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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近 40 年，我国见证了全球范围内最为辉煌的经

济增长奇迹，同时也经历了劳动力向大都市地区、城市群的

快速集聚。据统计，我国城市群地区以全国 20% 的土地集聚

了全国 70% 左右的城镇人口，其中超过 1.9 亿（占全部城镇人

口的 28%）聚集在第一层级的省会、直辖市与计划单列市 [1]。

快速的人口集聚迫使城市建设快马加鞭，改革开放第一阶段

的规划建设在“数量”上基本达标，但在人居环境的质量提

升方面负债累累。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地区，普遍面临中

心过度密集、郊区蔓延、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大城市病”[2]，宜居指数难以与其在全

球竞争中的地位相匹配，大城市地区的区域空间结构、环境

品质都亟待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中心结构——这一“均衡”的代名

词在规划实践中备受青睐，用于应对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大城

市自身难以解决的区域性问题。如，青岛市总体规划确定了

“‘三主、五副’的城市公共服务中心体系……‘多中心’的

城市布局结构，缩小城市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市统筹发展”

等发展目标；《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将原有中心

从 4 个扩大为 16 个；深圳“东进战略”意在构建第三个经济

中心；等。“多中心”已经成为近期流行的规划术语。这一方

面是由于该空间结构顺应了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产业分

工的需要——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部分产业

的空间布局摆脱了对空间邻近性的依赖，“流”空间网络逐渐

消解由行政区划形成的地理边界；另一方面，多中心的空间

结构符合城市规划的基本理念，表达着均衡、公平的人居理想。

相比于单中心，多中心空间结构被认为：（1）可以减少城市

蔓延负外部性；（2）减少区域内部城市发展差距，强化平等、

公平和可持续均衡；（3）促进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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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当前人口密度过高、设施供给不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

等大城市病，走向多中心的区域空间政策受到规划实践的青睐，但

目前对于多中心的空间绩效评估尚属不足，规划政策的科学性还有

待提高。本文探索了利用 Google Distance Matrix API 和 Baidu Distance 

Matrix API 平台的等时间交通圈测度方法，来检验多中心与单中心大

都市区域内，单个城市区域的交通供给效率。研究样本选择莱茵鲁尔

区内的多特蒙德市、德国首都柏林、我国首都北京为对比对象。研究

发现，同等时间内多中心结构内城市的机动车交通圈范围远大于单中

心结构内城市，且拥堵程度明显偏低，具有较高的交通供给能力，但

公共交通呈现了不同的结果，文章试从供给—需求的角度解释供给绩

效的差异。最后，文章对我国大都市区交通供给水平提升和空间结构

优化提出建议。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insufficient 
supply facilities, traffic conges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other 
“diseases”, polycentric regional policy is underlined repeatedly in planning 
practice. But the performance of polycentric region is still lack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portation supply efficiency by 
calculating traffic circles of equal travel time with Google and Baidu Distance 
Matrix API platform. By a comparison of Dortmund in Rhine Ruhr 
polycentric region, German capital city Berlin, Chinese capital city Beijing, 
We find that in polycentric region, transportation supply efficiency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in mono-centric one, resulting in little traffic congestion. 
Public transport facility supply shows different result due to public investment 
and spatial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fter brief reason analysis from spati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affic supply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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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交通模拟软件构建 OD 矩阵，建立不同出行方式的交通

模型，进而测度城市的交通圈。本研究中，并未采取模拟交

通时速建模的方法，而是借助新出现的导航地图开发平台，

利用真实环境中的历史出行数据来获得研究范围内特定时段

的出行时间。即，应用 Google Maps Distance Matrix API 提供

的距离矩阵服务，快捷获取机动车、公共交通出行的时间，

再根据时长统计结果计算半小时、一小时的交通圈面积。通

过评估无拥堵时段和高峰时段的等时间交通圈面积比值，可

间接判断某城市高峰时段的拥堵程度，测度研究范围内的交

通供给水平。相比传统交通建模，利用导航地图开发平台的

测度方法更符合大众出行的行为逻辑。当前导航地图已经深

入大众的生活，应用十分广泛，位置和路线检索成为公众出

行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出行决

策。所以，这种方法更加准确和可靠。

1.2  对比研究案例
根据国际上的已有研究，虽然多中心的概念存在很大

争议，但是德国莱茵鲁尔区、美国旧金山湾区、荷兰兰斯塔

德地区，是获得广泛认可的、全球范围内最具典型性的多中

心大都市区域。为了回避概念界定上的矛盾，本研究选择

德国莱茵鲁尔多中心都市区（Rhein Ruhr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图 1），来反映其中城市的交

