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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城市交通的发展轨

迹，总结了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并

阐述了城市交通和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显示，交通工

具和出行方式的改变与更新，影响着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

相互关系，而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对

城市空间的影响上，这一影响过程对城市经济发展所起的作

用是城市交通和城市空间互动关系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urses of urban trans-

portation developments both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 Chi-

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transporta-

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tages, and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devel-

opm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and renewal

of the means or modes to travel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interac-

tion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se interactions are main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ir impacts

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While, the effect on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this impact process is one of the

core areas in the research on urban spatial and transportation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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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作为城市大系统的一个组成

部分，其发展演化与城市发展是一体的和

同步的，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于城市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梳理了城市与城市

交通的发展轨迹，研究和探索了二者相互

关系的核心。

1 城市发展轨迹

1.1 西方发达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一般分为4个阶

段：前工业社会阶段、工业社会阶段、后

工业社会阶段和信息社会阶段，各个发展

阶段的特征见表1[1]。

1.2 中国

我国城市发展大致上划分为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

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以及改革开放以后

几个阶段[2－3]。

1.2.1 奴隶社会时期

奴隶社会时期是我国城市的形成时

期，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城市的最初形

成是出于统治需求——卫君守民，城和市

的结合要晚于城郭的出现。在我国城和市

的结合出现于西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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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时间跨度较大，从战国时代一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封建制度在我国持续了几千

年，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城市的发展影响

也较大：

1) 封建时期各个朝代基本上都采用了郡县制

——首都、郡(州)、县三级城市体系，城市逐步

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 新城市的形成除了受政治、经济影响之

外，在选址上受区域交通条件和市政条件(例如城

市用水)的影响也很明显，相当一部分城市是由驿

站或码头发展起来的；

3) 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封建时代的城市多采

用棋盘状格局，且每个方格的尺度较大，特别是

都城，如唐长安城和明清的北京，体现了统治阶

级的集权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

4) 在城市功能布局上，宋代以前均采取坊里

制和集中设市的制度，市场的营业时间受到严格

限制，自北宋开始突破了这种制度，大量的手工

业作坊和商业店铺沿街开设，营业时间也不再受

限制，致使城市道路的功能开始复杂化，如市

政、商业等功能。

5) 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重农抑

商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

得我国城市在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都未能

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1.2.3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1) 商埠和租界的开辟使对外通商口岸城市出

现了西式街区，这些街区采用严整的小尺度方格

网形态，与我国传统城市方格网的不同之处在于

街区的尺度大小；

2)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官僚资本和民间

资本开始建设铁路开办新式企业，工业建设在

城市中开始出现，促进了一些新城市的产生，并

促进一些旧城市的发展；

3) 近代 207个城市，直接受惠于洋务运动的

占 1/4，洋务运动充当了城市转型和发展的推进

器，而内地和边疆的绝大多数城市基本上处于停

滞状态。

1.2.4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为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时期城市发展总体上具有以下特征：

1) 城市发展的工业化时期很短，主要集中于

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期间，这一时期配

合前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进入实际施工的有

150项)，促进了一大批城市的新建和扩建，如表

2、表3所示[4]；

2) 城市发展由人为计划决定，由于国家建设

投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使其发展较快，小

城镇由于缺乏国家投资及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而

趋于衰落；

3)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使得中西部地

区城市加速发展，而东部沿海城市发展停滞，城

乡割裂加深，大多数城市到1977年都没有突破大

经济功能

手工业生产集中地
农产品集散地

奴隶社会到工
业革命之前

前工业社会
城乡分离
相对封闭

规模较小
数量很少

市政设施简陋
生活条件落后

机器大工业中心
商业贸易中心

工业革命到20
世纪中叶

工业社会
城乡对立
差距拉大

规模扩张
数量猛增

市政设施完备
生活条件改善

第三产业中心
功能多元化

20世纪中期
和后期

后工业社会
城乡融合
差距缩小

规模数量稳定
形成大都市连绵区

市政设施现代化
生活条件较优越

信息流动、管理
和服务中心

20世纪末以后信息社会 城乡一体化
超级城市裂解
中小城镇崛起

城市信息化、园
林化、宜人化

时间范围历史阶段 城乡关系发展状况城市建设

表 1 城市发展各阶段主要特征

Tab.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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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时期形成的格局。

1.2.4 改革开放以后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国家一系列的

政策调整使城市发挥出重要作用，城市发展体现

以下特征：

1) 城镇体系结构得到较大改善，各级城市普

遍增长，中小城镇数目增多；

2) 中心城市作用显著，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

不同规模、开放式网络型经济区出现，以珠三

角、长三角、环渤海为代表的城市群正在形成；

3) 沿海城市的区位、政策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逐步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分工，沿

海城市开始国际化进程；

4) 大都市或其附近逐渐形成高技术走廊、开

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区，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结构

