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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发展背景下的中山市区域综合交通体系 

林涛 陈建凯 高作刚 胡日明 
 

【摘要】珠三角湾区成为未来战略要素聚集区，湾区发展也将成为珠三角新一轮发展，跻身

世界水平城市群的关键。中山地处珠三角核心，正处于工业化晚期向服务业演变过程中，城

市也已形成城邦式的均衡发展格局，交通规划需依托“湾-市-镇”的发展愿景，以积极融入

湾区发展为核心目标，构筑宜居、宜业、服务的综合交通体系。区域规划围绕湾区枢纽城市

目标，理顺中山与湾区节点城市的关系，按照产品市场渠道、产业升级平台、滨水宜居生活

等三大湾区发展诉求，将战略交通设施向湾区倾斜，真正用好用足湾区，以综合交通体系为

抓手提升区域地位。 

【关键词】湾市镇，环珠江口湾区；跨江通道；城际轨道；枢纽体系；宜居； 

 

1、中山市综合交通规划视角 

中山地处珠三角西岸广珠主轴中部，承接广佛、深港及珠澳都市区的多重辐射，由于缺

乏便捷、可靠的跨江战略通道，中山经济发展体现出较强的广佛指向性，与广州主城区及佛

山顺德等联系密切，而与珠江东岸的深港之间经济、交通联系受到较大程度抑制。 

“环珠江口湾区”是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城镇群的核心空间，本文简称“湾区”，

该地区区位优越、资源丰富、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作为未来区域核心的功能和地位，计划

以宜居为目标，以合作、创新和服务为主题，共同将其打造成为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的精华

地区、创新功能的重要载体，引领发展方式转型。“湾区”是珠三角区域未来发展的重点，

区域对外交通体系主要依托，是中山市区域地位提升的关键，本文重点围绕湾区交通体系构

建展开论述，力求结合需求分析，制定战略明确、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规划方案。 

       

图 1 中山与三大都市区空间关系                 图 2 “环珠江口湾区”范围 

2、区域发展背景——“湾区成为未来核心” 

“湾区”成为珠三角新一轮发展空间重点，翠亨新区则是中山融入湾区的关键区域，宜

居及低碳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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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拥有世界级机场群和港口群，是国际、国内贸易的重要对外窗口。湾区是全国机场

最密集的地区，形成以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珠海机场和

澳门国际机场五大机场为主的布局，航线覆盖了全球主要城市。其中香港机场是全球最繁忙

的国际空港之一，广州是国内三大航空枢纽之一。湾区同时聚集了世界级港口群，香港港集

装箱吞吐量为世界第二，深圳港为世界第四，广州港为世界第七，可方便到达世界各地市场。 

湾区产业升级平台向湾区内圈集聚：南沙新区是国家粤港澳合作和新型城市化综合示范

区，内地与港澳、国际接轨的服务平台，世界级城市群的枢纽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的海上

门户，用地面积 803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为 200 万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定位为珠

三角的“曼哈顿”，侧重区域合作，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深化深港合作

以及推进国际合作的核心功能区，用地面积 15 平方公里，人口 30 万，就业人口 80 万。横

琴新区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深化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先行

区、促进珠江口西岸地区产业升级的新平台，用地面积 106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为 30 万。 

             

图 3 湾区战略地区                           图 4 翠亨新区 

翠亨新区是中山引领城市中心城区东拓，顺应区域发展重心向湾区靠拢的重要抓手，规

划定位为海内外华人共有精神家园探索区、珠三角转型升级重要引领区、岭南理想城市先行

区、科学用海试验区。 

优良滨水条件成为低碳发展的典范：珠三角城镇快速扩张造成土地严重浪费，并引发巨

大环境压力。自然滨水生态条件是湾区发展的优异禀赋，也是珠三角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依

托，共同打造宜居及低碳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重要的主题。 

3、交通需求分析 

3.1 与广佛都市区——产业协作、内贸转运地、教育文化行政交通服务 

广佛都市区仍将是中山市产业协作与教育文化行政服务最重要提供者，是区域交通的主

要方向，未来货运需求增长将大于客运。货运方面，现状中山公路 40%货运需广州中转，80%

内贸经南沙港转运。未来产业协作在顺德家电向南头东凤转移协作的基础上，南沙装备制造

和重工业将与翠亨新区协同发展，货运联系呈现重型化。客运方面，广州具有较多教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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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行政和交通资源，也是中山与广州客运联系的主体。 