虽然“多中心空间结构”政策在实践领域频繁使用，但

由于概念的模糊性①和评估手段的局限，多中心结构与单中

心结构的空间绩效差异、既有空间结构优化的有效治理手段

都缺乏充足的讨论。本文拟在这一宏观问题的框架之下，着

眼于交通供给能力的评价，回答“多中心和单中心大都市的

交通供给效率，哪一个更优”的问题。

研究选择德国莱茵鲁尔区作为多中心大都市区的代表，

选择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单中心大都市区、我国北京单中心

大都市区为参照②（由于行政区划标准的不同，北京虽然是

直辖市，但地域范畴要超越一般城市，达到国外大都市区的

水平）。测度后，先以德国两大都市区对比，观测单中心和

多中心都市区内部城市在交通供给上的差别；再引入北京与

柏林的对比，回归到我国单中心大都市内部交通供给的特征

与问题。文末落脚在提高供给效率的空间政策上，立足于我

国与西方政策环境的差异性、特殊性，对未来空间结构的调

整提出建议。

1  测度方法、样本及数据

1.1  测度方法 ：以等时间交通圈衡量单个城市的交通供

给效率
以往关于多中心交通绩效的讨论多数从交通需求出发，

讨论空间结构与内部城市间通勤量的关系。一般认为，从单

中心结构发展为多中心网络状结构，可以缓解大都市区内部

城市的交通拥堵，减少由通勤引起的污染。不过也有学者通

过定量测度发现，多中心结构下的交通需求量并不会减少，

原有中心的人是否搬迁到新中心将会影响通勤距离 [5]，就业

的分散化延长了总的通勤时间，从而降低交通绩效。该类研

究较少从供给侧着眼，评价空间结构引起的城市公共品供给

差异，然而公共品供给恰是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因此，本研究拟利用等时间交通圈来弥补这一空缺。

等时间交通圈集成“时—空”概念，指从某一指定点出

发，在一定时间阈值内能够到达的空间范围 [6]。时间交通圈

一方面可以用来评定设施服务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可以作

为规划的管理工具，如以公交等时圈、旅游交通圈、一日交

通圈城市系统来辅助划定规划政策边界等。

传统的交通圈测定方法常以建模模拟的方式展开 [7,8]，

① 空间结构以节点、梯度、通道、网络、面与环为基本要素形成 [4]。城市的空间结构表现为实体空间结构和非实体空间结构。前者是由实体物质构成，

包括交通设施、土地利用结构、服务设施布局结构、绿地及开放空间结构、总体用地人口规模。实体空间结构的层次在传统规划中常常使用，

与之对应的是非实体的空间结构层次，包括地租级差和“流”态信息网络。地理学中，通过对节点静态指标（人口密度、就业密度、开发强度）

的测度、节点间的廊道联系、功能网络联系来测度和定义“多中心”，表征的是一定尺度范围内，实体的、虚拟的功能等级或网络特征，进而

揭示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变化的机制。规划中所讨论的“多中心”政策，主要是城市或区域的中心体系布局策略和实体空间中土地、交通、

公共服务设施的结构重组策略。

② 在柏林—勃兰登堡大都市区内，柏林的人口密度达到 3 927 人 /km²，周边勃兰登堡内人口密度下降至 82 人 /km²，是典型的单中心结构。莱茵

鲁尔区内的人口分布均匀，多特蒙德市的相关密度值具有代表性。

图 1  莱茵鲁尔大都市区的范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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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供给水平。柏林与莱茵鲁尔同属德国，社会环境、人口密

