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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基础设施改进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高铁能

缩短时空距离，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目前，中国建设

高铁里程量最多，对空间经济的影响研究却甚少。通过国外权威期刊

文献分析，梳理高铁压缩时空距离、增加乘客量、改变交通模式份额、

与航空产生竞争关系、提高可达性，以及高铁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

引起区域经济空间不均衡发展等影响。本文提出对中国高铁空间经济

影响的研究启示，拓宽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强化实证分析，有助于

利用好高铁这把双刃剑，构建多元化交通系统模式，避免极化效应带

来的过度集聚经济，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Traditionally, improvements i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have been 
known to bring about economic growth in a region. It is widely understood 
that High-Speed Rail (HSR) shrinks the national time-space geography and 
eleva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t present, HSR systems are 
quickly developing throughout China, but the research of impacts on the 
spatial economic are very little. Through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journal 
literature abroad, finding the influences of high-speed railway on reducing 
the travel time and increasing rail passenger ridership, the modal shares of 
railways in the transport market,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i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ccessibility. “Polarization effect” and “Diffusion effect” can 
cause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unbalance in regions. To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is fit for high-speed rail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road the research field and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uld help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high-speed rail as a double-edged sword, to build the 
intermodal transport interchange system. Avoiding “polarization effect” that 
can cause to excessive centralization economic, which has very significant to 
realize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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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高速铁路经历了快速发展。第一条高铁——日本

新干线客运专线于 1964 年 10 月 1 日，东京奥运会前夕通车

运营，列车时速达 210 km/h，开创了高铁的新纪元。之后，

高铁相继在法国（1981 年 TGV）、德国（1991 年 ICE）、西

班牙（1992 年 AVE）等欧洲国家投资建设，自 2000 年以后

更得到了日本以外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如韩国、中

国和中国台湾等。目前，中国高铁里程占世界运营总里程的

50%，基本上建成了“四横四纵”高铁网络，连接哈尔滨、

北京、武汉、广州、上海、重庆，贯穿东西南北。

国内学者研究高铁对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主要结论是：

高铁建设压缩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时空距离，改善区位条件，

带来突破边界发展的区位增强效应和同城化效应；提升可达

性并加强空间经济联系；促进旅游发展、房地产等沿线产业

的升级；对沿线地区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空间结构重组、

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均产生重要的影响。论及高铁对空间结构

的影响，姜博等 [1]，初楠臣等 [2]，赵丹等 [3] 学者基于可达性

变化，分别对哈大铁路、哈齐城际高铁和长三角高铁进行分

析，提出高铁引起城市可达性的变化，带来 1h 高铁经济圈、

同城化效应、高铁经济走廊，加速空间格局的渐变与区域空

间格局的重塑。方大春、孙明月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引力

模型，证实高铁促进城市间联系，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得

到优化 [4]。在全国层面的研究，一些学者发现高铁可提高全

国可达性，但不同地区的可达性提高是非均衡的，京沪高铁

沿线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高可达性 [5-7]。在旅游影

响上，汪德根利用可达性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武广

和京沪高铁，提出高铁效应包括马太效应、 过滤效应、 扩散

效应和叠加效应，并构建了不同等级旅游板块和高铁旅游带

等旅游空间优化策略 [8]。还有学者对中国旅游发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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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高铁导致旅游市场空间扩大、竞争范围变大和旅游中心

的再分配三个重要结论 [9]。徐长乐、郇亚丽提出：“高铁放

大都市经济圈同城效应；促进沿线产业发展，提升沿线产业

结构并发生转型，推进沿线城市规划的重新布局；高铁将引

发空、陆、水三大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重组，带来人们出行

方式的多样化等影响”[10]。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高铁研究比较多见于对武广、京

沪等单条高铁线路和较成熟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

群的可达性研究，针对高铁对区域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并不

多。因此厘清国外高铁对区域空间经济带来的影响，借鉴其

研究理论和方法，对调整中国区域发展的布局、科学制定发

展规划策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1  国外高速铁路对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