 

图 5 中山与三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 

3.2 与港深都市区——产业转移与协作、外贸进出窗口、资金经济服务来源地 

与港深都市区由于深中通道建设导致空间格局巨变，是中山市区域对外联系的增长速度

最快的方向。参考日本濑户内海大桥和美国切萨皮克湾大桥可有助于判断中山与港深之间的

联系需求变化。 

濑户内海大桥位于日本本州、四国和九州之间，为公路铁路两用桥，上层为 4 车道的高

速公路，下层为 JR线，总长 37 公里。大桥未建成前车辆过海需船摆渡，耗时 2 小时以上，

大桥建成后只需 40 分钟。大桥建成后主要变化：一为交通物流系统的大幅度提速，促进濑

户内海南北两侧的客货运交流，并带动周边跨海通道建设，后逐步兴建明石海峡大桥及西濑

户自动车道，本州与四国之间有 3 条路径方便联系。二为片区呈现较强的外向型特征，产业

发展首先获益，其次是服务及居住等，大桥刺激四国岛产业发展，沿聚集多个重、化学工业

以及轻纺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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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濑户内海大桥 

切萨皮克湾大桥沿岸是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方便切萨皮克

湾海湾东西往来和国内外游客而兴建，连接东海岸乡村地区与西海岸的城市地区，桥梁隧道

综合体全长 37 公里。桥梁为单向收费，东向收费，两轴车 4 美元。大桥建成后促进区域性

居住选择，形成“卧城”与主城格局，并增加与东海岸的交流。东部安妮皇后郡逐渐演变成

“卧室社区”，华盛顿及巴尔的摩的上班族选择此地作为居住地。 

   

图 7 切萨皮克湾大桥 

可基本看出，珠江三角洲为作为制造业基地及世界港口群，跨江通道率先带来东西岸产

业交流，其次是服务业；未来中山市提供的区域性居住有一定增长，主要为度假休闲性质，

但难以形成通勤性质。 

深圳市正在转变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以“高、新、软、优”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寻

求广大范围内的产业协作以及空间转移。中山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将是深圳市产业协作和转

移的重要承载区，同时也是中山市外贸进出的窗口，未来客货运需求将快速增长。客运方面，

随着深中通道及深茂铁路建设，深港机场将是中山最倚重的机场，港深经济金融及专业服务

业发达，将吸引大量中山商务客流。翠亨新区建设全球华人精神家园，发展宜居旅游产业，

港深都市区大量投资，并将作为房地产购买主体。货运方面，港深具有世界级的港口，中山

外贸货物约 70%经海路抵香港，深圳港也将分担更多。高价值货品依托深圳机场和香港机场。 

3.3 与珠澳都市区——房地产客户来源地、消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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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澳都市区是中山南部房地产主要客户，也是中山市重要消费中心。客运方面，坦洲三

