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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发展与规划策略研究

□　马小毅，黄嘉玲

[ 摘　要 ] 文章利用高铁旅客发送量、客流需求和客流吸引范围等信息，从高铁对区域和城市的产业影响出发，提出高铁站
点周边地区的产业分析框架，并结合广州火车站、增城火车站和吉首高铁站的案例对站点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高铁对区域产业的带动模式，提出了高铁站点周边地区产业规划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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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Strategy For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Area/Ma Xiaoyi, Huang Jialin
[Abstract] Bases on the data of traffic passenger and the demand of passenger flow, this paper present the influences of high-
speed railway to urban area and urban industry development. Also, the research propose an industri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By case studying of Guangzhou railway staiton, Jishou-east staion and Zengcheng 
station,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e that the railway station in different area of the city has its own development mode, but also throw 
out some suggestion to develop a railway station when in its early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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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速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组织和城
市空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高铁具有高速和客运量
大的特点，为城市带来接入大量客流、货流和信息流
的可能。高铁站汇聚了大量区域流元素，正从传统的
交通功能性节点转换成城市功能性节点。随着中国进
入高铁铺开建设时代，高铁站地区日益成为国家空间
政策的战略性节点 [1]，高铁枢纽在承载交通组织功能
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此外，高铁站的空间区
位是影响站前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关于高铁站对站前周边地区影响的研究主要
有两种：①高铁与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这类研究主
要从宏观区域角度，通过研究不同节点可达性和城市
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潜力的关系，提出高铁站对城市的
影响。但这类研究不涉及高铁使用者的特征，无法解

释高铁开通后会为城市及城市节点带来何种人群，以
及哪一类人群的出行特征会对高铁枢纽的产业功能产
生影响。②对城市功能节点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主
要关注高铁站对站前地区和城市其他功能节点的影
响，研究高铁站带来的不同类型客流对站前地区产业
功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站前周边地区土地利用的其他
变化。例如，  和 Pol 构建了轨道交通枢纽“三
个发展区”圈层结构模型，通过引入定价模型，发现
站区房地产价格和距轨道距离在 100　m 之内存在较
强的正相关关系 [2-3]。但这类研究仅从站点周边一定
范围内的基地功能要素出发，缺乏对站点与城市其他
功能节点发展关系的探讨。

一般认为，高铁站点周边地区产业发展与城市等
级、人口规模、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比例、站点
区位和站点客流量等要素相关 [4-6]。其中，高铁站点
的区位是重要因素，尤其是站点到城市中心和其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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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功能节点的距离 [7]。但目前国内很少
有研究结合高铁站区位及客流特征对站
前地区规划布局进行分析，且高铁站前
地区产业布局及空间规划的机制特征尚
不完全清晰。因此，不同空间区位对高
铁站客流构成带来何种影响？这些客流
都有什么差异及其会对高铁站周边产业
发展和空间规划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
都是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发展必须明确的
问题。本文以高铁客流特征为抓手，以
3 个不同空间区位的尚未建成的高铁站
( 或由普铁站改造而成的高铁站 ) 为研
究对象，首先对站点区位及上位规划情
况作描述性分析，其次分析三者的客流
资源和客流需求特征的差异，最后分析
客流需求特征是如何体现在空间需求上
的，并探讨不同类型的高铁站站前地区
的“高铁 +”空间发展模式，为高铁站
点周边地区规划实践提供支撑。

1 不同区位高铁站客流集散特征

空间区位之所以会对高铁站产生影
响，主要是因为高铁站在不同空间区位
对应的时空圈范围内获得的客流资源不
同，而这些客流的空间需求直接体现在
高铁站周边地区的产业功能开发上。高
铁站的空间区位主要通过高铁站点与城
市中心距离、高铁站点与其他大型交通

图 1广州火车站 (左 )与广州南站 (右 )人口覆盖能力

设施之间的联系等来衡量 [8]。姚涵等人
根据现有的研究将高铁站的区位分成中
心型、边缘型及郊区型 [9]。赵倩等人探
索高铁站到城市中心距离对高铁站周边
开发的影响，在分析武广高铁和京沪高
铁沿线 38 个站点空间区位的基础上，
将高铁站点划分为城市中心站、城市边
缘站和城市外围站 3 类 [10]。其中，城市
中心站紧靠城市中心，一般为原有站点
改造站；城市边缘站靠近主城区但与城
市中心有一定距离，一般为城市对外扩
张的功能性节点，站点周围城镇用地较
多，且往往布局了产业园、开发区，是
城市重点开发的新区，有一定开发潜力；
城市外围站 ( 郊区站 ) 远离主城区，与
城市其他功能节点都有一定距离，开发
潜力较大，但早期运营容易产生“高铁
鬼城”。

本文结合已有研究，从客流特征角
度将高铁站分为城市中心站、城市边缘
站和城市外围站，重点对不同区位高铁
站点的产业规划进行分析。

1.1 城市中心站—　 以广州火车站
为例

广州火车站位于广州中心城区，是
中国十大火车站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
区域性日用品批发零售集散中心。广深
铁路、京广铁路及广三铁路均交汇在此。