高铁给人们提供了安全、快速、舒适和经济的出行方式，

并相应提高铁路服务、缩短出行时间、增加载客量，吸引了

大量其他交通模式的乘客，对提高可达性和空间经济具有深

远影响。

1.1  高铁对交通系统的影响

1.1.1  减少运行时间，加大乘客量

高铁可被接受的最高运行速度达到 200 km/h，相比普通

列车大大缩短了出行时间（表 1），这也是乘客选择高铁作为

交通方式的主要原因。“欧洲之星”高铁于 1994 年开通，以

2 小时 15 分钟跑完了巴黎至伦敦的 492 km 路程，比过去用

时缩短 3 小时；伦敦至布鲁瑟尔用时从 4 小时 52 分钟缩短至

1 小时 51分钟；布鲁萨尔至法兰克福用时从 5 小时缩短至 3
小时 15 分钟 [11]。法国佩皮尼昂至西班牙巴塞罗那高铁线开

通，也大幅减少了运行时间，由 2 小时 45 分钟缩短至 50 分

钟。日本东京至大阪在未通高铁前，用时需要 6 小时 30 分钟，

1964 年修建新干线后用时缩短至 4 小时 [12]。在德国，连接科

隆与法兰克福的第二条高铁路线于 2002 年 9 月开通，从科

隆中心车站至法兰克福中心车站的距离为 180 km，现在的运

行时间（1 小时 10 分钟）比过去（2 小时 10 分钟）减少了 1
小时 [11]。韩国高铁 KTX 的最高时速是 300 km/h，极大改变

了乘客出行时间观念，主要城市之间能够缩短近一半的运行

时间——首尔到釜山从 4 小时 10 分钟缩短至 2 小时 40 分钟，

日均客流量增长 38%，从 2004 年 72 万名乘客增长到 2006
年的 100 万名乘客 [13]。自欧洲高铁运营以来，选择高铁作为

交通方式的乘客不断增加，在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

意大利和英国的高铁线路上，乘客数量从 1990 年的 152 亿增

加到 2008 年的 923.3 亿 [14]。

1.1.2  交通模式份额影响 

高铁所引发的时空变化已得到全球认同，高铁成为铁路

运输新的生命力，其发车频次、安全性、准点率、舒适的乘

坐环境等特点，成为其主要竞争优势。研究发现在距离的选

择上，促使欧洲乘客选择高铁的平均距离为 372 km，一般

距离 400~600 km 更受青睐；低于 150 km 则倾向于选择公路

或者传统火车 [11] ；而大于 600 km，航空会因速度更快而捕

获更多乘客。在时间上，出行时间少于 3 小时，高铁更有竞

争力，相对于航空和小汽车来说，所需出行时间更短 [20]。国

外高铁对其他交通模式的影响如表 2 所示。

高铁作为可替代交通模式，是因它能够从航空、小汽车

等交通模式捕获相当大的乘客市场。早在 1980 年和 1984 年，

巴黎和圣艾蒂安之间的高铁乘客流量就扩大了 2 倍，巴黎和

里昂之间的乘客流量扩大了 2.5 倍（达到 370 万）。距离巴

黎 1.5 小时的老工业区，新站开始使用后，据估计乘客增长

主要有 33% 来自飞机、18% 来自公路 [15]。目前，交通出行

份额中高铁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日本的 SANYO 新干线运

行后，高铁吸引的乘客有 23% 来自航空，16% 来自小汽车

和公共汽车 [26] ；法国 TGV 巴黎到里昂的线路吸引了 24% 的

航空乘客，37% 的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乘客；德国 ICE 大约

有 12% 来自航空和公路乘客 [11] ；西班牙 AVE 马德里至塞维

利亚的线路开通后，航空乘客减少 22.3%，小汽车乘客减少

约 11.5%，公共汽车乘客减少约 3.4%，传统的铁路乘客减少

表 1  出行时间：高铁对普铁（普通火车）

作者 国家 线路
出行时间 变化率

（%）
距离 （km） 通车时间

普铁 高铁

Sands[12] 日本 东京—大阪 6h30′ 4h -38.33 515 1964

Bonnafous[15] 日本；法国 大阪—博多；巴黎—里昂 8h30′；— 4h40′；2h20′ -45.10；— 554；427 1972/1975；1981/1983

Cascetta et al.[16] 意大利 罗马—那不勒斯 1h45′ 1h5′ -38.10 213 2005

De Rus & Inglada[17] 西班牙 马德里—塞维利亚 5h55′ 2h30′ -57.45 535 1992

Froidh[18] 瑞典 斯德哥尔摩—埃斯科特纳 1h40′ 1h -40.00 115 1997

Chang & Lee [19] 韩国 首尔—釜山 4h10′ 2h40′ -36.00 441.7 2004

Siim[14] 欧洲之星 伦敦—巴黎 5h12′ 2h15’ -56.73 49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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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相对来说高铁对飞机的影响是最大的 [26]。