乡距离珠海市区极近，14 万珠海人居住中山，产生大量通勤交通，大部分回珠海消费，另

外中山人也多往澳门珠海购物。货运方面，由于产业规模相对较低，且空间分散，货运交通

联系不强。 

4、区域交通体系空间组织 

4.1 战略指导——携手湾区，跨江开放 

携手南沙新区湾区枢纽，突出中山地位并丰富重大设施；规划上，配合南沙国家级新区

的定位，将南沙定位为区域综合交通核心枢纽，国铁城际等重大设施引入南沙。地理位置上，

南沙地处东西两岸主轴交汇处，必然成为区域客货运交流的中心地。 

强化与珠江东岸的多方式联系，尤其是跨江公路通道；中山市未来发展的机遇不仅在于

南沙，同时也在于跨江通道建设引发交通格局改变后，珠江东岸港深产业及经济带动。 

建立开放式交通体系，承接周边都市区的多重辐射；中山位于广佛、港深及珠澳三大都

市区之间，接受多重辐射，且珠三角已发展成为高度开放、一体的经济区域，建立开放式交

通体系承接东西两岸交流，并与周边城市建立紧密的合作是中山市的发展必由之路。 

4.2 空间总体框架——南北强化，构筑中枢 

中山—南沙作为广珠发展轴与沿海发展轴交汇段：广珠走廊随着南沙新区开发进一步强

化，在既有形成的主走廊基础上，将进一步成为中山最重要走廊。沿海交通走廊除深中通道

外，主要跨江交通设施需经南沙枢纽，中山—南沙成为广珠走廊与沿海走廊重叠交汇。 

中山需携手南沙共同发展，成为湾区广珠走廊与沿海走廊枢纽节点：广珠交通走廊现状

广珠城际、广珠西线使得中山‐顺德支线需求较强，未来经南沙前往广州势必成为主轴。未

来深中通道将增强中山区域地位，深茂铁路、中莞城际等东西两岸跨江轨道线路经过中山、

南沙联系东岸。 

 

图 8 区域交通空间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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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交通空间组织——“纵横开放” 

未来中山市域将形成 2条南北向复合通道，适应南北向为主导的区域格局；1 条东西向

复合通道，承接东西两岸的轨道客运交流。复合通道以客运专线、城际轨道及高速公路为主

要设施。另有东西向多条跨江通道方便跨江实现区域联系，并与湾区主要机场、港口等方便

衔接，总体上形成空间“纵横开放”的格局。 

 

图 9 区域对外体系的市域表征 

5、发展诉求及对策方案 

作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湾区战略交通设施将长期是国际国内贸易的重要支撑，持续为

珠三角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配合未来湾区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生活圈建设，

湾区品质化发展诉求不断提升。 

诉求一：产品市场渠道。大宗货物及高附加值产品等物流运输增长，需依靠海港、空港、

铁路、高速等快速联系国际国内市场。 

诉求二：产业升级平台。面临周边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及转移，高端商务、会议展销、高

端服务等需求快速增长，对城际轨道、枢纽等便捷运输较为依赖。 

诉求三：滨水宜居生活。区域旅游、市域通勤、内部游憩等快速增长，依靠城际轨道、

地铁、轻轨、自行车、水巴等承担。 

5.1 产品市场渠道：如何解决产业在区镇，市场在外地的快捷运输？ 

未来工业发展带动货运持续续增长，外贸依存度继续提高：中山市货运量年均增长

29.1%，2020年将达到 3.5亿吨，为现状 2.37 倍。同时，中山市经济外向型突出，外贸依存

度 70%，仅次于深莞，产业向外运输是发展的需要。 

大宗货物及高附加值产品不断增加：外贸中加工业占 65%，随着明阳风电、中船基地、

中海油天然气发电、新能源汽车、火炬高科技等发展，进出口产品有重型化和高附加值趋势。 

5.1.1 对策 1：全面共享湾区机场及港口群，建立多途径有竞争力的衔接体系 

国内运输主要共享机场由白云机场转移到深圳机场：区域机场使用的决定因素是时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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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成本，对高端商务人群而言，时间成本尤其重要。现状陆路距深圳宝安机场 96 公里，

广州机场 121 公里，均较为不便。由于虎门大桥拥塞，可靠性无法保障，中山对外主要利用

白云机场。深中通道建成后，中山到深圳机场仅 45 公里，同时深茂铁路开通城际列车联系

深圳机场，便利性大增。 

 

图 10 珠三角机场群 

国际运输主要共享机场依赖白云机场及香港机场：广州机场扩展国际航空服务功能，

2015 年航线与香港相当。与白云机场间将形成广珠城际—广佛环线联系，前往香港机场可

经深圳机场经港深机场联络线到达。 

香港港、深圳港及南沙港成为主要外贸港，南沙港作为中山市主要内贸港：香港港的外

贸功能将逐步向深圳转移，南沙的外贸航线发展面临快速增长，外贸运输可能将出现多港并

重的格局。在区域大港建设的情况下，中山港需大力转型，与南沙港共同成长，更好为临海

重工业服务。 

5.1.2 对策 2：高速公路与湾区战略通道对接，并增加对产业镇区覆盖 

规划分别从两个视角构造中山市区域高速公路方案，视角一为横向高速公路以深中通道

为主要衔接通道，视角二为横向高速公路与跨珠江口岸的多条跨江通道建立衔接体系。经过

对比，方案二更能体现珠江口岸开放式交通格局建立、有助于明确珠江口岸多条通道的功能

定位，分流及疏散通道压力，规划推荐采用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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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着眼与深中通道及港珠澳大桥           方案二：着眼与湾区跨江通道 

