以嘉兴机场为例探索中小型机场发展

动力识别与关注重点[11]，以张家口机场为例

研究中小型临空产业体系与空间布局[12]等，

而对机场紧邻地区的功能布局与空间组织的

精细化研究尚少。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多从

航空需求或货运物流需求单维视角出发，包

括研究货运枢纽临空经济区的发展规律 [13]，

探索货运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产业选择与空间

组织[14]，从航空货运视角出发研究货运机场

综合交通规划[15]，以浦东机场临空地区为例

研究航空运输产业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

响 [16]，而从人的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试图建立“人-货-航”三维视

角的研究框架，结合海口临空经济区规划实

践，探索临空经济区的精细化规划方法。

22 ““人人--货货--航航””维度的规划框架与模维度的规划框架与模

式判断式判断

22..11 ““人人--货货--航航””维度的规划框架构建维度的规划框架构建

对临空经济区而言，人、货、航是功能

与空间布局的 3个重要维度，三者具有不同

的空间价值偏好，遵循不同的空间组织逻辑

(见图 1)。从“人-货-航”维度出发，构建

临空经济区规划的技术框架 (见图 2)。其

中，“为人”维度以机场旅客及服务人员为

表1 中国临空经济区主要类型与发展阶段

Tab.1 Main type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na's airport economic zones

发展阶段发展阶段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年以来

建设类型建设类型

依托大型
枢纽机场

依托大中
型机场

依托中小
型机场

主要城市主要城市

北京、上海、
成都

沈阳、天津、
重庆、青岛、

西安等

嘉兴、无锡、
南通、温州、

鄂州等

标志性事件标志性事件

1994年中国第一个空港地区规
划：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
规划

201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陆续批
复12个临空经济示范区

2017年，随着鄂州顺丰国际机
场(园区)开工建设，中国开始
拥有专业货运型机场(地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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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效、便捷的枢纽综合体

打造航空都市走廊

人文尺度

混合业态

阳光庭院

立体开发

航站走廊的活力共享 岸线空间的精明使用 关键系统的安全保障

为人 为货 为航

临空经济区规划

合理布局航空关键设施模块

“双控高体系”保障净空要求

应对极端天气，防止机场内涝

科学设计道路与场地竖向

保障集疏运需求

突出“三进空间”组织

依据不同货物需求

划定特殊监管区

细化特殊交通组织

设立企业准入门槛

核准适宜用地规模

图2 “人–货–航”维度的临空经济区规划技术框架

Fig.2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airport economic zone planning in the dimensions of“people-cargo-airline”

关注对象，以活力共享为导向，基于人的流

线与行为需求，其空间组织主要围绕航站楼

及周边走廊地区；“为货”维度以机场货运

及物流产业为关注对象，以精明使用为导

向，基于不同类型货物进出、中转流程及延

伸产业需求，其空间组织主要围绕跑道岸

线；“为航”维度以机场本体运营为关注对

象，以安全保障为导向，基于飞行、场地以

及临空交通的安全需求，突出关键系统的精

确支撑。

22..22 ““人人--货货--航航””总体功能模式判断总体功能模式判断

识别临空经济区“人-货-航”总体功

能模式是分维度进行空间布局的基础。对国

内外十大典型机场周边 5 km 范围内为人、

为货、为航功能用地比例进行聚类分析(见

图3)，发现功能模式可分为四种类型：商业

商务型(为人功能大于50%)、航空物流型(为

货功能大于 50%)、航空服务型(为航功能大

于 50%)和均衡型 (人货航功能各 30%)(见

图 4)。适宜功能模式的确定取决于对机场

“人-货-航”特征的精准识别，主要衡量机

场区位、中转特征、乘客特征、货运特征、

开放政策5个关键因素。

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海口

机场”)为例，2019年其旅客吞吐量达2 421.66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17.56万 t，是服务海

南、面向东南亚的空中门户，椰林花海的

“最美机场”。海口临空经济区位于机场周边

5 km影响圈层内，规划范围东北至桂灵大道

—海文高速联络线，西至灵山大道—海榆大

道，南至绕城高速公路，总面积约 50 km2。
图1 临空经济区功能空间价值评价

Fig.1 Evaluation of functional space value of airport economic zone

高价值

较高价值

较低价值

低价值

高价值

较高价值

较低价值

低价值

a“为人”维度

b“为货”维度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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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机场区位看，与城区距离近的机场“为

