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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高铁站场地区空间布局规律，解决该地区布局规

划与交通组织的问题，通过国内外实践性对比和理论研究，提出选

址新建高铁站场地区“三圈层”空间结构模式。第一圈层是交通服

务区域，具有一定的“刚性”，规模在1~1.5 km2。第二圈层是直接拉

动区域，是对第一圈层的功能拓展和补充区域，规模3~5 km2。第三

圈层是间接催化区域。高铁站场地区的功能特征基本表现在第一

圈层，过渡到第二圈层，“变异”在第三圈层，规划布局及交通组织重

点应放在第一，二圈层。最后，对各圈层功能布局及用地类型进行

分析，提出了各圈层的规划重点。

Abstract： In an attempt to reveal space planning patterns in the vicin-

ity of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so as to cope with issues tied to land-use

development and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current practice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and pro-

poses a“3-Ring”spatial structure pattern in site selection and con-

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Ring I, covering 1 to 1.5 km2 and

featuring a certain“rigidity”, is the area that provides direct services

to passengers to and from the high-speed rail terminal; Ring II further

extends 3 to 5 km2 outwards, is a functional sprawling and supplemen-

tal area to Ring I; while Ring III is the indirect backup area. The func-

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surrounding a high-speed rail termi-

nal are basically embodied within Ring I, transitioned to Ring II, and

evolved with variations into Ring III. Hence, the emphasis of develop-

ment plann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hould be placed in

Rings I and II. Finall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types of land-uses in different rings, the paper dis-

cusses key aspects in land-use planning within each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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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交通网络成

为支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硬件平台。2007年 9

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全国铁路科技大会上宣布，京

沪高速铁路开工建设，2010年通车。这标志着中国高速

铁路进入了全面建设阶段，并将带来城市与区域交通环

境的极大改变与重构。根据日本、法国、德国等高速铁

路(以下简称“高铁”)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高铁

站场建设将对城市或地区发展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集

聚城市人口，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城市的可达性。而这

些宏观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高铁站场地区城市功能和空

间的合理组织实现的，即与站场地区的空间结构及功能

特征紧密关联。因此，合理规划是保证高铁站场枢纽作

用发挥的基础。

1 “三圈层”空间结构

高铁站场地区以高铁站场为交通核，包括周边一定

的服务区域和影响区域。通常情况下，高铁站场地区是

一个定性而含糊的概念，这个区域有多大？如何界定？

如何影响土地空间规划并发挥枢纽作用？通过对国外大

量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分析认为，高铁站场地区空间结

构呈现明显的“圈层”拓展特征。即如果以车站为中

心，基本可以分为3个圈层，见图1。

第一圈层是包括交通核在内的服务区域。交通核包

括站场、枢纽主体、广场、车站附属用房、公交场站、

城市轨道交通站场等综合交通设施，并为车站旅客提供

各种配套服务。这个区域是车站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功

能区，服务主体是旅客，其活动特征和需求与车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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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紧密，可以称为车站配套开发的“外向型”区域