图 11 高速公路与湾区战略通道对接方案 

重构跨江通道衔接体系：横向高速公路与 4 条跨江通道建立衔接，联系区域大港，提升

桥头堡的区域地位。一为虎门大桥衔接体系：为珠三环—佛江高速‐‐广中江高速‐‐东新高速‐‐

广珠高速‐‐虎门大桥—常虎高速，主要服务珠江东岸的东莞、南沙及珠江西岸的中山北部、

佛山及江门北部，并为南沙港集疏运。二为深茂公铁大桥衔接体系，为中江高速‐‐深茂铁路

公路大桥‐‐深圳大外环，服务珠江东岸的深圳北部地区、东莞东部与中山、佛山、珠海、江

门及以西地区，并为南沙港集疏运。三为深中通道跨江体系：中开高速‐‐深中通道‐‐机荷高

速，服务珠江东岸深圳主要地区、惠州与中山、江门、珠海及以西地区，并为深圳港集疏运。

四为西部沿海跨江体系：西部沿海‐‐广珠西线‐‐港珠澳大桥，服务香港与珠江西岸的珠海、

中山、江门以及佛山等，为香港港集疏运服务。 

 

图 12 横向高速公路衔接图 

设置深中通道及湾区通道联络线：方便横向道路与深中通道快捷联系，突出深中通道跨

江的时间距离优势，同时该联络线可实现通道功能互补和调剂功能，在部分通道拥堵时可将

交通压力转移至其他跨江通道，确保跨江多通道的运输可靠性。 

5.2 产业升级平台：如何集全市之力整合资源，融入湾区，推动产业升级？ 

对外客流增长远远快于货运，主城和翠亨新区是产业升级和融入湾区关键：作为城市核

心及未来的发展战略地区，主城区及翠亨新区担负湾区融合的重任。 

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例逐渐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20%，比重年均增长 1.1%。 

5.2.1 对策 1：以综合枢纽体系作为锚固点融入湾区，明确主枢纽并加强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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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为城市组团式结构，组团人口超过 100 万，人口空间相对分散，多枢纽构造的枢

纽体系方可便为组团人口服务。参考各大城市的枢纽建设经验看，均强调枢纽体系的构造，

以组合式的枢纽承担面向全国、珠三角及市域的交通出行。 

规划“一主三辅”的综合客运枢纽体系：与城市空间结构相适应，并突出未来城市重心

向湾区扩展。一主为中山北站，为市域几何及综合服务中心，靠近城市人口负荷重心，交通

服务方便，深茂铁路接入方便。三辅分别为中山东站、中山站及小榄站，中山东站服务翠亨

新区未来战略区，小榄站服务既有产业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西北组团。 

中山北站提升为枢纽站，扩大设施规模：原规划仅为一般性通过站，国铁和城际一共 4

台 6 线，规模偏小。规划设置 8 台 12 线。站房和接驳设施扩大，利用夹层打造步行广场，

采用立体化双向式设计方案。 

中山东站控制预留周边用地，为设施引入预留条件:周边翠亨新区是城市重要潜力地区，

未来开发定位高端，其发展需充分借力周边南沙、深港等，依托中山东站建立于区域快捷联

系是重要抓手，其发展尚需一定阶段，重点做好规划预留，为肇顺南线路、城市轨道、BRT

等引入创造条件。 

5.2.2 对策 2：协同南沙枢纽，建立城际网通达湾区中心及产业升级平台 

南沙新区正着力打造湾区枢纽，中山需充分协同南沙，紧抓战略地区的重大设施引入契

机，协同南沙共同优化区域出行. 

