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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化发展与交通设施布局——来自国内案例的分析 

张帆 戴彦欣 

 

【摘要】曾几何时，有关区域发展的概念和讨论，让人目不暇接。使用较多的概念有都市区、

都市圈、城市群、城镇密集地区，以及一体化、区域化、同城化等。有些定义较为明确，有

些却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内涵较为模糊。在实际的空间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对概念的准确

把握非常重要，它是后续空间规划和交通设施布局的重要前提。本文从探讨同城化、区域化

与一体化三者的概念入手，通过对同城化案例的分析，深入把握同城化的本质，同时分析同

城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特点，为同城化范围内的交通设施布局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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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城化、一体化与区域化概念 

同城化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在城市发展实践过程中对某种城市间紧密关系的描述。

要认清同城化的本质，需要对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一体化、区域化和同城化等概念进行

区分。有关一体化、区域化和同城化的论述非常多，由于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相异，要找出

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比较困难。 

一般认为，同城化是指地域相邻、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紧密联系的城市之间为打破传统

城市间的行政分割和保护限制，以达到资源共享、统筹协作，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一

种新型城市发展战略。 

同城化有几个基本特征：地域相邻、产业互补、经济相连、文化认同。通过相邻城市

间行政边界的淡化与模糊，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等被更多的城市共享，区域交流更加频

繁，资源要素共同配置，从而达到产业定位、要素流动、生态环境、政策措施、社会事业等

高度协调和统一，在现实上形成同城化发展的局面，使居民弱化原有属地观念，共享同城化

带来的发展成果。 

一体化是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主权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结合成

为一个单一实体的过程，包括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一体化是实体之间市场一体化的过

程，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深化，实现更紧密的地区经济依赖和

协作。 

区域化。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往往为邻

近的几个城市，甚至可大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地理范围。区域化是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

本质是在一定区域内通过投资、贸易、金融、技术、人才等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推动生

产力快速发展。 

从上述定义看，就空间范围而言，同城化、区域化和一体化之间是包含关系，一体化包

含区域化，区域化包含同城化。就城市对象而言，同城化是一个城市与周边城市结合为一个

整体，完全按照一个城市的模式组织结合体的经济运行，其空间范围受城市规模经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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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看，同城化地区中心城市间的距离在30km以内；区域化的城市间也相邻，但空间范

围明显比同城化大，只要是该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能实现商品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甚至

于达至经济政策的统一，就可以称为区域化。从实践看，区域化中心城市间相距约50‐70km；

一体化的空间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强调的是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产业链不

同环节的空间分布，中心城市间距离可达100km，甚至更大。 

本质上，同城化是区域化空间发展的一种较为极端的表现形式，为弱化属地观念，使相

邻很近的城市在相同的环境中发展，释放由行政边界约束的能量，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形

成统一市场，是相邻城市之间基于更低交易费用的利益博弈过程。 

从表现形式看，同城化一般发生在区域中心城市与较小规模的城市之间；从发展态势看，

则是将较小规模城市纳入区域中心城市，成为其一功能组团，作为一个城市整体运行的过程。 

2、同城化案例分析 

同城化发生在相邻较接近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国内实践中，同城化一般发

生在省内两个较为重要的城市之间，如广州和佛山，西安和咸阳，沈阳和抚顺等，如表1。 

表1 国内部分城市同城化实施情况 

  开始年份  距离  参与城市  行政层级  目标 

广佛  2002 
接壤，中心距

离20km 
广州、佛山 省会、地级市 成为珠三角地区发展的龙头 

西咸  2002  中心距离20km  西安、咸阳 省会、地级市 关中城市群的龙头 

沈抚  2007  中心距离45km  沈阳、抚顺 省会、地级市
推动辽宁沿海与腹地互动发展，

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从表1看，同城化较多是针对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展开的，是中心与周边的一种互

动过程。从实施的出发点看，区域中心城市通过与周边城市的联合，扩大市场，强化实力，

巩固既有的区域地位；而对于周边城市，则是通过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融合，增强城市功能，

提高城市实力，带动市域发展。 

因此，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互动的基础，在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由于各自的

资源禀赋条件和城市功能定位而客观存在着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或资源互补特征。差异性越

大，互补性越强，互动性越频繁，联系性越紧密，同城化的效果就越明显。在同城化的互动

过程中，周边城市往往处于被动、依附的地位。 

2.1 案例 1——广佛同城化 

广州与佛山中心城区直线距离约20公里，接壤地段长约200公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广佛两市的交通联系越来越紧密。 

“广佛同城，交通先行”，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同城化的切入点。2000年，广州与佛

山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仅有8条，12小时机动车交通转换量为164509辆；2005年，广州与佛