1.2  高铁对可达性的影响
可达性用于评估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项目，它决定了一

个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区位优势，是衡量区域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主要因素。交通基础设施支持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和

整合经济系统，促进地理范围内的经济贸易 [27]。可达性与

移动性、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环境影响息息相关，高铁对

可达性的影响可归纳为两个方面（表 3）。（1）可达性与经

济发展。高铁服务吸引旅游业、服务行业以及商务贸易，刺

激服务需求，引起区域收入增加，继而繁荣经济 [28,29]。针

对日本新干线 [30]、法国 TGV[15] 以及西班牙 AVE[27] 的研究发

现，高铁最终结果在于极大地增加商业经济、促进旅游和其

他服务部门发展，从而繁荣当地经济，引起城市蔓延和城市

经济的转型发展。例如，日本批发部门集中于较大的中心区

域；在法国，商务旅行增加了 56%，旅游服务增长了 112%。 

（2）可达性与空间差异。高铁提高可达性能否引起空间差

异？经济活力和人口移动会否从核心区域流向周边或者偏远

地区，或者相反？维克曼（R.Vickerman）等对欧洲高铁进行

研究，发现时空压缩发生在高铁连接城市，并不能反映所有

城市，高铁对中心和边缘城市有不同影响，最适合发展高铁

的地区是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域 [31]。蒙宗（A. Monzón）等利

用可达性分析西班牙高铁网效率和空间公平，提出高铁引起

空间极化，从而引发空间差异；高铁可达性集中在高铁站点

周围，如马德里、巴塞罗那 [32]。欧洲委员会最近对可达性的

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此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有效性影响研

究——通过分析高铁增强部分重要城市之间的高效联系，评

估由于高铁扩张引起的区域差异问题。总的来说，高铁不仅

仅提升区域和国家的可达性，也引起“廊道效应”、“孤岛” 

和“极化”模式 [32-34]。

1.3  高铁对空间经济的影响
最早研究高铁对区域的影响，是随着城市间连接性提高，

影响大城市长距离联系和区域可达性而提出的“综合经济走

廊”。高铁对空间经济的影响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高铁

站点、廊道或都市圈，产生经济、人口空间集聚，引起“极

表 2  高铁对其他交通模式的影响

作者 线路或城市 与其他交通模式竞争的主要结果

Behrens & Pels[21] 伦敦—巴黎
高铁是航空的中距离替代品；出行时间和频次是市场份额主要因素，频次越高，越能抵消长时间旅行；对休闲

和商务乘客有不同影响因素

Suh et al.[22] 首尔八个城市 17% 高铁乘客来自航空，高铁对飞机影响比小汽车大

Dobruszkes[23]
科隆—慕尼黑，巴黎—布鲁

塞尔，巴黎—梅茨（Metz）
高铁的高效促使乘客从航空转向高铁，航空乘客逐渐减少

Park & Ha[24] 首尔—大邱 高铁是韩国航空乘客减少重要原因，仅有 28% 乘客会选择飞机出行

Pagliara et al.[20] 马德里—巴塞罗纳 高铁影响交通模式选择，但只有高铁出行时间少于 3 小时，航空乘客才会减少

Coto-Millán et al.[25]
（1）马德里—巴塞罗纳；

（2）马德里—塞维利亚

（1）高铁乘客占总乘客的 42.1%，小汽车乘客减少 5.3%，航空乘客减少 31.2%，公共汽车乘客较少 0.9%，传统

火车乘客减少 4.7%；

（2）高铁吸引小汽车 11.5%、航空 22.3%、公共汽车 3.4%、传统火车 11.4% 的乘客

表 3  高铁对可达性的影响

作者 思路（方向） 高铁线路（站） 研究结果

Vickerman et al.[31]
可达性、经济发

展；可达性研究

欧洲西北部高铁

网；欧洲高铁网

高铁没有实现区域可达性和经济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提供基础设施，也需一个适当的

服务条款和相应措施的监管框架；高铁对中心和边缘城市的可达性影响不同，最适合发展高铁的地区

为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域

Gutiérrez et al.[36] 可达性模式 欧洲高铁网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铁）对可达性产生扭曲，出现“廊道”和“孤岛”，说明基础设施质量越高，