度差别较小，将两者进行对比可以有效解释区域空间结构差

异带来的交通供给不同。北京主城区的机动车保有总量较高

（498.3 万辆），人口密度约为柏林的 2 倍，与莱茵鲁尔区直

接对照的可比性较弱，因此，仅将其与德国单中心大都市柏

林比对，以加深对我国大都市区空间发展的特征的理解。

莱茵鲁尔区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地处欧洲的十字

路口，是德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整个大都市区由若干规

模近似的大城市组成，莱茵区内有杜塞尔多夫、科隆、波恩，

鲁尔区有杜伊斯堡、埃森、多特蒙德，此外还有众多的中等

城市以及小城市。区域范围城市首位度势均力敌，城市间通

过交通网络相连，且具有较强的功能联系。霍尔（Hall）即

认为，这个以中等尺度、专业化中心联合形成的区域堪比世

界城市地区 [10]。从分布密度的测度来看，莱茵鲁尔区域范围

内，各城市人口密度水平一致，与柏林的聚集形成对比（图 

2）。区域内土地利用和建筑的底层开发强度均呈现了较强的

多中心性（图 3）。

1.3  数据获取
研究采用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集自：德国官方地理

信息基础图层、Open Street Map 建筑底层地图，以及基于

Google Distance Matrix API 的时间距离数据。北京的地理信

息数据来源于某导航地图网站。

（1）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研究所需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柏林和勃兰登堡州

的行政边界、道路网络数据来自德国地理数据服务中心的

官方网站（http://www.geodatenzentrum.de/），该网站提供了

2014 年最新的全德 DEM 地形、行政区基本地理信息、欧洲

Inspire 的 1 km 网格等，可靠性较高；研究范围内建筑地图

自 Open Street Map 数据请求获得，精度为单体建筑物，可

用于底层建筑密度的测算。

（2）起始点和终点坐标计算

利用 ArcGIS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所在的方形区域内

划定 500 m×500 m 网格，计算每个网格内的道路密度、建

筑密度、服务设施密度，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的叠加，综合判

注： 以 500 m*500 m 网格为单元计算该区域范围内的单位人口密度、建筑底层开发强度、道路网密度。

图 2  莱茵鲁尔地区与大柏林地区的人口密度分布

图 3  莱茵鲁尔地区的多中心性

人口密度（人 /km2）

12~104
105~194
195~354
355~612
622~983
984~1 433
1 434~1 952
1 953~2 493
2 494~3 319
3 320~6 627

建筑密度（m2/25 hm2）
123.89~2 943.26
2 943.27~7 260.00
7 260.01~13 110.55
13 110.56~20 391.42
20 391.43~29 186.50
29 186.51~39 532.25
39 532.26~52 548.05
52 548.06~70 871.54
70 871.55~97 614.70
97 614.71~170 753.24

.018~1.1
1.2~2.8
2.9~5.4
5.5~9.4
9.5~16
17~20
21~22
23
24
25

土地开发密度（hm2/25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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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城市中心点的位置（为方便区域层面的统一，一个城市选