山之间主要联系通道已经增至13条，12小时机动车交通转换量达到300127 pcu，占广州市域

全部对外出入口交通量的48.8%，比2000年增长了接近1倍；至2010年，广州与佛山之间主要

联系通道已达15条，12h机动车转换量达到41.6万辆，两地规划全面对接的道路多达55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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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佛现状用地图 

表2 广佛两市2000、2005和2010年交通转化量和联系通道数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主要通道  8 13 15 
12小时机动车转换量  164509 300127 416188 

 

同时，佛山市出入境交通以佛山—广州中心城区间的出行量最大，占其总出入境的60%

以上。佛山现状过境交通主要是广州市区（及以远）至江门的交通流向最大，占佛山总过境

交通的40%以上，主要由广佛—佛开高速和325国道承担。 

    

资料来源：交通部规划研究院、佛山市交通局 《广东省佛山市干线公路网规划社会经济及交通量预测专题报告》。 

图 2 佛山过境及出入境交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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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层次交通枢纽、多元交通方式相融合的广佛综合交通枢纽初步形成。国内首条

全地下城际轨道交通——广佛城际地铁首段于2010年11月开通运营，标志着广佛两地交通往

来进入地铁时代。海怡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广州番禺区和佛山南海区之间无陆路通道的历

史。佛山多个重大交通项目从方案设计阶段便注重与广州市衔接，为未来交通一体化预留空

间。广佛交界重点区域如金沙洲、广州南站周边地区多条路网实现连通对接。广佛接壤地区

公路客运公交改造完成，开通了广佛公交线路32条，广佛城巴和广佛快巴各20条。广州南沙

港定班驳船航线开通4条佛山支线，基本覆盖佛山主要内河集装箱码头。 

按照预期目标，到2020年广佛干线公路网形成后，广州城区和市辖各区中心到佛山中心

区运行时间基本上均在30分钟以内。 

 

图 3 广佛两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接规划 

2.2 案例 2——西咸同城化 

西咸一体化战略。西安与咸阳两座城市直线距离20公里。2002年以来，西咸两市按照“规

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的思路，开展多层次的合作，推动西

咸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产业一体同构，城市功能互补”的新阶段。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两市

已经达到零距离相接。西北最大的航空港——西安咸阳机场在咸阳境内，两市不仅相接，而

且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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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咸联系现状交通特征 

按照西咸一体化建设规划，未来西安和咸阳两市将实现交通设施的一体化发展。 

环线和高速公路建设。规划在完善区域交通的基础上，建设西安四环线，新增西咸北环

线省级高速公路。 

城市路网对接。咸阳市区的世纪大道向东与西安市区的迎宾大道对接；咸阳市区的沣滨

东路为城市快速干道，向东与西安市的尚稷路对接，并接西三环，向南过昆明路延伸至环山

路；咸阳市区的镐京一路、镐京中路和镐京二路均向东延伸，与西安市区道路对接；西安市

区石化大道向西与咸阳市区衔接；咸阳市区渭河南部片区渭河南路、段家路和沣滨东路向南

延伸，与西安市区向西延伸的昆明路相接。 

地铁延伸。在原规划六条地铁线路的基础上，将西安地铁一号线向西延伸至咸阳、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向东延伸至临潼、兵马俑；地铁二号线过渭河向北延伸至泾渭工业园。 

 

图 7 西咸一体化建设综合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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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案例 3——沈抚同城化 

抚顺市位于沈阳市东部，两市市中心距离45公里。抚顺市区西部的抚顺经济开发区与沈

阳市的新城区苏家屯区、东陵区相接，沈阳三环路与抚顺市外环路之间距离仅13km，建成

区空间几乎连为一体。 

 

图 8 沈抚空间一体化趋势 

沈抚两市已形成较为便利的交通联系。沈阳至抚顺间现有沈抚快速路、沈抚一级公路、

沈吉高速公路三条高等级道路与沈吉线、苏抚线两条铁路相连。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距抚顺市

中心35公里，有高速公路连接，航空运输十分方便。 

从2013年抚顺城市出入口交通调查结果看，沈抚城市间客流呈现如下特征： 

（1）抚顺城市西向出入口交通量最大，西向各出入口12小时客运机动车流量26163pcu，

反映抚顺与沈阳联系紧密。其中，沈抚大道出入口进城交通量8855pcu/h，出城交通量

7532pcu/h，双向共16387pcu/h。 

 

图 9 抚顺城市对外出入口流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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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市间旅客出行方式以公路为主，铁路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公路客运占绝对多数。