(为本市居民服务的功能称为“内向型”)，空间上通常

开发强度高、建筑密度大，在新建车站带动下建设投资

密集。

第二圈层是对第一圈层各种功能的拓展和补充。随着

距离增加，旅客人群扩散，密度降低，对各种配套服务的

需求减少，各种功能与车站的关联程度也在逐步降低，并

从为旅客服务为主转向兼顾城市居民，城市的各项功能组

织也由“外向型”向“内向型”过渡。

第三圈层，铁路旅客数量进一步减少，逐步融入城市

的各个角落，车站地区旅客特有的各种活动特征与需求也

随之“变异”，由“旅客”逐步过渡到“居民”。此时城市

的各项功能组织与车站已经没有直接关联，而由城市发展

目标或分区定位等综合因素确定。

2 各圈层空间规模

高铁站场地区服务的主体对象是流动的旅客，这就构

成影响各圈层规模的2个关键因素：①车站地区服务功能

的分布半径；②旅客利用这些服务功能时采用的交通方式。

2.1 第一圈层空间规模

第一圈层服务功能主要包括宾馆、餐饮、购物、旅

游、咨询、信息服务等，这些功能分布的半径越大，第一

圈层的规模就越大。但是这里有一个制约性的前提，即要

保证旅客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便利的服务。如果服务功能

分布距离过大，寻找不便，耗时过长，极易造成旅客身体

和心理的疲劳。因此，车站地区服务功能的分布半径须控

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第一圈层规模受实际步行可达的最大合理半径控制

(合理半径从车站站房主体边界起计)，根据城市公共交通

设站的规范标准，站距一般在500~800 m，如果不乘坐交

通工具，考虑旅客的耐受程度，依靠步行不应超过 1站。

如果将500 m作为步行的合理服务半径，则第一圈层的理

论规模是 0.785 km2。如果按照步行不超过 10 min这一普

遍可以接受的行走距离，并按照步行平均速度为 5 km/h

计算，则第一圈层的规模是2.18 km2左右。

对比国内外部分铁路站场地区实例，第一圈层(直接

服务于旅客)对应的规模为0.5~2.5 km2，平均为1.1 km2(见

表 1)。案例中车站地区第一圈层的建设规模有一定差异，

这一方面受车站规模、城市规模以及城市经济实力的影

响；另一方面有些城市在车站地区建设中包括了其他城市

功能(会展、公园)。

文献[3]对人流运动心理及物理特征进行研究，从投

资收益、地价提升的角度将车站枢纽对地区的经济影响划

分成 3个级别，第 1级在 5~10 min，称为基本发展区，相

当于大约 400~800 m 的距离；第 2 级称为发展区，在 15

min内，相当于不超过 1 250 m的距离；第 3级也叫发展

区，在 15 min以上，即 1 250 m以上的距离。第 1级内土

地升值、经济收益、投资带动的作用和效果最突出，第三

级最弱。尽管分析的角度侧重经济影响效果，但对规划空

间布局和功能组织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如果按照5~10 min

的经济影响级别推算空间规模，相当于基本发展区规模为

0.55~2.18 km2。综合上述多种情况，如果取平均值，则相

高铁站场枢纽
(微观尺度)

第一圈层 高铁

第三圈层(宏观尺度)

(中观尺度)

第二圈层

图 1 “三圈层”空间结构

Fig.1 "3-Ring" spatial structure pattern

表 1 国内外部分铁路站场地区规模

Tab.1 The scale of vicinity of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韩国高铁大田车站[1]

法国里尔车站

上海南站

北京西客站

北京南站

京沪高铁南京站[2]

广州南站

约0.50

0.55

0.60

0.62

0.94

2.00

2.50

1.10

高铁站

高铁站

在建高铁站，规划范围1.8 km2

规划高铁站

周边地区5 km2

名称

平均

占地规模①/km2
备注

①案例中，“占地规模”包括站场、枢纽主体、广场、车站附属用房、城市
轨道交通站场、公交场站等综合交通设施，以及旅馆、饭店、购物中心
等。相当于本研究中第一圈层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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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第一圈层的规模是1.36 km2。规划实践中第一圈层采

用1~1.5 km2的规模比较适宜。

2.2 第二，三圈层空间规模

上述规模的合理性判断是建立在步行交通方式基础上

的，如果借助交通工具，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按照旅

客的活动心理，既然已经乘车，那么可以乘坐1站，也可

以乘坐若干站到达所需服务点，这个半径可以在1站至若

干站之间，即500 m至几千米。此时，距离已经不是决定

服务设施分布的关键因素，而是时间。那么需要另一个假

定前提，即旅客群体还是希望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到达

目标区域，且不是以回家为目的地。

对于大部分城市，乘公交车 10~15 min是一个频率较

高、相对宜于接受的时间距离，相当于 3~5站地，大约

1 500~2 500 m，则圈层的规模可达7~20 km2。如果按照公

共汽车运行速度 25 km/h计算，则 10~15 min公交车程覆

盖的是一个更大的范围。显然一个城市不可能在这么大的

规模范围内建设与车站配套的旅客服务设施，并且这个范

围已经不是第一圈层的含义(接受最直接便捷的服务)，而

是第二圈层的拓展和补充服务功能范围。由于乘客的目的

地选择理论上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因此，第二圈层规模严

格说很难确定，甚至与第三圈层也很难区分。但是，第一

圈层和第二圈层在空间或功能上是延续的，而不是截然分

离的，这给第二圈层的存在和规模界定提供了合理性和必

然性。因此，第二圈层规模与乘车可达的合理时间以及与

第一圈层的衔接紧密程度相关。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国内外部分实证案例，认为第

二圈层的规模在 3~5 km2比较合理。由于第二圈层与第一

圈层是覆盖关系，因此，第二圈层的功能相当于分布在除

去第一圈层 1~1.5 km2外的 2~3.5 km2的空间范围内。在实

际规划中，第一，二圈层规模会有一定幅度的变化，本文

提出的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规模。以此类推，第三圈层

则是可以在任何位置为旅客提供任何服务的区域，不受服

务时间和便利原则的限制，因此，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城市

区域，分布在整个城市范围内。

3 各圈层功能布局特征

3.1 确定圈层功能布局的关键因素

圈层功能布局特征对城市规划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其确定有2个关键因素，即服务对象及其活动特征