和形态开始出现。

城市及项目数

沈阳7，抚顺8，阜新4，鞍山1，本溪1，大连1，杨家杖子1，葫芦岛1

西安14，兴平4，宝鸡2，卢县2，铜川1，渭南1

哈尔滨10，富拉尔基3，鹤岗4，佳木斯2，鸡西2，双鸭山1

太原11，大同2，侯马1，潞安1

吉林6，长春1，丰满1，辽源1，通化1

洛阳6，郑州1，三门峡1，平顶山1，焦作1

兰州6，白银1，郝家川1

成都5，重庆1

石家庄2，峰峰2，热河1

包头5

北京4

个旧2，东川1，会泽1

南昌1，大虞1，虔南1，定南1

株洲3，湘潭1

武汉3

乌鲁木齐1

淮南1

24

24

22

15

10

10

8

6

5

5

4

4

4

4

3

1

1

项目数

辽宁

陕西

黑龙江

山西

吉林

河南

甘肃

四川

河北

内蒙古

北京

云南

江西

湖南

湖北

新疆

安徽

省份

表 2 156 项工程分布

Tab.2 Distribution of 156 projects

京广铁路以西

包头(新区)、洛阳(涧西区)、白银、株洲、
茂名6新建城市 富拉尔基

北京、石家庄、太原、大同、西安、兰州、
郑州、武汉、成都、宝鸡、湛江

20大规模扩建城市 上海、天津
沈阳、旅大、鞍山、长
春、吉林、抚顺、哈尔滨

保定、邯郸、张家口、阳泉、长治、榆次、
集宁、咸阳、天水、银川、西宁、乌鲁木
齐、喀什、伊宁、焦作、新张、安阳、宜昌、
长沙、湘潭、广州、韶关、海口、南宁、柳
州、桂林、凭祥、重庆、自贡、内江、泸州、
宜宾、南充、遵义、贵阳、个旧、昆明

74一般扩建城市

秦皇岛、唐山、承德、济
南、青岛、淄博、潍坊、
徐州、杭州、合肥、芜
湖、蚌埠、淮南、马鞍
山、铜官山、南昌、景德
镇、九江、黄石、福州

海拉尔、本溪、乌兰浩
特、锦州、葫芦岛、安
东、阜新、营口、辽阳、
通化、辽源、延吉、牡
丹江、佳木斯、鹤岗、
双鸭山、鸡西

数量项目 京广铁路以东 东北地区

表 3 “一五”时期新建、扩建城市

Tab.3 Cities built and expanded during the "1st Five-Year Plan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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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发展轨迹对比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

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可以归纳为表 4，并得出以下

结论：

1) 前工业社会时期城市的形成除了政治、经

济、宗教等因素外，城市选址受交通条件影响很

大，便利的对外交通是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因

素。这一时期城市的规模普遍偏小，这是由当时

的交通技术和交通工具所决定的。

2) 我国古代城市的形态与西方国家的显著区

别在于：我国城市大都呈方形且各类城市具有同

构性，而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宗教城市，城市形

态多呈环形放射状，这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形态

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我国当前城市的发展也趋向

于环形放射状结构(当然空间规模要大得多)，这

其中有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3) 工业革命以前形成的城市空间现在一般均

为城市旧城区，旧城保护和改造的争论很激烈，

产权地块、街道的尺度对城市发展和城市交通的

改善具有强烈约束，城市旧城区和新城区的协调

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4) 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工具

的发展使得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工业布局对城市

空间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我国“一五”计

划形成的城镇体系和城市空间布局对现在的城市

发展影响很大，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关系到城市

的长远发展。

5) 一直到后工业社会，城市的发展依然注重

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的聚集，城市交通等基础

设施都是被动地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直到信息

时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城市交通应主动地引导城

市发展，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才逐渐展开。

2 城市交通的发展轨迹

城市交通作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

演化与城市发展是同步的。对应于城市的发展阶

段，城市交通的发展轨迹可以分为 3个阶段：前

汽车时代、汽车时代和现代综合交通阶段，与城

市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见表5。值得注意的是，我

国城市交通发展没有经历西方国家那样的汽车时

代，为便于区别和对比，这里称为准汽车时代。

2.1 前汽车时代

前汽车时代的城市交通主要是通过步行和畜

力往返于居住地与某些特定地点(如工作地点、市

场等)之间，平均出行距离短、速度慢，对城市生

态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

等级制度的出现，城市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城市交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道路的结构形式体现

交通组织的功能，同时也表现出对社会形态的反

映 [5]。总体来说，古代典型的城市道路布局更主

要地体现了政治需求，而交通需求往往搁置于第

二位。

1949年以前

计划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

前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西方

表 4 我国与西方城市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

Tab.4 Correspond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stages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

1949年以前

计划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城市发展阶段

前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西方城市发展阶段

前汽车时代

准汽车时代

现代综合交通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阶段

前汽车时代

汽车时代

现代综合交通

西方城市交通发展阶段

表 5 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

Tab.5 Correspondence of development stages between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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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汽车时代