人”功能发育潜力大，机场周边“为人”功

能发育情况与城市能级呈正相关关系、与机

场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如上海

虹桥国际机场“为人”功能发育较好，而浦

东国际机场“为货”功能发育较好。据测

算，海口机场适合发展“为人”功能。2)从

中转特征看，中转型机场“为人”功能需求

大，海口机场现状中转率仅为0.2%，属区域

非中转型机场。3)从乘客特征看，根据目的

构成分为商务乘客型、旅游乘客型、综合乘

客型，不同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为典型的旅

游乘客型机场，海口机场为商、旅均衡的综

合乘客型机场。4)从货运特征看，腹仓货与

全货机需求受基地货运公司的影响，海口为

海航基地，并引入顺丰区域分拨中心，“为

货”功能发展具有潜力。5)从开放政策看，

海口在已有第五航权基础上，获得自贸区政

策加持，有利于自贸物流、飞机维修、航空

租赁等“为货”“为航”功能发展。综合上

述因素考虑，海口机场与新加坡樟宜机场类

似，属人、货、航均衡型模式(见图 5)。下

文将以该模式为基础，分别探讨“为人”

“为货”“为航”3个维度的空间布局要点。

33““为人为人””维度维度：：突出航站走廊的活力突出航站走廊的活力

共享共享

伴随中国城市进入品质提升阶段，大量

人流汇聚的航空枢纽在未来发展中地位更加

重要，其空间品质亟须改善与提升。航站楼

及航站走廊地区是展示机场形象与提供“为

人”服务的核心空间。本次规划通过打造高

效、便捷的航空枢纽综合体以及活力共享的

航空都市走廊，旨在塑造高品质枢纽空间、

提供高价值“为人”服务。

33..11 打造高效便捷的航空枢纽综合体打造高效便捷的航空枢纽综合体

航站楼拥有的近机位数量是影响乘客出

行便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中国许

多航站楼普遍存在近机位不足的问题。根据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的经验值，大型

机场的近机位比例宜≥80%，靠桥率宜≥90%。

而在中国年客运量超过2 000万人·a-1的19个

大型机场中，16 个机场的近机位比例低于

80%、18个机场的靠桥率低于90%。究其原

因，部分大型机场误用适合小型机场的前置

廊型布局模式，导致近机位数量不足，乘客

会展
商业服务

商住
商住

航站区

商业服务
机务区

航站区 动物园

物流

货运区

货运、物流、工厂 货运、联邦快递总部

航站区

航务
服务

货运
物流

货运
物流

货运物流

商贸
物流

物流

物流

航务
服务

航站区

货站

飞机
维修 航空

服务

航空
服务

航站区

休闲
旅游

工业

休闲
旅游

机库
货站

航空
工业

航空
保障

监狱

监狱

物流

大学

博览中心
商务花园

高尔夫 酒店
办公

航站区

航站区

商业

a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商业商务型) b 美国孟菲斯国际机场(航空物流型) c 厦门太古机场(航空服务型) d 新加坡樟宜机场(均衡型)

图3 国内外典型机场不同功能用地构成分析

Fig.3 Land use development of typical airpor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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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临空经济区四种总体功能模式

Fig.4 Four general functional modes of the airport economic zone

厦门太古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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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

