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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Multi Railway Stations 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铁路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比较研究

李传成  孟雷雷  张婷
Li Chuancheng, Meng Leilei, Zhang Ting

摘要：铁路站点与城市空间发展如何匹配，成为当前城市

发展正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本文从多站点格局、城市交通

及城市用地格局、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三方面进

行国内外典型城市比较研究 ；指出应加强城市规划与铁路

规划的对接，充分发挥铁路站点的优势，建立依托站点的

多中心格局，实现化整为零的城市空间发展策略 ；并建构

多站点与城市空间结构理想模式，对多站点结构、城市交

通优化、多中心结构发展提出优化建议。

Abstract: How to matc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e and the urban 
space is the structural problem of the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By comparing multi railway station pattern, city traffic and land 
use pattern, the influence of multi railway station 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f typical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urban master plan and railway 
planning,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railway station. Besides, 
multi center patter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ulti railway st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city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reak up the 
whole into parts. Final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deal model of 
multi railway station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multi site structure, urban 
traffic optimization and multi center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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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对象确定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推进，基础网络已初步形成，高速

铁路正逐步成网，城际铁路也起步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高铁站点规划、

既有站点更新改造如火如荼。我国一线城市拥有多个铁路站点，如省

会级城市拥有站点数量在 2~4 个左右，并且新建站点也在逐步规划中。

然而，多站点与城市空间如何匹配、多站点间如何联系是当前城市发

展正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我国大型基础设施枢纽的布局，影响区域城乡空间的宏观格局与

城市功能作用体系的发展变化，因而站点选址规划应与城市发展规划

相协调 [1]，站点地区的开发应与城市空间发展趋势协同 [2]。目前，国

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铁站点的选址和布局 [3,4]、客运站数量与分工 [5]、

站区结构的发展规律 [6,7]、站点对城市交通和用地的影响 [8-11]、站点对

城市空间结构的推动作用 [12-17]。然而，研究大都停留在单个高铁站点

研究的层面，从多站点体系角度出发的较少。因此，本次研究在对

比国内外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具体发展

特征，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

1.2  案例城市的可比性界定

1.2.1  案例城市的选取

为了清晰地呈现国内外铁路枢纽站点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选

取的对象城市应能代表该国枢纽站点发展水平，同时城市规模及经

济发展水平相近（表 1）。针对我国超大城市选取北京、上海、武汉，

特大城市选取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郑州，国外城市选取拥有百年铁路

发展历史的亚洲城市东京和欧洲城市巴黎、伦敦。

1.2.2  铁路影响的城市演变

铁路发展初期，站点往往设置在城市边缘地带。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原处于城市边缘地区的站点的相对



37 2018 Vol.33, No.6国际城市规划

李传成  孟雷雷  张婷    铁路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比较研究

位置发生改变，火车站地区与城市协

调发展问题也逐渐凸显（图 1）。
为了解决东京一元依赖性结构，其

中心城区不仅形成了“一核七心”的

多中心结构，而且市郊依托铁路系统

表 1  案例城市基本信息

类型
人口数量 /

万人

GDP / 
亿美元

代表信息

国内
超大城市

北京 2 170 3 680 首都，政治、文化中心，中国铁路网中心之一

上海 2 418 4 100 经济、交通、科技、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东部沿海城市

武汉 1 091 1 770 中部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特大城市 郑州    988 1 200 中部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亚洲 东京 1 350 7 590 新干线、山手线、铁路通勤、拥有百年铁路发展历史

欧洲
巴黎 1 300 6 650 TGV，百年铁路发展历史，欧洲第二大城市

伦敦 1 320 6 950 拥有世界第一条铁路及百年铁路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及网络数据绘制

图 1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历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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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对城市形态产生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为保护老城区肌理和满足城