沈抚间公路客运日均发车680班次，日交通量约15 000当量小汽车，还有小汽车、出租车、

机场巴士、单位客车等，沈抚城际间公路日客运量约6万人次，占沈抚间总客流量90%以上。 

（3）出行目的差别大。抚顺居民到沈阳的出行目的以购物旅游居多（34.7%），公务商

务、探亲访友和看病就医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0.9%、14.6%和13.7%，回家比例最低（1.4%），

另有9.2%的出行者至沈阳进行中转换乘。而沈阳居民从沈阳到抚顺的目的则以公务和商务比

例最大，为40.16%；探亲访友达30.33%，购物旅游占27.05%。 

 

图 10 沈抚两地居民分别至抚顺、沈阳的出行目的 

（4）出行方式差别大。从出行方式看，抚顺居民往返抚顺与沈阳间的交通方式以“雷

锋号”城际公交为主，占66.4%；8.6%的居民采用小汽车或出租车的方式；乘坐沈抚城际列

车的居民仅占6%。 

比较而言，沈阳至抚顺的人员乘坐长途客车的比例较大，约为28%，但较抚顺居民至沈

阳的长途车比例（“雷锋号”+长途客车）少得多；乘坐小汽车和火车的比例则较高，达到

20.82%和16.48%，与从沈阳到抚顺的公务和商务出行比例高密切相关。 

沈抚同城化发展交通规划。目前沈阳与抚顺两市在交界处合力打造沈抚新城，沈抚城

际交通以加快“沈抚九通道”建设为重点，全面完成沈抚连接带公路建设，实现城际客运公

交化和城市公交一体化，大力推进沈抚同城化进程。 

“沈抚九通道”即沈抚之间两条高速公路和七条普通公路形成的沈抚九个通道。由北向

南依次为高望线、棋望线、沈吉高速公路、沈通线、沈葛线、沈抚2号路、沈抚大道、关深

线和沈中线。 

城际客运公交化。在现状5条城际客运线路的基础上，增加两条线路，即6号线和7号线。 

城市公交一体化。在沈抚连接带内形成一点、三纵、四横的公交线网规划，建设沈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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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综合枢纽站，实现沈抚公交“零换乘”。 

 

图 11 沈抚同城化发展规划 

3、同城化发展阶段判断 

从上述案例看，国内城市同城化进展表现不一。由于同城化过程中周边城市的被动和依

附地位，同城化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中心城市的认识和措施，而中心城市的发育程度，又决定

了中心城市的意识，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手段。通过案例分析，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交通

量交换大小的角度，可以大体总结出同城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3.1 协调期 

沈抚同城化处于协调起步阶段。由于抚顺中心城离沈阳中心城45km，目前同城化的举

措与西咸同城化类似，主要是打造沈抚交界处的沈抚新城。沈抚新城由沈阳东部新城和抚顺

西部新城共同构成，规划总用地面积605平方公里。其中，沈阳342.2平方公里，包括棋盘山

片区203平方公里，东陵片区139.2平方公里；抚顺市262.8平方公里。规划总人口230万人，

其中，棋盘山片区50万人，东陵片区50万人，抚顺片区130万人。 

     

图 12 沈抚新城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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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与抚顺两市间已开通公交，即辽宁城际客运有限公司运营的“雷锋号”，共5条线路；

沈抚高速公路也被改造成快速路，取消收费（2007年沈抚高速公路开放为非收费公路，两市

间的客流量大增，交通压力骤升，客运班车由2006年的390班猛增到2008年的680班，增加

流量1万多人次）。为此，两市之间公交和小汽车客流量达到6万人次左右。但制约两市同城

发展的交通障碍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没有制定沈抚交通同城规划，没有明确城市公交线路、

轨道交通、出租车运营等的对接方式。应以推进沈抚两市城际公交化和城乡客运一体化为目

标，加快沈阳与沈抚新城间市政道路、桥梁对接等重点交通设施建设，实现交通同网格局。 

3.2 融合期 

西咸同城化处于快速融合阶段。自2002年实施西咸一体化发展战略以来，两市间的经济

发展协作逐步加强，交通需求快速增长，但两市交通衔接工作相对滞后。总体规划提出西咸

之间干道衔接，轨道线路延伸，公交线路同网，构建完善的区域交通系统。但由于行政管辖、

财政差异、多头利益等因素，交通协调难度大，交通建设速度缓慢。随着西咸新区的设立和

实施，西咸同城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图 13 西咸新区区位图 

从交通联系看，目前西安与咸阳间联系通道仅3条，20个车道，日均车流量18000pcu，

日均人流量108500人次，远未达到成熟状态。从出行目的看，咸阳到西安出行以上班上学为

主，而西安到咸阳休闲娱乐目的较多，公务和商务出行少，表明两城市的市场还没有达至统

一状态。 

公共交通方面，目前西咸之间对开线路只有K630，但该线路长达30公里，准点率差，

车内拥挤，服务水平低；还有三条线路需要在西咸边界换乘。公交服务水平低，一方面制约

了两市联系，另一方面造成小汽车比例增加。 

3.3 成熟期 

广佛同城化是目前国内发展最为成熟的形态。从交通看，两市基本按照一个城市的整体

进行运行。至2010年，广州与佛山之间主要联系通道已达15条，12h机动车交换量达到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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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日均人流量632231人次，两地规划全面对接的道路多达55处，公交和地铁跨市运营。 