出行便捷程度明显下降[17]。

为提高海口空港航站区的便捷性，首先

引导指廊型的航站楼布局，增设卫星厅并预

控空间，以提供充足的近机位(见图 6)。其

次，建设高效便捷、多功能复合的航空枢纽

综合体。借鉴新加坡“星耀樟宜” (Jewel

Changi)打造大型购物、娱乐综合体的经

验，规划围绕航站楼建设高效便捷的航空枢

纽综合体，融合新兴消费、酒店餐饮、娱乐

休闲、交通集散等功能(见图7)。

33..22 建设活力共享的航空都市走廊建设活力共享的航空都市走廊

以航站楼为核心的航站走廊地区是“为

人”服务的“黄金价值”空间。中国大多数

机场走廊地区功能更加侧重“为货”“为

航”服务，包括航空保障、航空物流、航

油、航食等功能，并且实行“封闭大院”式

开发，导致机场走廊地区缺乏对乘客的吸引

力。调研中发现许多乘客认为机场周边缺乏

足够的酒店、餐饮、娱乐等配套设施，令人

难以长时间停留；而国外许多机场善用机场

走廊地区的“黄金价值”，形成“为人”服

务的航空都市地区，如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

际机场、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等。为改变以

往航站走廊地区“封闭大院”式开发模式，

在海口空港规划中，试图沿机场路建设一条

活力共享的航空都市走廊，机场西翼作为客

流的主要来向，布局酒店会议、购物休闲、

文化娱乐等功能业态，形成功能复合的新兴

消费区；机场东翼结合现状已有航空公司基

地，建设以航空办公、自贸服务为主的专业

办公集聚区(见图8)。

在本次规划的走廊地区，以人文尺度、

混合业态、阳光庭院、立体开发四大策略引

导精细布局，实现“封闭大院”模式向“活

力共享”模式转变 (见图 9)。在路网规划

上，倡导人文尺度，贯彻小街区、密路网理

念，形成间距 200~250 m的小尺度街区，路

网密度达 8 km·km-2，在街区内部营造尺度

宜人的步行环境。在功能布置上，实行街

区、地块两个空间层次的业态混合，街区内

不同功能用地混合布局，保证街区24 h充满

活力，地块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在垂直方向布

局多元化功能。在空间塑造上，围绕街区内

公园湖面打造庭院式公共空间，临湖界面形

成公共复合的业态分布以及开敞连续的步行

空间。在开发模式上，形成地下公共通道、

地面公共空间、二层公共通廊的立体开发，

实现多层次空间的交通换乘与公共空间贯通。

44““为货为货””维度维度：：突出岸线空间的精明突出岸线空间的精明

使用使用

“为货”维度的高价值空间主要围绕机

场跑道岸线，以高效空间组织支撑不同类型

货运物流需求，实现功能分层、流程顺畅以

及港产联动。在此基础上，具有自贸政策的

空港需进一步探讨依托航空口岸的特殊监管

区与跑道岸线的融合布局。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美国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
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

新加坡樟宜机场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厦门太古机场

商业商务型

均衡型

航空服务型 航空物流型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

为人

为航 为货

图5 临空经济区“人-货-航”功能模式

Fig.5“People-cargo-airline”functional mode in the airport economic zone

通用航空

航司基地

航空服务

航司基地

卫星厅

800 m
图6 卫星厅空间预留

Fig.6 Satellite hall space 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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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货运功能区与跑道岸线融合货运功能区与跑道岸线融合