与需求。

1) 服务对象

由于较高的建设投入和高速长距离客运的功能定位，

使高铁票价较高，客流以具有一定收入、高素质的“白

领”为主，乘坐人群与航空港旅客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同

时，商务、办公、旅游客流占有较大比例。如法国巴黎—

里昂线 1981年开通后，商务出行增长了 56%，服务性旅

行增长到原来的 112%；法国里尔来自伦敦和比利时的休

闲游客比原来分别增长了35%和30%；客流结构特征又导

致宾馆数量增加，大阪和福冈站2年内，车站周边的宾馆

数量翻了1倍。此外，商务和会议旅行委托等相关业务随

之增加。总体来看，服务对象引发车站周边地区功能偏向

商务、信息、办公、旅游服务等。

2) 旅客活动特征与需求

根据国内对旅客活动特征与需求的有关研究显示[4]，

乘客出行或到达一个城市前，对服务的需求主要集中于目

的地的住宿、旅游、餐饮、购物、娱乐、换乘、政务信息

等方面。其中，出行前集中在交通枢纽位置、班次、公交

线路、冷热线信息、标志性建筑位置、气象、旅游景点推

荐信息等方面。到达目的地城市后集中在住宿、旅游、餐

饮、商厦、娱乐场所、行政机关等方面。1980—1985年巴

黎大区社会行为与交通方式关系调查结果也显示，旅客活

动行为中，与商务目的相关的占 50%以上。这些活动特

征与需求对各圈层功能选择和用地布局具有重要的决定

作用。

3.2 关联性及用地类型分析

从发达国家高铁站场地区规划实践来看，发展突出的

功能几乎全部集中在现代服务业。如日本新干线车站地区

经济贡献明显集中在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广告、商业、

商务服务业、房地产服务业；无论是中间站还是终点站的

站场地区，食宿行业都有明显增长；旅游业的增长是综合

性的。巴黎—里昂线，1983—1990年，办公空间需求增长

了 43% (相当于每年增长 5.1% )。德国 1992 年 Kassel—

Wilhemshohe磁悬浮开通，车站地区办公、零售业空间需

求增长了 20%[5]。但银行服务业、科研教育、政府机构对

地区发展的贡献作用不突出，也就是说，此类功能与站场

区域关联性不高。

虽然功能组织并不完全等同于用地布局，但从各种功

能与枢纽地区关联的紧密程度和社会经济影响考虑，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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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能与城市建设用地对应转换，可以对枢纽地区用地规

划提供依据。结果表明，关联性高的功能用地主要包括2

类：交通及设施用地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二者通常

会达到第一圈层规模的80%；有一定关联性的功能用地主

要包括 3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餐饮、咨询、银

行服务等)、交通及设施用地、居住用地(普通住宅、公

寓)，基本分布在第二圈层；关联性低的各类功能用地包

括工业、仓储、居住、市政等，基本分布在第三圈层。

具体见表2。

另外，高铁站场与传统铁路站场功能布局特征最大的

差异是，高铁以客运为主，几乎没有大宗货物运输；第一

或第二圈层物流运输业及相关服务咨询业功能很弱；工

业、教育、文化、居住等功能与站场地区活动特征关系不

大，在第一，二圈层内布局较少，特别是工业、居住功能

在布局中又表现出以下特征：

1) 工业用地

属于城市建设用地三类工业用地的项目禁止布置在城

市中心地区；属于二类工业用地的项目，由于对城市景

观、环境、交通等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企业间的协作需

要企业尽量集聚，形成区块，占地规模较大，也很难在第

一，二圈层内立足；属于一类工业用地的项目，对环境影

响小，企业经济效益高，选址灵活性很大，通常都是高新

技术企业、现代加工业或新兴科技产业，理论上可以布置

在每个圈层内。但毕竟第一，二圈层的土地价格较高，为

了降低土地成本，企业往往不会把第一圈层作为首选，通

常会以较低的比例出现在第二圈层。从国外的实际情况来

看，第一，二圈层内的工业非常有限，车站建设对促进既

有加工业的发展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规划中应控制工

业用地比例。

2) 居住用地

普通住宅、公寓与站场地区的功能不是完全没有关

系，但为了保证站场地区功能的有效发挥、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居住用地主要应控制在第三圈层，要避免放在第一