市发展的需求，在中心城区外围及近

远郊依托铁路设立新区和新城，以此

应对巴黎长久以来的中心放射式结构

所带来的问题。

伦敦在 1889 年之前，伴随着狂热

的铁路基础设施的兴建，城市也开始

大规模地破坏和拆除。如今，主要站

点附近形成了较密的开发地区。

我国城市空间的发展同样受益于

铁路。铁路发展之初，城市空间呈现出

明显依附站点的发展倾向。目前，高铁

站区往往被视为城市重点发展区，而既

有站区似乎出现了边缘化的尴尬局面。

1.2.3  铁路引入模式的异同

铁路线引入城市的方式导致设站

模式的不同。日本东京由各条线路引

进中心城区设站，后为优化铁路运营

效率和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将各站点

串联呈环状；巴黎与伦敦铁路起初以

货运为主，以尽端式设站，客运兴起后，

配合城市完善的地铁系统形成放射状 ；

我国城市往往将站点设于铁路干线上

形成穿越状，站点数量较少。在研究

过程中，本文将其总结为环线串联式、

尽端放射式和穿越式与三种模式（表

2）。设站模式不同导致其与城市融合程

度不同，显然，我国城市在设站模式上，

站点与城市空间联系相对较弱。

2  多站点格局的比较

2.1  多站点格局的统计
根据城市道路环线及建成区确定

的中心城区范围，站点基本位于半径

20 km 圆环范围内部。因此，相关数据

收集及对比主要在此范围内展开。随着

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北京、上海、武汉、

郑州、东京、巴黎、伦敦七个城市的铁

路枢纽站点均位于中心城区（图 2）。
我国虽拥有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

程的 65%，铁路基础网络也初步形成，

设立若干新城，共同形成了“多核多

圈层”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

在法国，随着高速列车（TGV）

的研发，站点成为城市重要节点，不仅

集散大量人流，而且形成了商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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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铁路枢纽设站模式演变

演变前 演变后 模式名称 特征 城市

环线串联式
利用山手线分担城市交通，对

应通勤客流与通过式客流
东京

尽端放射式
分散设站，建设地下直径线增

强站点间联系，铁路运营便捷
巴黎、伦敦

穿越式
干线设站或并站，与城市交通

联系较弱

北京 (2015 年新增地下直径

线 )、上海、武汉、郑州

图 2  七个城市的铁路枢纽站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卫星遥感图像及城市总体规划绘制

北京市铁路站点及线网

商业商务用地总量：23.54 km2

上海市铁路站点及线网

商业商务用地总量：42.63 km2

武汉市铁路站点及线网

商业商务用地总量：19.77 km2

郑州市铁路站点及线网

商业商务用地总量：14.93 km2

巴黎市铁路站点及线网

商业商务用地总量：41.33 km2

东京市铁路站点及线网

商业商务用地总量：21.63 km2

伦敦市铁路站点及线网

商业商务用地总量：25.70 km2

既有枢纽站点

规划枢纽站点

站点 ( 含地铁 )

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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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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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环线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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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铁路枢纽站点现状及规划

城市 既有 / 规划车站数量 站点职能

北京 4/2

北京站：东北、华北、南方地区及国际客流；

北京西站：南方客流；

北京南站：华东地区动车组及京津城际客流；

北京北站：市郊铁路；

规划北京东站及丰台站：辅助客站

上海 4/1

上海站：沪宁线客流；

虹桥站：京沪、沪杭；

上海南站：南向客流；

上海西站：城际客流；

规划上海东站：服务沿海及苏北

武汉 3/2

武昌站：全国各省会、重要地级市及城际客流；

汉口站：长江北岸东西走向及城际铁路客流；

武汉站：京广和沪汉蓉十字型高铁客流；

新汉阳站：西安—武汉—福州，武杭高铁等方向客流；

光谷火车站：武黄城际、武冈城际客流

郑州 2/1
郑州站：通往全国所有省会的高铁、动车、普速及城际客流；

郑州东站：高铁及城际客流。

规划郑州南站：途径郑合高铁、郑万高铁

东京 6/- 东京站、上野站、池袋站、新宿站、涉谷站、品川站为山手环线枢纽站

巴黎 7/-
巴黎北站—北线，巴黎东站—东线，巴黎里昂站、贝尔西站—东南线，奥

斯德利兹站—南向，蒙帕纳斯站—大西洋线，圣拉扎尔站—西北

伦敦 13/-

国王十字—东海岸干线，圣潘克拉斯—欧洲之星 , 尤斯顿—英格兰西北，

马里波恩、利物浦街、滑铁卢—东向，帕丁顿—西向，维多利亚、佳能街—

西南，查灵十字、芬查驰街、伦敦桥、布莱克弗莱—东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卫星遥感图像及相关城市总体规划统计绘制