改变以往机场红线内外割裂的布局模

式，突出岸线资源的高价值使用，促进“为

货”功能与跑道岸线的深度融合。首先，以

机坪、货站、物流园“三进空间”为基本组

织模式(见图10)，高效连接临空面与港后产

业腹地，形成从港到空侧货运设施再到陆侧

临空产业区腹地的便捷流线。

其次，航空货运物流化、快递化、国际

化趋势下，货运物流类型更加多元，在业态

布局上需要依据国际货与国内货、到发货与

中转货、普通货与快件货、监管货与非监管

货的不同时效需求，合理分配岸线空间资

源。例如，将两条远距离跑道之间具有充分

空侧开面但与陆侧交通联系不便的区域优先

布局空空中转货、监管货；将跑道外侧具有

充足货机位且纵深方向具有充足产业腹地的

区域用于布局国际货、快件、到发货；而将

无货机位但与航站区邻近、空间较小的区位

用于布局腹舱货、国内货站。

进而，确定匹配业态需求的空间尺度，

普通国内货站一般进深为 200~300 m，而大

型国际货站、国际快件中心、转运中心的进

深则需要在 350 m 左右、开面 350~400 m。

为确保跑道岸线黄金区位的高价值使用，还

需密切对接具有空间需求的潜在企业，设立

准入门槛、核准适宜用地规模。如在海口临

空经济区启动区项目筛选中，对无跑道实际

需求、以陆运为主的一般物流企业择址调出。

44..22 特殊监管区与跑道岸线融合特殊监管区与跑道岸线融合

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化、自贸区加速建设

的大背景下，机场与自贸区之间的协同效应

日益显现，上海浦东、郑州、厦门、天津等

地均依托空港设置自贸区、综合保税区等特

殊监管区，作为国际货运物流、飞机维修及

相关延伸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特殊监管区

布局在符合海关对一般监管区的政策要求基

础上，还需特别考量依托航空口岸，如何合

理利用空侧资源，处理好各类功能业态布局。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启动区，海

口临空经济区一期划定 2.4 km2的特殊监管

区，支撑保税物流、跨境电商、飞机维修、

航材保税等重点项目发展(见图 11)。按功能

与跑道的关联强弱，划分紧邻与非紧邻功

能。其中，紧邻功能包括“快进快出”的国

公共
交通
中心

酒店 停车楼 航空主楼综合体
占地面积：2 hm2

建筑面积：8万m2

停车楼

T3

T2

T1

航空旅游城

高铁站

图7 航空枢纽综合体

Fig.7 Airport hub complex

新兴消费组团

枢纽综合体

航空服务组团

自贸服务组团

图8 航空都市走廊布局示意

Fig.8 Layout of airport urban corridor

a 人文尺度 b 混合业态 c 阳光庭院 d 立体开发

图9 航空都市走廊引导策略

Fig.9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airport urban corridor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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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站、分拨中心、对时效性要求高的冷链

物流；而飞机维修、航材保税需要专用的维

修机坪与滑行道。非紧邻功能包括储存时间

相对较长、需要陆侧货运通道的一般保税物

流、跨境电商、文玩艺术品及设备等特殊品

物流，以及配套物流加工业。而海关查验、

监管仓库、租赁服务等服务办公应布局在邻

近卡口区位；因按现行监管政策要求，涉及

货物消耗的餐饮、超市等配套服务业应就近

布局，但位于围网之外。在此基础上，按监

管流程要求，细化监管区卡口、海关巡查道

路、下穿道路等特殊交通组织。

55““为航为航””维度维度：：突出关键系统的安全突出关键系统的安全

保障保障

“为航”维度的空陆安全保障是临空经

济区发展的基础，需重点强化飞行、场地、

交通三大关键系统的安全保障。

55..11 保障飞行安全的设施与高度控制保障飞行安全的设施与高度控制

从飞行安全角度，首先要保障机场关键

设施用地，包括航空管理、消防急救、海关

安检、航油能源、机务维修等关键模块，并

根据其特殊控制要求对设施周边地块的功能

布局、交通组织予以相应控制。例如消防设

施模块应考虑机场围界，分设机场专用与临

空片区消防站，航油能源设施布局应满足航

站楼消防安全控制距离；又如机务维修模块

布局需设置细化专用滑行道与维修机坪组织

方案，避免飞机维修等产业布局对飞机滑行

效率造成影响。

其次，以保障净空安全为首要条件确定

临空区建设高度，综合考虑民航空管部门关

于机场障碍物限制面、飞行程序、飞机性

能、灯光系统、导航监视设施的净空控制要

求，并以最严格的要求为准，任何建、构筑

物的最高点不得超出限制要求。一方面，由

于净空控制条件采取绝对海拔高度，不同于

一般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采取建筑相对高度

的控制方法，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规划中采取

相对高度与绝对高度的“双控高”体系，避

免地块场地平整带来的绝对高度突破(见图

12)。另一方面，在空管部门对规划控高的

审定中，通常采用单一地块最不利点的控制

要求；为实现精细化管控与集约开发，可基

于净空控制线对街坊予以地块细分。例如海

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规划中，位于飞机爬升

冷链货站 国际快件 国际货站 国际空空转运中心

货站

机坪

物流园

保税物流园

联络道
跑道

全货机机坪(38个机位)

物流加工园

跨境电商园

展示交易中心

主
通
道

图10 机坪、货站、物流园“三进空间”布局示意

Fig.10 Layout of the apron, cargo station and logistics park

紧邻功能

航材、飞机维修、飞培国际货站

国际货站与分拨中心
航材
保税

机坪

跑道

综合服务 非紧邻功能

航材、
飞机维修

冷链物流

保税物流 货代、
物流服务

海关
查验

保税物流、
特殊商品保税

租赁、
注册服务

展示
交易中心

综合服务
配套区

跨境电商

保税物流、跨境电商

滑
行
道

跑道

保税物流、加工

保税物流、
特殊品保税

图11 海口临空经济区特殊监管区功能布局示意

Fig.11 Functional layout of the special supervision zone in Haikou Airport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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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某项目用地东西长 300 m，按最不利点