择一个中心点用于等时间交通圈的计算），并计算城市中心

点的经纬度坐标，作为等时间交通圈计算时的终点坐标；所

有经纬度坐标均需转化为谷歌坐标。北京选择天安门作为城

市的中心，作为等时间交通圈计算时的终点坐标。

（3）等时间交通圈的计算

数据采集过程中选择两个时段、两种交通方式，即机动

车无拥堵出行、机动车高峰出行和轨道交通出行进行计算。

以多特蒙德为例，根据建设强度、人口密度、土地使用密度

初步判断城市中心，并在 ArcGIS 中获得其经纬度坐标，转

化为谷歌坐标作为该城市等时间交通圈测度的终点。选择覆

盖莱茵鲁尔区的方形区域作为等时间交通圈的研究范围。出

于计算量和精准度的考虑，将研究范围按照 1 km 网格进行

细分，计算单个网格的中心点（转化为谷歌坐标）后作为起

始点，共计 38 540 个。

利用 Google Maps Distance Matrix API 平台和 OD 对，获

得多特蒙德无拥堵、高峰时段的机动车出行时间、乘坐公共

交通的时间，在 GIS 中可视化半小时、一小时的交通等时圈

面积范围，进行初步统计。本研究中，设定的出发时间（depart 

time）：高峰时段为柏林时间 4 月 11 日上午 8:30（世界时间

时 1491892200），无拥堵时段为 4 月 11 日凌晨 00:00 ①（世

界时间时 1491861600），公共交通出行时间为中午 12:00（世

界世间时 1491904800，避免公交和地铁停运的情况且不受

拥堵影响）。以相同的方法，借助百度时空圈，可获得北京

的交通出行时间。

2  测度结果

2.1  单个城市的交通供给效率对比
计算得到的结果如表 1所示。莱茵鲁尔多中心大都市区

内，多特蒙德市无拥堵时段交通圈范围为 9 161 km2，半小

时内可抵达四周临近城市；柏林机动车无拥堵时段出行范围

约为多特蒙德的 62%，半小时内可抵达城市内部的大部分地

区，一小时内可抵达柏林—勃兰登堡都市区内往来通勤频繁

的周边城市②。无拥堵时段，两城市等时间交通圈范围均大

于北京，其中柏林为北京的 1.66 倍。多特蒙德无拥堵与高

峰时段交通圈面积比值为 1.005，柏林为 1.002，拥堵时间成

本低。从这一比值来看，凭借德国高通达性、多节点、高服

务水平的路网建设，德国大都市区当前的交通供给能够满足

城市无拥堵时段与高峰时段的通行需求。而北京无拥堵与高

峰时段的交通圈面积比约为 6.71，拥堵成本高，反映了北京

交通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道路网建设难以满足高密度人口集

聚形成的通行需求。

公共交通结果与机动车略有不同。多特蒙德公交 1 小时

交通圈范围为 523 km²，柏林达 1 087 km²，后者是北京的 2.64
倍。3 小时出行范围，柏林接近 20 000 km²，是多特蒙德的 2.1
倍，北京的 3.7 倍（图 4）。公共交通属于城市公共品，供给

较少受到市场的影响，主要依赖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建设。

柏林作为德国首都，又是德国东北部唯一具有巨大增长潜力

① 凌晨 00:00 出行车辆少，道路畅通，选择 0 时而非其他非高峰时段作为测度无拥堵效率的时间点，可以排除北京与德国城市因交通流量差异引
起的供给效率测度偏误。公共交通选择 12:00 主要是避免公共交通停运引起的测度失误。

② 上哈维尔、巴尔尼姆、巴尔尼姆、哈弗尔兰、波茨坦、波茨坦—米特尔马克、特尔托—弗莱明、达梅—施普利瓦尔德、梅基施—奥得兰、奥得—

施普利，参考：柏林周边通勤，柏林交通数据 Berlin Traffic in Figures 2013。

表 1  多特蒙德、柏林、北京等时间交通圈范围对比

城市

公共交通出行 机动车出行

km²
无拥堵（km²）

00:00
高峰（km²）

08:00
无拥堵／

高峰

面积比1h内 3h内 0.5h内 1h内 0.5h内 1h内

多特蒙德 523 8 487 1 006 9 203 934 9 161 1.005

柏林 1 087 19 498 477 5 700 467 5 690 1.002 

北京 411 5 240 423 3 442 87 513 6.710
图 4  三地机动车在无拥堵时段、高峰期的公共交通出行等时间交通
圈范围

机动车出行 00:00 机动车出行 08:30 公共交通出行 12:00

0.5 小时以内 0.5 小时以内
0.5 小时以内

0.5~1 小时 0.5~1 小时
0.5~1 小时
1~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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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加之东西德合并后团结税的引入，使首善之地柏林

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莱茵鲁尔大都市区内公共交通发展仍

受制于碎片化地方政治格局的影响，区域治理机构内的各城

市主体难以在财政税收、政治目标、空间发展战略上达成一

致，公共交通建设的进展相对缓慢。根据统计，莱茵鲁尔区

的公共交通仅占工作出行的 18%，比欧洲同等城市区域的一

般水平要低——柏林公交出行占有率约 30%，西班牙马德里、

葡萄牙里斯本、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公交出行占有率达 35%

（面积小于莱茵鲁尔）。

2.2  供给—需求视角的解释框架
交通拥堵来源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不匹配。属于供给侧