圈层，在第二圈层内也要控制合适的比例。

4 各圈层特征及规划重点

新建高铁站场地区的空间规划具有“圈层”特征。功

能与结构特征基本表现在第一圈层，过渡到第二圈层，

“变异”在第三圈层(见表3)。

第一圈层规模 1~1.5 km2。包括交通核、餐饮、宾

馆、旅游、商务、信息、办公等，此类功能与高铁站场枢

纽作用关联性最高，用地空间及功能布局上受交通枢纽

“控制”最大，是高铁站场交通服务区域。空间和功能布

局上具有一定的“刚性”，边界容易界定。因此这个圈层

表 2 各圈层功能与用地类型关联性

Tab.2 Relationships between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types of
land-uses within each ring

车站配套商业

功能需求

车站宾馆餐饮

车站信息服务

银行服务

广场、停车场

汽车(总)站

旅游服务

办公管理

中介服务

文化会展

住宅、公寓

物流仓储

公园

教育科研

无污染及影响的现代加工
企业、高科技加工企业等

大型水、电、能源等设施

对应用地类型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道路广场

交通设施

商业

行政办公

商业

文化

居住

仓储

绿地

教育科研

一、二类工业

市政

第一圈层

★★①

★★

★★

★★

★★

★★

★★

★

☆

☆

☆

☆

☆

☆

☆

☆

第二圈层

★②

★

★

★

★

★

☆

★

★

☆

☆

☆

☆

☆

☆

☆

第三圈层

☆③

☆

☆

☆

◎④

◎

★

◎

◎

◎

◎

◎

◎

◎

◎

◎

关联性

①直接需要，与站场枢纽关联性高；②一般需要，与站场枢纽关联性一
般；③基本无直接需要，与站场枢纽关联性很低；④非枢纽功能需要，由
城市综合发展目标确定。

表 3 各圈层特征分析

Tab.3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ithin each ring

距车站距离/km

圈层

功能

活力

主要影响方面

边界界定

高度关联的功能

站场对空间布局
的影响

0.5~0.8

交通服务区域

很强

道路、用地布局、
功能、地价

邻接地块，
边界清晰

餐饮、宾馆、商务、
办公、信息、旅游

直接控制

第一圈层

<1.5

直接拉动区域

强

功能、人口、
投资、地价、
房地产

周边街坊，
边界弱化

商务、办公、信
息、居住、文化、
教育、工业

直接影响

第二圈层

>1.5

间接催化区域

边际效应

无直接关联

不直接体现在
用地功能上，
边界开放

无直接关联

无直接关联

第三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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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城市高铁站场枢纽的焦点规划地区。重点是建立与

城市一体化的道路交通网络，合理布局车站地区伴生的用

地功能，最大限度地为客流提供各种方便、快捷、舒适的

服务。

第二圈层规模 3~5 km2。是对第一圈层功能的补充和

相关功能的延伸拓展。用地包括办公、商务、居住，甚至

文化、教育、工业等。各类功能用地与车站关联性降低，

逐步向常态的城市功能组织、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平衡过

渡。该范围是高铁站场枢纽直接拉动区域。重点是根据各

城市具体情况，判断车站枢纽功能外延的位置和内容，发

挥枢纽拉动效应，注重土地经济性的培育。

第三圈层是间接催化区域。在功能组织、空间结构等

方面与高铁站场枢纽关联性更弱，已经“恢复”正常的城

市功能结构，或者说各种城市建设用地与车站枢纽需求没

有直接关联。第三圈层是相对第一，二圈层存在的，其意

义不在于规模或边界的准确判断，而在于更好地理解第

一，二圈层的特征与作用，并进行更加合理地规划，因

此，边界是开放的。规划重点是在更大范围内协调站场地

区的交通组织，提高站场服务效率，保持站场地区与城市

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协调，以实现城市区域地位提高、辐射

能量扩大等战略目标(见图2)。

5 结语

各圈层的理论规模在实际建设中会由于边界条件的复

杂化、多元化而出现“变异”，并且不会呈完全对称的几

何形态，需根据城市特点进行调整。这种圈层特征在高速

铁路之外的其他铁路客运枢纽地区表现得也比较明显，因

此对城市既有枢纽地区的改造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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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圈层
开放区域
无边界

作用：交通服务区域
重点：建立一体化的道路交通网络；合理布局

车站地区伴生的用地功能；为乘客提供
各种方便快捷舒适的服务

作用：直接拉动区域
重点：判断车站枢纽功能外延的位置和内容，

发挥枢纽拉动效应，注重土地经济性的
培育

作用：间接催化区域
重点：保护站场地区与城市的整体性，强调与

城市布局和功能组织的协调。实现城市
区域地位提高、辐射扩大等目标

第一圈层
1~1.5 km2

刚性边界

第二圈层
3~5 km2

弹性边界

图 2 各圈层作用与规划重点

Fig.2 Functions and key aspects in planning within each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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