可达性越扭曲，产生更多不连续的空间

Ortega et al.[37]
可达性评价区域

凝聚力

西班牙加里西亚

（Galician）

高铁提升可达性，在国家和廊道层面产生积极影响，引起“凝聚效应”；在区域层面出现不平衡和“极

化效应”

Monzón et al.[32]
可达性分析效率

和空间公平
西班牙高铁网

高铁引起空间极化，从而引发空间差异；高铁可达性集中在高铁站点周围；目前高铁站形成“孤岛”

和阴影区域“隧道效应”。起初位置较差的城市，可达性的相对改变量更高；而原本被铁路网连接的

大城市，可达性提高相对值却有限

Gutiérrez [27] 可达性 欧洲高铁网
在欧洲层面，高铁可达性均衡发展；但是在国家层面则加剧空间差异。在欧洲层面，对长距离出行影

响大，对短距离出行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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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应”；二是核心区向其腹地经济扩散产生“扩散效应”

（表 4）。艾斯特和奥斯特汉文（Elhorst & Oosterhaven）从

荷兰磁悬浮系统提出高铁有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减少了拥

挤、劳动力市场空间转移等，其中间接影响约占直接影响的

0%~38%[38]。然而，高铁如一把双刃剑，即连接到大型中心

城市受益，尤其是城市核心区域，而可能威胁较边缘位置的

城市。谷口（Taniguchi）等发现日本新干线服务改变了都市

圈通勤模式，主要受益区域集中在高铁网络的中心节点——

东京 [39]。布鲁奇（Brotchie）发现，东京和大阪通过扩张市场

到小中心城市，从而使实力增强；同时因有太多外部影响因

素，衡量高铁更广泛的空间经济效益是比较困难的，处于中

央位置比处于外围位置受益更多 [40]。高铁连接核心城市会变

得时间距离更近，而偏远地方会变得相对更远。在东英格兰和

法国北部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高铁，区际之间的欧洲之星服

务使用引起了“极化效应”。高铁沿线城市呈整体增长的态势，

城市群也随之扩大，如东京都市圈扩大成为“东京—大阪都市

连绵带”，大巴黎扩张成为“巴黎—里昂都市圈”。然而都市圈

内部沿线增长并不是均匀分布，有些节点呈现衰退情况。总之，

高铁可以因“极化效应”产生“核心—边缘”模式 ，同时也

可以因“ 扩散效应”产生“多中心”模式。

高铁减少长距离出行时间，增强区域与次区域的联系，转

变国家与国际、区域间的经济关系。加门迪亚（Garmendia ）

等分析法国和西班牙高铁，提出高铁可以改变城市区域系统

的层次结构。由于高铁连接和区域自身性质，区域中心实

力变强；但如果小城市连接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其实

力也可能减弱 [41]。有学者为了解高铁带来的空间经济影响，

对曼彻斯特和里尔等区域进行分析，提出高铁带来的共同点

是制造业向知识经济转化，不同之处在于区域间不平衡发

展，引起空间经济重组现象。在大都市区域中心，聚集经济

巩固了自身的重要地位，具有强劲经济实力，大量人口流入，

居住和商业方面显示出强劲引力，办公和居住租金也呈现

梯度递减，南部高于北部地区。毗邻区域因从曼彻斯特分

散经济，显示稳定经济联系，吸引就业人口大于居住人口。

没有高铁站点或者较偏远的区域，由于建设较晚或者并不

充足的高速公路，经济联系较弱，人口迁移和商业等方面

都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实力越来越差 [42]。对于基础设施缺

乏的区域来说，或许高铁的引入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影响力；

而对于已经相对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国家或者区域来说，进

一步的交通网络的提高只能带来边际效益。基础设施改善

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发展，高铁的建设改变了时空概念，

形成区域内交通网络。高铁对区域经济产生的极化效应和

扩散效应相互并存。欧盟意识到“边缘化”的弊端，1999
年《欧洲空间发展战略》（ESDP）意图通过泛欧高铁网络化

（TEN-T），增强经济和社会聚合度，从而寻求区域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 [43]。