的要素包括：路网密度、道路长度、轨道线长度、公交数量

等，城市充分开发以前，提高供给能力可改善拥堵。但由于

地理空间的承载力限制，供给侧提升具有规模上限。当上限

仍然不能满足总体需求时，说明人口密度、就业通勤量、机

动车数量等需求侧指标，已经超过了承受范围，此时只有减

少需求，即实施空间纾解、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策略，才能

缓解拥堵。

另外，在相同的供给—需求总量条件下，空间结构具有

重要影响。一方面，功能布局将影响出行需求。居民根据成

本—收益形成家庭的居住偏好，选择居住地点和通勤方式，

进而形成居住—就业、居住—游憩的交通 OD 对。如果空

间结构合理，OD 对的空间跨度小，交通需求减少。另一方

面，空间结构也会影响道路的供给。一般而言，城市中心区

的人口密度大、地均投入高，路网密度和通达性从城市中心

密集区向边缘区衰减（图 5）。从中心出发超出一定距离范

围，交通网络密度降低速度加快，支路网密度减小、节点数

减少，通行能力下降。并且，中心集聚度越高，交通组织难

度大，中心—边缘道路设施的供给差异越大，拥堵发生的几

率高。单中心即是中心集聚度极高的结构模式。

相比之下，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城市的规模相对

均衡，内部从中心到边缘的道路供给差异小，发生拥堵的几

率降低，道路网络设施的便利性可以被临近城市捕获。相邻

城市的路网相互衔接，路网密度和交通节点数量从中心向外

尚未至明显的衰减时，即进入另外一个城市的建设区域，从

而保持了持续均质的路网密度。也就是说，在一个大都市区

范围内，布局若干个地理临近的、实力均衡的中心城市（产

业发展需达到一定水平，城市建设成熟），可以获得比从单

一中心向外放射式结构更高的道路供给能力，且因各自的中

心均承担了综合且独立的服务、就业功能，还可以减少频繁

往返通勤带来的拥堵。本文中的案例莱茵鲁尔区即是符合这

一条件的多中心区域。区域内的高速公路系统形成“五横四

纵”的主要结构，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大约需要 30 分钟车

程，使得整个多中心都市区范围内的路网密度均匀分布，道

路通达性更好。根据 2012 年的欧洲 INRIX 交通评价调查，

莱茵鲁尔的通行状况在同等规模欧洲区域中表现较好，高

峰时段平均延迟 14.8%，优于巴黎（27.8%）、伦敦（26%），

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论证和本文实证结果。多中心的均衡结

构有利于提供均等的设施供给，促进要素在区域范围内自

由流动。

2.3  德国多中心与单中心大都市内部交通供给水平比较
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莱茵鲁尔区与柏林—勃兰登堡大

都市区具有较强的可比意义，本文聚焦于内部的单个城市。

从表 2 的密度值来看，柏林道路网密度略低于多特蒙德，公

交车总量和人均数量较高，轨道总长度优势明显，即公共交

通供给能力强，一般道路供给略弱于多特蒙德。按照上述逻

辑，多特蒙德及其周边地区均保持类似的供给能力，而柏林

周边的勃兰登堡州，路网密度及其他交通设施供给远低于柏

林（图 6），必然造成大都市区范围内测度结果的不同，即

由空间结构引起的交通供给绩效差异。

2.4  基于对比视角的北京大都市区交通供给特征
相较于柏林，北京在道路通行能力、交通供给方面表现

不佳。北京市二环内人口密度高达 20 000 人 /km2 以上，而

边缘区下降至 700 人 /km2 左右（图 7），人口密度分布均衡

性差。一方面，整体的单中心格局使得道路网建设呈现中心

密集、边缘稀疏、级差较大的特征，边缘区的支路少，通行

承载力低（图 8）；另一方面，即便中心的路网密度足够高，

中心区就业、服务功能的过度集中，城市内部服务设施中心

地的变形程度极高，使空间分离的郊区居住单元与之形成大

量的钟摆式通勤需求，无可避免地产生拥堵。高峰时段城市

的通行能力大幅下降，说明目前的道路网络密度、服务能力

与当前高峰时段的出行需求不匹配。

根据表 3 的密度值，北京主要城市区域道路网密度原低

于柏林（0.28），而人口密度和机动车总量却大幅超出；北

京轨道交通长度和密度与柏林差距不大，公交车的总量和人

均数量高于柏林，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较高（公交占比 0.68，图 5  单中心与多中心路网密度曲线示意（左 ：单中心城市路网密度
与距离中心距离的关系 ；右 ：双中心时路网密度的曲线）