城市交通的本质变化发生于19世纪末汽车的

出现。大量的汽车涌入城市，改变了人们的出行

方式，刺激了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使得城市交通

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逐步成为城市的

主体功能之一。这一时期城市交通出现了新特

性[5－6]，与前汽车时代的城市交通相比，主要体现

在3个方面：1)人和物的空间移动呈现明显的方向

性：城市对外交通表现出强聚弱散性，内部交通

表现出大规模的潮汐交通与通勤客流，货物流动

需求猛增；2)交通工具与出行方式产生巨大的变

革和发展：马拉公共汽车、蒸汽火车、柴油机

车、电车、电力火车、公共汽车、地铁、私人小

汽车等交通工具相继出现，出行方式相应地发生

改变；3)城市交通问题开始出现，由于城市道路

建设对交通功能考虑较少，道路主次不分和功能

不清，交通状况开始恶化。

2.3 现代综合交通

在汽车时代后期，城市交通问题全面爆发并

恶化，交通拥堵开始变得无法忍受，交通事故频

发，城市交通成为环境的主要杀手之一。城市交

通的发展出现以下特征：1)交通需求开始呈现多

样化，城市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相应地进入多样

化时代，最终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立体化的

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城市居民出行可以根据需要

进行不同的选择；2)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相关技术

的进步，各种出行方式之间逐步实现了合理衔

接，相互协作，航空、铁路、水运、公路等对外

交通与市内交通的衔接也开始由无序走向有序；

3)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普遍认可，城

市交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

城市交通的主要发展方向。

2.4 现代城市交通发展模式

综合分析国内外典型城市交通发展特征，现

代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大致上可以分为3类：

1) 以小汽车交通为主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将小汽车作为主要

的出行方式，对应的城市发展采用低密度蔓延式

开发方式，城市布局分散，城市人口和建筑密度

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在城市发展中这种模式的

弊端日益突出，美国很多城市正在试图改变这种

单一的发展模式。

2)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模式。

这种模式支持城市的高密度开发，以公共交

通作为主要的出行方式。城市空间布局可以采用

多中心布局，也可以采用单中心布局，各个中心

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都较高，以便提供足够的

公共交通客流。这种发展模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很常见，比如巴西的库里蒂巴 [7]以及我国大部分

城市。

3) 多种出行方式与轨道交通的换乘模式。

这种模式采用大容量轨道交通作为主要的出

行方式，其他出行方式与轨道交通换乘衔接。小

汽车出行者多在城市中心区(或者新城)的外围停

车场进行停车换乘，而常规公共交通主要在轨道

交通车站进行接驳。日本东京、瑞典斯德哥尔

摩、丹麦哥本哈根[7]等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3 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从城市和城市交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二

者的相互关系是不断变化的。

1) 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影响城市发展关系。

在前汽车时代，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主要是

畜力和步行，城市规模较小，城市交通的作用主

要是通过路网的交通组织功能来体现政治需求。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汽车的出现，城市的

经济功能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人口增加和城市规

模扩大使城市的运行效率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

素，城市的运行效率在空间上直接取决于城市交

通的效率，交通逐渐成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交通技术和交通工具得

到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出行需求和可选择的出行

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综合交通系统随之产

生，城市交通和城市发展开始出现一体化趋向，

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2) 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

在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上。

根据城市交通和城市发展轨迹的分析，在汽

车交通出现以后(即工业社会以后)，城市交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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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

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上：

①出行方式直接决定城市空间规模。

城市的半径大致等于人在1 h内所能达到的距

离，出行方式决定了出行速度从而决定了城市的

空间规模。以北京市为例[8－9]，直到新中国成立，

北京市的城市活动半径才达到4~5 km，与此对应

的出行方式以步行和畜力为主。目前，北京市五

环路的半径将近 20 km，截至 2007年底，北京市

机动车总保有量达到312.8万辆，其中私人机动车

保有量达到235.8万辆[9]。

②城市交通对城市空间具有支撑作用。

《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 [10]都强调了

城市活动的重要作用。《雅典宪章》指出，城市功

能可以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交通 4类，进

而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的思想，见图1。尽管《雅

典宪章》的功能分区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

是其积极意义在于提高了城市交通的地位和作

用。《马丘比丘宪章》弥补了《雅典宪章》的不

足，认为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

根据，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城市发展

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这里人与人的作用与交往

就是城市活动，而城市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

城市交通。因此可以说，城市交通对城市发展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空间结构的支撑上。

③ 对城市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城市交通与

城市空间互动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

程》 [10]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出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取消经济

增长，强调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要追

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城市发展进入现代阶段以

后，发展经济仍然是城市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推动城市综合协调发展

的基本原动力。城市交通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

系，核心内容之一仍是对城市经济发展所起的作

用。因此，从城市经济的角度研究城市交通和城

市空间布局的关系，有助于把握二者互动关系的

本质，可以从更深层次上探索城市交通系统与城

市发展的演变机理。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城市交通发展过程的梳

理，初步探索了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

系。研究显示，城市交通和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主要体现在城市空间上，研究的切入点是对城市

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有助于

把握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相互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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