2  对中国高铁区域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启示

高铁是技术创新的产物，在中国高铁快速建设的背景下，

亟需明确高铁对中国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基于对国外高铁

的空间经济影响分析，笔者就研究高铁对中国空间经济的影

响提出一些认识。

2.1  构建高铁对区域空间经济影响的理论框架
就高铁对空间经济的影响，国内研究缺乏多尺度、多

层面的理论体系框架。国外学者如古铁雷斯（Gutiérrez）等

和奥尔特加（Ortega）等学者从国家、区域和地方的角度来

研究高铁带来的影响 [36,37]。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研究，从宏观

尺度——国土尺度、中观尺度——城际层面和微观尺度——

城市层面来构建多尺度的高铁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理

论框架。国土尺度研究指高铁对城市群、高铁廊道、全国空

间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中观尺度研究指高铁对城际空间结

构、高铁与其他交通模式转换的研究，重点在于区域交通一

表 4  高铁对空间经济的影响

作者 思路（方向） 高铁线路（站） 研究结果

Shen et al.[44]
大城市地区土

地覆盖变化
马德里阿托查

高铁减少平均出行时间，使得土地使用向城市化转变，转化为不连续城市结构、工业、商业和

城市建设区

Sasaki et al.[30] 区域系统 日本新干线（Shinkansen） 新干线的建设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从发达地区分散，但并没有解决过度集聚的问题

Willigers et al.[45] 办公地点选择 荷兰高铁 高铁服务可达性增强办公位置的吸引力，且提高办公区域地位

Coto-Millán et al.[25] 网络经济
马德里—巴塞罗那—法国

边界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是高出行城市，而马德里—塞维利亚高铁的客流量却相对较小并有季节性，

对马德里—塞维利亚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对马德里—巴塞罗那—法国边界是正面的

Chen & Hall  [42] 空间经济
英格兰西北部（Nord-Pas-de-

Calais）

核心城市和次区域地区都向知识经济转化，核心城市经济实力因高铁建设而增强，次区域却没有；

经济发展与高铁有关；为实现“溢出效应”，应改进区域内交通网络和实施高铁战略

Masson & Petiot[46] 旅游吸引力 佩皮尼昂—巴塞罗那
加强巴塞罗那旅游活动集聚，而佩皮尼昂则表现出分散趋势，因此旅游产品差异化是增强佩皮

尼昂集聚力量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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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发展，构建多模式交通体系，发展高速铁路—公交导向

（HSR-TOD）的发展模式，减少小汽车依赖和空气污染，实

现高铁效应最大化；微观尺度研究分析高铁对城市形态和空

间结构、城市经济、可达性、城市土地利用和房地产等产生

的影响。最后根据不同尺度研究，制定出规划策略。

2.2  拓宽高铁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领域
高铁对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涉及

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美学、人类行为学、

区域交通、城乡规划学等诸多领域。国外针对高铁空间经济

影响的研究较为成熟，涉及高铁引发的高档服务业、商务办

公、房地产、旅游、区域空间效率与公平、城市更新、城市

发展和改造等诸多方面；而国内对高铁空间区域经济影响的

研究，涉及领域较少。国外学者已经将关注点从效率转向区

域公平；而国内的研究内容仍然停留在高铁建设的初期，强

调效率而忽略公平，高铁对城市和区域空间差异的研究几乎

处于空白。建议多视角深入、系统地研究，拓宽学科间交叉

与深度融合，在深度挖掘区域地域和文化差异、政治决策、

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基础上，减少区域经济差异，提出城市和

区域发展与规划策略，加速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作

用，促进区域空间经济一体化发展。

2.3  强化高铁对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
我国高铁建设速度快，方法、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度不够，

高铁对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研究更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研究

方法局限于定性描述和可达性研究；此外，通过可达性变化

测度空间格局有失科学性，目前缺少创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

对中国高速铁路的研究。建议借鉴适合的分析模型，集成 3S

（GPS、RS、GIS）技术、Stata、SPSS 等相关分析软件，采

取实地调研、问卷调查、访谈法等获取第一手数据，强化高

铁对空间经济影响的定量研究。另外，我国已有实证研究多

集中在已建成的京沪、武广、沪昆等高铁线路，其中京沪高

铁线是学者研究较多的线路，研究的城市是沿线已通高铁的

城市，对西部地区线路和未开通高铁城市空间经济的影响研

究较少或是空白，缺少对多条高铁线路和已开通与未开通高

铁城市的对比分析和综合研究。因此建议对已通高铁和未通

高铁城市对比研究、京沪线路以外的多线路对比研究、中西

部地区研究以及我国多个城市群对比研究，探讨高铁对不同

区域、不同线路、不同城市（已通高铁和未通高铁）的空间

经济的影响，从而提出相应的建议或策略，对增加高铁服务

应用价值有重要意义。

注：文中表格均为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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