路网密度

距离中心的距离 距离中心 A1 的距离

中心 A1

中心 A2

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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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柏林与多特蒙德道路相关指标对比

指标
基本情况 柏林 /多特蒙德

柏林 多特蒙德 指标比值 供给侧＜ 1 需求侧＞ 1

人口密度概况

（需求侧）

所在都市区：柏林—

勃兰登堡；莱茵鲁尔

面积（km2） 30 546 7 110 4.30

人口总量（千人） 5 986 1 219 4.91

人口密度（人 /km2） 196 1 422 0.14 -

主要城市区域

面积（km2） 892 280.7 3.18

人口总量（千人） 3 502 596.575 5.87

人口密度（人 /km2） 3 927 2 125 1.85 +

供给侧

轨道和巴士

轨道长度（km） 146 75 1.95

站点数量 173 125 1.38

公交车队规模 1 316 183 7.19

公共交通供给密度

每百万人轨道长度（km） 41.8 125.7 0.33 +

轨道站点数 /km2 0.194 0.445 0.44 +

每百万人公交车数量 376 307 1.22 -

车辆与道路

道路长度（km） 5 419 1 943 2.79

路网密度 (km/km2) 6.08 6.92 0.88 +

需求侧

汽车总量（千辆） 1 305 292 4.47 +

私家车（千辆） 1 120 256 4.38 +

百人私家车拥有量 32 43 0.74 -

出行特征 每日交通出行
轨道出行占比 0.4 0.12 3.33

公交出行占比 0.33 0.09 3.67

每日出行量
轨道出行（千人） 1 386 77.097 17.98

公交出行（千人） 1 052 57.806 18.20

轨道占比 0.3），表明北京居民当前已经是以公共交通为主要

出行方式。通过分析，北京的出行范围小、拥堵成本高是需

求过高与供给不足共同形成的：路网密度尚未达到供给上限

门槛；同时，单中心结构引起的人口密度、机动车数量巨大，

给城市带来了沉重的交通负担。目前北京公共交通出行的趋

势明显，应当继续引导其发展。

3  北京交通供给能力提升建议

基于上述讨论，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之

下，首都北京既要针对性地提高路网密度、提升拥堵的综合

治理能力、强化公交出行导向、提高公交出行的舒适度和吸

引力，同时要着眼长远，从整体空间结构的调整入手，引导

图 6  莱茵鲁尔区与柏林路网密度的对比

道路网密度 (m/25 hm2) 道路网密度 (m/25 hm2)
19~173
174~313
314~455
456~593
594~741

913~1 098
1 099~1 330
1 331~1 694
1 695~2 545 3 292~3 707

2 805~3 291
2 158~2 804
1 678~2 157

961~1 264

474~716
239~473
0~238

717~960

1 265~1 67774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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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京 2000 年人口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绘制

图 8  北京路网密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表 3  北京与柏林道路相关指标对比