但从与东京、巴黎、伦敦的对比，直

观地反映出我国铁路线网及站点均呈

现出稀疏的状态，表明我国铁路在支

撑城市功能发展上仍然很有潜力。

2.2  多站点的设站数量
在车站数量上，目前北京、上海、

武汉、郑州城市枢纽站点均在 4 个以内，

东京与巴黎达到了 6~7 个，伦敦为 13
个。可见，枢纽站点在旅客发送量相

对城市人口差值上，也极大超出我国

平均水平（图 3）。这不仅反映我国站

点数量偏少，而且车站整体利用效率

有待优化。

我国铁路站点的设站往往并非由

城市空间发展的直接需求而来，而是

伴随铁路线位的确定，继而被动调整，

这与日本铁路站点因城市功能需求设

站的模式迥异。如郑州现仅有郑州站

与郑州东站，郑州站承担起整个城市

的高铁、动车、城际、普速客车的业务，

客流通往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其作为全

国枢纽型站点，不仅满负荷运转，更

对市内交通产生巨大压力。规划中的

郑州南站则是在郑万线确定后，城市

被动接受，进而优化城市空间格局。

随着城市拥堵问题加剧及高铁带

来的同城效应与空间红利，近年来站

点新建与改造逐渐被视为城市发展契

机。城市规划人员开始从城市需求出

发规划站点，多站点间配合以分担城市

交通提上议程，如规划北京东站、丰

图 3  案例城市铁路枢纽站点信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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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与既有车站形成四主两辅的格局，

上海规划上海东站形成四主格局（表

3）。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在规划设计与

实施时，相关部门较多考虑自身的价

值和运行规律，较少考虑城市空间发展

的需求，这就导致两方面价值的失衡。

因此，在设站数量上，城市总体规划

应积极与铁路枢纽规划横向综合，从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角度出发，新老站

点统筹考虑，根据城市需求增设站点，

以减小市内交通压力。

2.3  多站点的设站布局
在站点布局上，我国城市车站分

布均匀度与国外差异很大，如东京山手

线上均匀分布 7 个枢纽站点，巴黎与伦

敦中心城区分别均匀分布 7 个、13 个

站点，而上海现有 4 个枢纽站均位于

浦西地区，形成了铁路站点偏于城市

西部的格局，浦东地区市民出行时间

成本及旅途费用都大为增加。

枢纽车站一般负责城市特定方向

的客流，上海、郑州不均匀指数远超

其他五城，这种格局势必会加强往返

枢纽站点的交通流，从而增加特定方

向上的交通压力。我国铁路站点往往

是随着铁路线位布局，反映着铁路规

划与城市规划的脱节。

2.4  多站点间互通体系
我国站点对旅客的吸引是全城范

围的，对市内交通往往产生压力（图

4a）。旅客往往需要通过搭乘市内交通

前往目标站点，而非就近选择站点。站

点间的换乘虽可通过市内公交系统完

成，但无疑会增加城市交通的压力。打

通各站点间的便捷联系不仅对铁路运

营本身有益，更有利于市内交通流的有

序性（图 4b）。国外为提高尽端式车站

的通过能力，适应列车快速通过铁路

枢纽的需要，先后修建环形、半环形

铁路线或直径线。如巴黎，于 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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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节点模式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建设