增加与广佛、珠澳都市区主城区的直达城际服务：现状广珠城际与广州南站衔接，中山

与广州主城联系不便，规划新增广中珠澳城际联系南沙、广州主城、珠海、澳门，重点强化

经南沙与广州主城联系能力，提升广珠主轴的交通服务能力和水平。肇顺南城际经南沙枢纽

后南延接入火炬及中山东站，形成翠亨新区与南沙新区的开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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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城际轨道布局方案 

充分重视与广州铁路枢纽直接联系，方便中山共享湾区铁路枢纽。需要正视的客观现实

是，尽管我国高铁规模不断扩大，但其投资造价高，里程及通达深度有限，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普速铁路仍将承担主要客流份额。2012 年客流统计可以看出，广州南站客流日均发

量不到广州枢纽的 10%，约 88%的客流仍需经过广州火车站和广州东站。因中山缺乏普速铁

路，其对广州铁路枢纽依赖长期存在。规划充分重视广佛江珠对于联系广州火车站对于中山

的重要性，且其解决了中山与佛山中心及江门中心城区直接联系，在原规划方案不经过中山

基础上，规划增加广佛江珠支线接入中山，并与广中珠澳互联互通。 

加强与珠江东岸的轨道联系。近期利用广珠城际与深茂铁路互联互通，实现珠江西岸的

中山、珠海与深圳、东莞的轨道联系。远期建设中莞城际轨道提高东西跨江轨道能力。 

5.3 滨水宜居生活：如何利用湾区优势，打造滨水宜居之地，增强区域吸引力？ 

翠亨新区作为中山市融入湾区的战略地区，发展定位高端，可供借鉴的样板包括环境优

美，文化独特的新加坡圣淘沙和迪拜棕榈岛。 

5.3.1 对策 1：城际轨道及高速公路联系湾区中心区、产业升级平台及战略枢纽 

与港深都市区间规划深中通道、深茂铁路２条通道快速联系；与广佛都市区间规划广珠

高速、广珠西线、深茂铁路大桥连接线、佛江高速、广珠城际、广中珠澳城际及广佛江珠７

条通道联系；与珠澳都市区规划广珠高速、广珠西线、广珠城际、深珠城际、广中珠澳城际

５条通道联系。 

5.3.2 对策 2：市域通勤轨道依托双轨道、快速路 

翠亨新区与主城区构筑“双轨道”联系：1 号线串联火炬核心及翠亨核心，作为城市最

重要的骨干线；3 号线东延接入翠亨及中山东枢纽，形成双轨道支撑，  1号线强调服务和覆

盖功能,3 号线强调快捷，压缩翠亨新区与主城时间距离。 

规划设置 BRT 快线，适应既有需求并培育客流：翠亨新区尚处开发启动阶段，客流走

廊不足，客流培育需要一定时期，但作为定位高端的新区建设，需要高品质的公交服务。中

期规划以 BRT方式实现快速化、品质化的新区交通联系。 

翠亨新区与主城区构筑“3 快 4 主”道路联系：道路建设仍为新区建设的重点，加快建

设东部快线、沿江路、改造 S111 省道；改造 X573 县道，新建港义路、健康路、翠民路等 3

条道路接入翠亨新区。 

5.3.3 对策 3：区内交通依托高架轻轨、水巴、自行车文化及慢行游览空间 

翠亨新区交通体系应体现旅游、观光、品质、健康的交通特点，借鉴滨海地区高品质交

通体系的经验，规划打造兼具旅游交通与通勤交通的文化岛上岛复合通道，包含旅游步行道、

自行车道、机动车道和中运量线路（跨座单轨、轻轨或高架有轨电车）。考虑翠亨新区为滨

海地区，建议中运量系统推荐采用高架方式，一方面突出线路观光特性，另一方面同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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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更多空间给地面交通；推广自行车文化，围绕滨水岸线设置自行车网络；水上巴士线路

衔接温泉区、文化区、居住区和 CBD；CBD 与文化区开通缆车，连接重点楼宇及周边山体，

增加观光体验，兼顾游览与交通。 

 

图 14 滨水自行车线路方案 

6、结论 

中等城市规模的城市区域交通体系独立性不强，设施安排布置受到周边中心城市重大设

施影响。本文基于珠三角湾区空间聚集、强调宜居宜业的发展变化，结合中山市的区位条件、

城市特点等，探索如何通过区域重大设施共享、跨江通道构建、城际布局优化等，构建开放

式、一体化的区域交通格局，提升中山市珠江西岸桥头堡的战略地位，为处于多重外部辐射

的中等城市如何区域交通体系构建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林涛，男，博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佛山分院院长，规划二所所长，

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lint@sutpc.com 

陈建凯，男，硕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电

子信箱：cjk@sutpc.com 

高作刚，男，硕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电

子信箱：gzg@sutpc.com 

胡日明，男，硕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工程师。电子信箱：

hurm@sutp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