指标
基本情况 北京 /柏林

柏林 北京 指标比值 供给侧＜ 1 需求侧＞ 1

人口概况（需求侧）

都市区

面积（km2） 30 546 16 411 0.54

人口总量（千人） 5 986 20 186 3.37

人口密度（人 /km2） 196 1 230 6.28 +

主要城市区域

面积（km2） 892 1 368 1.53

人口总量（千人） 3 502 12 014 3.43

人口密度（人 /km2） 3 927 8 780 2.24 +

供给侧

轨道和巴士

轨道长度（km） 146 456 3.12

站点数量 173 269 1.55

公交车队规模 1 316 21 628 16.43

公共交通供给

密度

每百万人轨道长度（km） 41.8 38 0.91 +

轨道站点数 /km2 0.194 0.197 1.02 -

每百万人公交车数量 376 1071 2.85 -

车辆与道路

道路长度（km） 5 419 28 446 5.25

路网密度 (km/km2) 6.08 1.73 0.28 +

需求侧

汽车总量（千辆） 1 305 4 983 3.82 +

私家车（千辆） 1 120 2 862 2.56 +

百人私家车拥有量 32 14 0.44 -

出行特征 每日交通出行
轨道出行占比 0.4 0.30 0.75

公交出行占比 0.33 0.680 2.06

每日出行量
轨道出行（千人） 1 386 6 008 4.33

公交出行（千人） 1 052 13 788 13.11

注：统计均为 2012 年值。
资料来源：柏林交通数据来自 Berlin Traffic in Figures 2013 ；北京相关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 2013、2012 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单一中心极化的结构走向空间均衡，依靠政府调度，制定新

城、新区、副中心的发展政策，使功能（土地）、人口、设施（服

务）能够在空间上协调一致，从根本上改善资源分配。

3.1  通过政策干预走向均衡的空间结构
德国城市的交通供给水平，反映了多中心均衡发展的一

般性优势，其今天的结果得益于长期以来极具前瞻性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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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区域范围内的均衡性并非仅仅是空间问题，更与政策制定的均衡博弈、空间发展的基本理念、城市治理的自主性，以及发展路径依赖有关。

德国城市的建设理念脱胎于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德国的自治精神和意识形态。城市各个方面都要秉承公共权力与私有权力的平衡原则，区域和

空间治理中长期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民主为目的的生活方式使德国各个地方日渐形成“伙伴式的关系”，所有的政治决策需要尽可能由可

操作的最低一层政府来决议，联邦决策将建立在地方表决的基础之上，权力充分下放。各个城市的良好的自我发展和州层面的再分配政策维持

了均衡的空间格局。可以说，其均衡的空间结构深刻的反映了渗透于空间治理中的民主政治理念。德国的《基本法》（Grundgesetz）规定，人

人享有平等的居住权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获取基本服务设施的可能性均等，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交通服务和商业零售设施的可达性，

加之广泛流传并应用的中心地理论，各个方面建设全面落实平等原则。

② 霍尔认为，只有处于增长期的大都市，才有充足的内在动力支撑起副中心的发展。

发展理念①。回归到我国的大都市区，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

是既有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而这一过程总是伴随巨大的时

间、资金成本，历史上相似的英国新城策略、德韩迁都策略

均让人喜忧参半。不过，我国的决策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

政府在空间结构优化调整、资源再分配中拥有更强的主动性

和调配能力。因此，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②，科学评估副中

心发展潜力，仍有机会达成区域整体结构优化、缓解中心城

矛盾的目标。新区规划要充分利用次中心的地租、环境、政

策优势，吸引产业入驻，重视配套服务设施的均等性供给，

满足迁居者对社会福利的高层次需求，保证其可达性。

3.2  路网可达性评估及改善策略 ：德国 RIN 引介
空间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新中心建设与老城更新需同

步进行交通可达性的改善。借鉴德国最新版“综合网络设计

指南”（RIN: Richtlinien für integrierte Netzgestaltung），笔者

认为可制定“以时间定空间”的交通—土地—设施协同规划

和更新思路。RIN 要求，科学评估现状道路网络与功能结构

的服务水平和连接性，再评估地区发展对路网密度、连接度、

节点个数的需求（图 9），之后进行路网功能分级（0—V 级，

最高等级为 0）、道路质量分级（A—F 级，最高为 A），制定

道路服务能力提升策略。在 RIN 指导下，德国拟建设以中心

地为节点的蜂窝状交通网络，确保某一等级中心地在规定时

间内可达，并配套道路质量提升、降低拥堵的规定，以改善

服务水平。

3.3  基于可达性的设施供给优化调整 
进一步将可达性评估的应用扩展到公共设施规划之中，

将交通供给与设施建设相互匹配，可增强空间规划多层次的

协调性。在设施优化过程中，依据服务设施的理想可达性范

围，将设施中心分级（社区中心、中等级中心、高等级中心、

大都市区中心），进行设施增补和再分配，划定生活交通圈 [13]，

如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30 分钟文化休闲服务圈、1 小时城

图 9  根据 RIN 设计标准制定的大都市区和高等级中心通达性质量评估（依据 2003 年联邦交通规划制定，评估不达标的位置需规划提升）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可达性模型 RIN 设计标准框架，数据来自联邦规划评估，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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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区与其时间邻近性最高的
三个都市区的连通性质量评价