控高为 30 m；规划通过用地细分，划分为

30~40 m不等的五个地块，引导建筑详细布

局设计，兼顾安全与集约。

55..22 保障场地安全的排涝与竖向设计保障场地安全的排涝与竖向设计

从场地安全角度，科学合理的排涝与竖

向设计是保障机场运营与临空经济区建设的

重要基础。近年来，暴雨天气下中国若干机

场出现内涝问题，给机场运营造成安全隐患

与经济损失，因此，建设“大雨不内涝的机

场”是排水设计的核心目标。此外，需在满

足净空与排水的基础上，协调处理好复杂立

体交通标高关系，科学设计道路与场地竖向。

海口临空经济区西临南渡江，北面琼州

海峡，整体为低丘缓坡地形，地势南高北

低，最高点与最低点高差达22 m。在排涝系

统设计上，应对海南典型的暴雨极端天气，

通过保留江海通廊、布局多向排涝、设置调

蓄空间等手段，高标准设计河渠断面与管道

排水系统，以防止机场内涝。在竖向设计

上，以机场跑道、环岛铁路、机场路、绕城

高速公路等高程为基准，综合分析洪水或地

下水位、排水纵坡、跨铁路桥隧、立体交

通、净空控制条件等因素，进行竖向地势梯

度分级，合理确定并衔接道路与场地竖向。

55..33 保障交通安全的分流组织保障交通安全的分流组织

从交通安全角度，临空交通组织需突出

“分”这一关键词，避免临空经济区产业经

济活动引发的交通对空港集疏运网络造成干

扰，需要遵循客货分离、快慢分离、动静分

离。交通需求分析不仅要关注交通走廊及主

要通道的供需分析，还应细化至微观需求分

析，细化快速路出入口位置、立交节点主要

车流方向等交通设计[4]。

海口临空经济区规划中，为保障机场枢

纽高效运行，以机场终端客货运量预测集疏

运交通需求，并将陆侧临空功能区按出行特

征分为 5个交通集散单元分别测算。以此为

基础，采取航空都市走廊系统与机场枢纽系

统的“双系统”交通组织方式，将航空都市

走廊地区开发带来的交通压力向两侧分流，

避免商务、消费功能区诱发交通对机场到发

交通造成干扰。划分货运禁行区、限行区和

保障区予以差别化交通管制，建立货运专用

通道，避免客货运交通干扰交织。

66 结语结语

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功能区融合发展已

成为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界的共识[18]。近年

来，在站城一体理论的指导下，高铁枢纽与

周边站区的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机

场与所在城市功能区的融合仍然不足，机场

红线内外割裂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针对

临空经济区，推进机场红线内外的良好融合

是规划需要关注的重点。

避免临空经济区发展中存在的内外割

裂、价值错配等问题，本文试图建立基于

“人-货-航”维度的临空地区规划范式。在

功能选择上，临空经济区的各类功能可以划

分为“为人”“为货”“为航”三类，从而形

成商业商务型、航空物流型、航空服务型、

均衡型四类功能模式。不同临空经济区应当

依据所在机场的“人-货-航”特征，精准

选择功能模式。当然，无论选择何种模式，

都需冷静看待空港的带动作用。过去 50多

年的实践证明，大多数空港能够辐射的只是

周边约5 km范围的紧邻地区。

在空间布局上，本文试图分析“人-

货-航”依循的不同空间组织逻辑。“为人”

的空间组织主要围绕航站楼及周边的高价值

空间，需打破原有的“封闭大院”模式，让

高价值空间得以高价值使用，一方面提高航

站楼本身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激活航站走

廊地区。“为货”的空间组织则主要围绕跑

道，让“为货”功能与跑道岸线深度融合，

确保跑道岸线黄金区位的高价值使用。“为

航”的空间组织以空陆安全为重点，需保障

飞行安全的关键设施模块预控与建筑高度控

制、场地安全的排涝设计，以及交通安全的

分流组织。

40 m
(相对高度)

80 m
(绝对高度)

60 m
(相对高度)

100 m
(绝对高度)

图12 临空经济区“双控高”体系示意

Fig.12 Schematics of the“dual-height”system in the airport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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