地下直径线及加强联络线的使用，做

到各站列车互通，虽会增加铁路运营

难度，但可减小站点服务半径，从而

实现铁路规划与城市交通优化的协同。

3  城市交通与用地格局的比较

3.1  城市交通格局
城市对外旅客出行特点反映对相

应交通工具的依赖度，中国旅客较多依

赖铁路、公路出行，日本旅客铁路出行

占据了绝对比例，法国与英国则更倾向

于公路与航空出行。对外出行比例中，

中国铁路旅客由 2010 年的 31.4% 上升

到 2014 年的 38.6%，日本、法国与英

国分别维持在 71%、14% 和 22% 左右。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交通方式的便捷

度与成熟度，数据表明随着我国高铁

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旅客选择铁

路出行（图 5）。
我国高铁有效改观了铁路客运的形

象，但市内交通与对外交通的整体协调

问题依旧。在支撑城市空间发展层面，

我国市郊铁路目前仅有北京 S2 市郊线

和上海金山市郊铁路，过于迟缓的市郊

铁路规划导致地铁不得不延伸至市郊。

事实上，除伦敦为应对交通危机而将部

分地铁线路延伸至城市近郊区外，东京、

巴黎地铁仅服务于市内（图 2）。

3.2  城市用地格局
在商业商务用地分布层面，北京

均匀分布于各处；上海形成浦西和沿

图 5  中日法英交通出行分担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日本、法国、英国国家统计局所得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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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两侧的分布格局；武汉较多分

布于汉阳、汉口区域；郑州则集中于

郑州站附近（图 2）。我国城市商业用

地除北京外，其他城市普遍形成相对

偏于一侧的格局，且近半数商业商务

用地未与铁路及地铁站点结合。相反，

东京商业用地却集中于站点处，并伴随

铁路线呈放射式布局；伦敦、巴黎枢

纽站点及地铁站点附近开发均有结合，

分布较为均匀。

从商业商务用地总量上看，上海、

北京、日本、巴黎与伦敦明显优于郑州

及武汉，这与大量的站点设置密不可分。

通常，交通站点条件较好的城市，其用

地开发总量也较高，站点对商业用地的

带动性也相较于未设置站点的地区更强。

4  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
比较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单中心城

市的诸多弊端开始显露，各国纷纷制

定了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空间发展战

略引导。于是，城市近郊和远郊一并

纳入空间发展战略，形成了系统的多中

心体系规划，以应对城市的对外扩张。

4.1  多站点与城市多中心结构的关系
在 10 km 内的中心城区范围内，

七个城市均设立有中心节点。不同之

处在于巴黎为保护老城，在 5 km 范围

内进行加密并采用用地效率提升策略，

而不进行高强度开发。在 10~50 km 的

城市近郊和远郊区，国内外均设置有

建成的由圣拉扎尔—巴黎里昂站的东

西向地下直径线，及随后的巴黎北站—

蒙特巴那斯站的直径线；1925 年，东

京将山手线连通成环线，实现了中心

城区各片区的就近乘车。

我国大部分站点间仅通过联络线联

系，站点间列车互通换乘并未充分实现。

如上海站与上海南站，由于并未形成环

线，两站间的互通困难；再如武汉站与

武昌站，虽有联络线衔接，但事实上高

铁仅在武汉站停靠。近年情况有所好转，

站点互通逐渐受到重视。如 2015 年开

通的北京站与北京西站地下直径线，实

现了京广、京九与东北方向列车的两站

互通，将原本近 1 小时的公交车程压缩

至 15 分钟。这一方面旅客就近乘车避

免了拥堵可能产生的延误；另一方面分

担了城市交通，缓解了地面交通压力。

虽然我国新建高铁站点及其配套

设施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城市拥堵，但

一味只增设站点而不加强站点间换乘

互通，其结果或将加剧市内交通的混

乱与拥堵。事实上，既有站点间互通不

但可使出城旅客就近乘车，也会使得

入城旅客灵活选择目的地，从而形成

图 4  多站点联系示意

a 站点间换乘依赖城市交通 b 站点间互通换乘

城市范围 站点 进站流线 站点互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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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七个城市的多中心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26] 及卫星遥感图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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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站点