其他都市区之间的
连通性质量评价

较好的通达性 较好的通达性

可以满足需求的通达性 可以满足需求的通达性 2015 年拟完成道路

铁路线

高等级中心（UC）

较为匮乏的通达性 较为匮乏的通达性

通达性不足 通达性不足

大都市区

哈勒 / 莱比锡

开姆尼茨

萨克逊三角

德索斯顿科隆

高等级中心之间的连通性质量评价

250 km 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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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区出行可达性时间标准 

中心
社区出行可达性时间标准（min）

机动车出行 公交出行

（基础）社区中心（BC） ≤ 20 ≤ 20

中等级中心（MC） ≤ 30 ≤ 45

高等级中心（UC） ≤ 60 ≤ 9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表 5  服务设施中心之间的可达性时间标准 

中心
设施中心之间的可达性时间标准（min）

机动车出行 公交出行

（基础）社区中心（BC） ≤ 25 ≤ 40

中等级中心（MC） ≤ 45 ≤ 65

高等级中心（UC） ≤ 120 ≤ 150

区域中心（A） ≤ 180 ≤ 180

资料来源：同表 4

市生活圈、1 日（3 小时单程）区域通勤圈等。表 4 和表 5
为德国推行的社区和服务中心可达性时间标准。

具体到北京的空间结构优化，对于纾解后的中心城区，

城市更新过程中需重视交通的主导作用。望京、中关村、西单、

CBD、金融街等就业集中地，与大型公园、商业街、重点学

校等服务设施集中地，可作为可达性评估的中心点，划定半小

时“就业—居住”组团，适当布局公租房，引导城市内部形成

多中心组团式布局，改善钟摆式通勤带来的拥堵状况。对于新

中心的规划，宜落实上述前瞻性的理念，在建设之初即重视设

施和可达性“公平”的重要性，建设可持续的交通网络；同时

配合多种拥堵管理手段，如错峰上下班、划定拥堵税征收区、

提高小汽车的税收等，给新中心创造更多的吸引力。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借助地图 API 简化了传统等时间交通圈的测度方

法，并应用于多中心与单中心的交通供给效率对比。实证测

度结果表明，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如果中心与中心之间

地理临近、设施供给能力均衡，那么各城市道路设施的便利

性便可被相邻城市捕获，进而提高都市区整体的道路网供给

能力；且由于多中心都市区内部各中心均等地分担了服务、

就业的职能，能够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就业—居

住”“居住—游憩”组团结构，从而大幅减少交通总量需求。

空间结构对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影响，使多中心大都市区在

交通绩效上表现出优势。不过，由于治理的碎片化和协同困

难，多中心都市区内公共交通设施的供给水平并不如单中心

大都市①——单中心都市区财政协调成本低，公共品供给的

社会交易成本小。当然，从单个实证研究的测度中得出绩

效优劣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未来还有必要以更多的视角，

开展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综合评价，总结此类空间结构的规

律特征。

在对比的视野下，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北京都市区内交

通供给的现状特征和拥堵产生的原因。当前，北京中心区人

口密度过高、机动车总量过多，超出城市道路供给的承载能

力；公共交通供给水平较高，但仍有提升空间。未来，有必

要借鉴德国均衡发展的理念，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手段，重

构地区空间结构。为建设高效、省时、宜居、便捷的大都市，

需开展科学、精准的评估，综合考虑如何提高供给和减少需

求；重视交通—土地—设施规划的的协同性，增加可达性评

估在公共设施规划中的应用，综合其他交通管理手段，改善

都市区的交通状况。

注：未标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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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多中心地区地形复杂，人口集聚度存在瓶颈；西德地区地方自治的条件下，地方的城市轨道 Straßebahn 建设标准不同，轨道很难衔接，

莱茵鲁尔交通联盟 VRR 的仅在区域铁路（RE, S-Bahn 及公交）运营上实现区域统筹，而非铁路的建设；而东德曾执行社会主义制度，遗留的

大量的土地属于公共部门，建设标准较为一致，协调成本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