2018 年广州火车站将由普铁枢纽改造
为高铁枢纽，其站前周边地区迎来新的
规划建设契机。

广州火车站现状主要运营普速列
车，客流中约 33.6％来自于广州以外的
珠三角区域。根据不同的出行目的，广
州火车站的客流可分为过境客流和用地
开发客流。其中，过境客流所占比例最
大约为 60.8％，通过地铁、公交和其他
道路交通过境，主要为本地居民日常出
行；用地开发客流约占 25.7％，包括通
勤客流和商业客流，此处主要是由传统
批发市场吸引来的批发采购人员。 

近年来，广州火车站的服务覆盖范
围有所改变。从区域客流服务覆盖情况
看，现状 31.5％的客流为市外客流，市
内客流中 80％以上来自城市的中心区和
北部地区。广州火车站取消普铁功能后，
区域客流覆盖范围缩小，客流结构改变，
主要为城市中心区的客流服务，与市域
其他火车站共同分担市域高铁客流。

与广州南站相比，由于空间区位的
优势，相同的时间内广州火车站覆盖的
本地居民人口规模更大。数据显示，广
州火车站 10 分钟和 30 分钟的覆盖人口
分别为 29 万、487 万，分别为广州南
站的 3 倍和 1.7 倍 ( 图 1)。可见广州火
车站对城市中心区的覆盖更广。高铁站
进入市中心后，以商务出行为主的客流
增多，将对老城区产业空间重构产生较
大影响。

1.2 城市边缘站—以增城火车站
为例

增城火车站位于广州增城区石滩
镇中部，距广州中心城区 50　km，距白
云机场 50　km，距荔城主城区 9　km，
现状为未开发用地。增城火车站作为广
汕铁路进入广州地区的第一个客站，在
新一轮规划中被定位为广州东部交通门
户。随着高铁的引入，增城火车站周边
区域从城市外围镇区转变为未来城市东
部门户枢纽。

广州南站等时圈覆盖人口
10 分钟：10 万
20 分钟：88 万
30 分钟：289 万

≤ 10 分钟
≤ 20 分钟
≤ 30 分钟
≤ 40 分钟
≤ 50 分钟
≤ 1小时
≤ 1小时 10 分钟

≤ 10 分钟
≤ 20 分钟
≤ 30 分钟
≤ 40 分钟
≤ 50 分钟
≤ 1小时
≤ 1小时 10 分钟

图例 图例

广州火车站等时圈覆盖人口：
10 分钟：29 万
20 分钟：263 万
30 分钟：48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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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火车站建成后，增城中南部与
主城区的可达性提高，增城火车站到东
站 CBD 的时间缩短到 20 分钟，到周边
城区的时间缩短到 10 ～ 15 分钟。增城
火车站距离东莞石龙仅 8　km，距离东
莞莞城区仅 13　km，东莞莞城区距离现
有最近的高铁站广深港虎门站直线距离
约为 22　km，东莞往沿海地区及京九通
道的客流可以通过增城站经广汕客专北
上，可见增城火车站的客流吸引范围可
覆盖东莞东北部大部分区域 ( 图 2)。高
铁开通后增城火车站服务范围扩大，服
务辐射人口主要来自于从化区南部、增
城区东部、中新知识城的部分地区既东
莞北部，辐射人口共 260 万 ( 图 3)。同
时，高铁开通后，一方面使增城进一步
成为与中心城区职住分离的“卧城”，
两地通勤人口增加，带动人口流动、人
口迁移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将加速高
铁新区的发展进程，衍生出居住、商业
和商务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1.3 城市外围站—　 以吉首高铁站
为例

吉首高铁站位于吉首中心城区东
部，距离吉首老城区 10　km，与规划的
新区尚有一段距离。规划的高铁新城面
积为 32　km2，现状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仅

为远景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 40％。
吉首高铁开通后，区域时空圈将发

生改变，吉首至能级更高区域的城市的
可达性大大提高 ( 图 4)。现状吉首交通
呈现轴带式发展，老城区、乾州和新区
的发展将打破吉首带形发展格局，拉开
城市骨架，高铁新区与老城区、乾州新
区错位发展，形成产业服务功能节点，
城市多点发展。高铁站建成初期，高铁
站周边客流出行类型将以高铁新城和老
城区、乾州新区的换乘客流为主，而如
何提供快速换乘服务，以及换乘客流对
高铁站周边地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是规
划需重点考虑的问题。

2 基于客流空间需求的高铁站周边
地区发展模式分析

当前，已有许多国内外学者从多个
方面就高铁客流对站前地区产业发展影
响的机理进行了研究。例如，贝托里尼
的“节点—场所”理论从交通客流角度
出发，提出枢纽包含两种价值：枢纽节
点的交通价值，这是枢纽的可达性体现，
也被称作节点效应；枢纽的场所功能价
值，这是到达的人停留在高铁站周边进
行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机会的体现，
也被称作场所效应。同时，枢纽周边的