从广州和佛山两市融合的空间态势看（见图14），两城市直接对接，融为一体。 

 

图 14 多点对接和整体对接模式 

从本质看，广佛同城化的融合程度表明两地建立共同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广佛两地拥

有相对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广州已发展成为华南地区的经济、金融、交通、商贸、文化、

科教、旅游、服务中心和全国中心城市，佛山是全国著名的制造业城市，广东省第三大城市，

两市产业、经济和社会互补性强，融合程度高，同城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4、同城化交通设施布局 

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同城化城市间的交通设施布局情况，见表 3。 

表3 同城化城市间快速交通方式 

  距离  交通方式  实施效果 

广佛 
接壤，市中心

20km 

城际地铁、城际公交、水运；高速路、

快速路、交通性主干道 

道路衔接、取消收费站、公交直达、

地铁贯通 

西咸 
中心距离
20km 

城际公交；高速公路、交通性主干道 
道路衔接、公交直达、取消电话漫游、

金融同城 

沈抚 
中心距离
45km 

城际铁路、城际公交，有轨电车；高

速路、快速路、交通性主干道 

道路衔接、取消收费站、公交直达、

取消电话漫游 

 

表 3 表明，空间距离较近是同城化的空间基础。城市间空间距离越近，越能降低运输费

用和促进生产要素与商品、服务的交易，加强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在适宜的空间距离范围内，

城市间才能设施共享、政策统一。在 0.5 小时的通勤圈内，广佛两市空间连片、边界模糊，

佛山的部分地区完全融入广州。而当距离大于一定门槛，实施同城化战略则比较困难，郑汴

中心相距 72km，其同城化战略的可行性有待斟酌。 

表 3 也显示，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是同城化的必备条件。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间要有快

速交通联系，除高速公路外，快速路是主要的方式，如沈抚间的沈抚大道快速路、西咸间规

划的快速环线、广佛间的多条快速通道。到一定阶段，还会出现轨道交通的衔接，如广佛间

的快速轨道。 

周边城市与中心城间存在明显的通勤、通学等向心交通倾向。因此，公交出行是同城化

范围内的主要交通方式。广佛是同城化较为成熟的地区，城市间交通设施布局完全按照城市

整体运行的要求进行配置，首次出现了地铁贯通两个城市中心；同时，也出现了城市间的快

速公交直达，如沈抚间的“雷锋号”，广佛间的城巴和快巴等；也有城市公交向双方区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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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如沈阳 385 路向抚顺高湾地区的延伸并设站；沈抚间的有轨电车等。 

其他的措施，例如普通道路衔接和取消收费站等在所有的同城化地区都有实施。如沈抚

大道由收费高速公路改为城市间快速路，并取消收费站。 

枢纽共享。枢纽是同城化城市间维系交通一体化运营的关键手段之一，如西咸的机场位

于咸阳，极大地促进了两市的同城化发展；佛山和抚顺则分别依赖于广州和沈阳的机场。公

交发展在同城化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鉴于很难如广佛那样克服行政区

划带来的影响，因此，往往在同城化地区共建共享枢纽设施，维持公共交通（城际公交、城

市普通公交和出租车）的高效转换和运营。 

总之，在同城化 30km范围内，以通勤、通学为主导的需求特征较为明显，同城化城市

间的交通设施布局主要按城市日常通勤、通学需要进行布置，主要有快速公交、城市普通公

交，城市轨道交通，快速路、主干道等。 

需要强调的是，在同城化范围内，城际轨道交通适用性较差。一度寄予厚望的沈抚轻轨

运营的失败为此作了较好的注脚，这既与用大铁路的模式运营城际轨道的错位有关，更与对

同城化、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空间尺度的认识和把握相关，进而影响交通设施的布局。 

5、结语 

同城化当前受到热议，其本质是通过同城模式运作，能极大地实现各参与方的利益，具

有积极意义。同城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就交通设施布局而言，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层次的设施

应对，以满足交通需求的总量增长和内涵变化。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对同城化空间尺度的把

握是正确布局交通设施的关键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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