中心组团

铁路线

新城中心。目前，七座城市均规划了

“多核多圈层”的城市多中心空间格

局。在各圈层多中心结构的交通支撑

上，我国城市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城市中

心并不完全与站点协同，协同的多为

近年新建的高铁和城际铁路站点地区 ；

而国外三城基本协同（图 6）。我国城

镇规划往往将具有一定发展基础或特

色产业的地区设立为新城或新区，显

然其需要相应的交通系统支撑与激活，

规划中我国市郊中心规划与轨道交通

规划存在类似的脱节现象。

4.2  中心城区多站点用地格局的比较
交通站点具有可达性强的优势，往

往容易形成中心，影响城市空间结构，

引导其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随着高

铁新建与既有站点改造，城市由单中心

向多中心格局转变遇到机遇。然而，除

巴黎内城保护缘由，未在内城站区高强

度开发外，我国站区平均开发强度远远

不如东京和伦敦（图 7）。高铁站点虽

然带来新一波的开发和更新改造浪潮，

与国外站点相比，我国枢纽站点在城市

用地结构中的影响力显然较弱，其应有

的地位与商业价值并未充分发挥。

商业商务用地需要依附便利的交通

条件，因此，利用交通站点可有效调控

商业商务用地的分布，避免过度集中或

偏于一侧的情况出现。近年随着我国高

铁站、城铁站、地铁站的修建，城市部

分商业用地也逐渐依附站点发展起来，

调整城市相关用地结构也越发迫切。站

点系统在商业商务用地形态和规模优化

上，更加具有优势，我国城市应充分利

用高铁、城铁和既有站点的更新改造对

城市用地的促进与带动作用，促进城市

片区乃至区域的用地布局优化。

4.3  国内铁路站点与城市空间结构

理想模式
通过国内外七个城市的枢纽站点

及城市空间的对比，呈现出铁路多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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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更加

直观地展示两者互为影响的作用机制，

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城市的发展，特将

研究启示总结为如下理想模式（图 8）。
在中心城区枢纽站点数量和布局

上，应增设站点形成均衡的站点布局 ；

在枢纽站点联系上，建设环线或地下

直径线，实现多站点的互通以分担市

内交通；城市中心城区内部，应积极

依托枢纽站点形成功能混合且差异化

的城市副中心，同时在城市近郊和远

郊规划和建设市郊铁路站点，形成多

核多圈层的城市中心结构体系。

5  优化建议

随着高铁及城铁的新建，城市拥

有站点数量逐渐增加。枢纽站点在推

动城市空间发展上潜力巨大，城市相

关规划部门需与铁路规划部门通力合

作，从优化城市交通、用地的全局出发，

加强部门间的横向和纵向综合，根据

实际需求建立依托站点的不同分工、有

机联系的多中心格局，实现化整为零

的城市空间发展策略。

（1）全局观的站点增设

针对我国站点数量偏少且较不均

衡的布局，城市规划部门应从城市空

间发展真实需求、促进站点结构完善

着手，在规划体制上加强铁路部门和

城市规划部门的横向综合与纵向综合。

（2）多站点的互联互通

在站点互通上，针对我国铁路站点

设置在干线上形成穿越式的既有现状，

应加强环线、半环线、直径线等建设，

向环线串联式发展，从而提升铁路运

能，一定程度缓解交通拥堵等问题。

此外，从城市交通格局来看，我国

市郊铁路建设迟缓，使地铁承担了相应

的职能。因此，在支撑城市多中心发展

战略上，同样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

（3）多中心的站点统筹

铁路站点具有可达性强的优势，在

城市用地开发规模和强度上具有很强

的带动力。我国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中，近远郊中心应加强相应配套交通建

设，较近依托地铁，远郊依托市郊铁路。

相关规划部门应从城市空间发展需求

出发，建立依托便捷交通体系的多核

多圈层的城市空间结构。

注：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

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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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内铁路站点与城市空间结构理想模式
示意图

既有站点 高铁站点 新增站点

既有铁路线 新增铁路线 中心节点

图 7  站点及其周边（2 km 半径范围内）商业商务平均容积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卫星遥感图像统计，其中武汉站为规划容积率、郑州东站为建设中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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