经济社会活动越多，越能吸引更多的客
流，形成枢纽节点的交通价值和场所功
能价值相互循环促进的结果 [11]。笔者基
于对 3 种不同区位的高铁站客流特征分
析，结合客流需求，借鉴贝托里尼的“节
点—场所”理论模型，对高铁站周边地
区的发展模式进行归纳。

2.1 城市中心站的发展模式分析
2.1.1 客流对交通出行环境和城市环境

的需求
 (1) 商务客流 / 旅客：对良好的交

通出行环境的需求。
现状广州火车站批发市场批发零售

业物流组织无序，小货车装卸货物点分
散，占道停车现象严重，且货运交通与
客运交通重叠，对城市公共空间造成了
干扰。例如，上午 7 时至傍晚 18 时是
客货交叉影响较大的时间，也是本地居
民日常通行的高峰，容易对交通出行环
境造成严重影响 ( 图 5)。而高铁进入中
心城区后，批发市场将覆盖大量的一二
线城市，客流以大规模企业采购商为主，
他们对交通出行环境提出了更多的需
求。因此，打造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对
促进日用品批发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2) 本地居民：对改善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服务的需求。

图 3 增城火车站服务范围图 2 增城火车站服务覆盖客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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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车站周边居住区较多，居民
出行与枢纽密切相关。但目前广州火车
站周边交通组织混乱，环境品质较差，
亟待通过城市更新改善空间组织。为此，
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广州火
车站片区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交通堵塞和
环境混乱无章。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广州
火车站片区应该改造成商业商务集聚的
功能片区，部分受访者对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有一定期望。调查结果反映了广州
火车站及站前周边地区缺乏与省会城市
门户相匹配的环境品质，商业商务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较少，未能充分发挥其
空间价值，急需进行更新。 

2.1.2 建设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触媒点
由于中心城区的交通便捷，城市

中心站承担了区域外部客流和城市内
部客流快速集散的双重压力。随着城
市的发展，中心城区普铁和长途大巴
客流逐渐减少，城市中心站传统的交
通功能被疏解到外围地区，交通枢纽
向高铁枢纽转变，新的商务服务、文
化休闲功能也被引入到城市中。同时，
中心城区的衰败导致传统批发零售业等
产业的环境逐渐恶化，中心城区传统产
业需要转型升级，高铁站的建设承担着
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任务。因此，规
划需将城市中心站建设为城市更新和产
业升级的触媒点，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 ( 图 6)。

2.2 城市边缘站的发展模式分析
2.2.1 客流对公共服务及休闲娱乐服务

的需求
 (1) 两地通勤及本地居民：对区域

公共服务的需求。
增城火车站建设后，由于区位、环

境和价格优势，吸引了不同类型的居住
人口。从市域职住平衡情况看，增城区
常住人口密度较低，但增城火车站周边
地区常住人口密度与就业人口密度相对
较高，这表明增城区南部存在大量职住
分离的人口。由于增城区的住房价格比
广州中心城区的低，增城火车站周边优
质的生态环境和价格洼地吸引了主城区
及周边城市的居民在此聚居，形成了两
种居住模式：①居住、休闲购物和工作
活动均位于石滩镇和增城区，即职住合
一模式。处于该模式的居民对快捷交通
方式和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较大。②居
住在站点周边，工作在广州 / 东莞中心
城区，即职住分离模式。在该模式下将
产生大量的通勤客流，主城区外溢的居
住人口增多，居民对完善公共服务的需
求更强烈 ( 图 7)。

(2) 邻近城市的游客：对休闲娱乐
服务的需求。

增城区是广州、东莞等周边城市
的“后花园”，《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 年 )》将其定位为以水城、
花城和绿城为特色的广州城市副中心。

图 4 吉首高铁开通前 (左 )与开通后 (右 )3 小时时空圈对比

许多市民居住、工作在广州 / 东莞中心
城区，休闲娱乐却在增城区。增城区成
为邻近城市的 RBD 旅游游憩休闲地，
增城火车站作为旅游休闲门户，具有旅
客集散周转功能，客流对休闲娱乐及餐
饮、住宿等提出了较高的需求。

2.2.2 构建城市近郊重要公共服务节点
城市边缘站与中心城区联系比较紧

密，是中心城区对内对外联系的重要交
通节点。城市边缘站承担着交通分流的
功能，且位于城市郊区，生态环境良好，
地租低廉，容易形成价格洼地，周围用
地开发潜力大。同时，高铁站区的建设
提高了城市边缘站的可达性，尤其是部
分站区承担着承接产业外溢的职能，使
高铁站区具备成为城市副中心的潜能。
但是城市近郊地区在发展初期公共服务
功能尚不完善，高铁站区建成后现有的
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满足大量客流的需
求。因此，需将城市边缘站打造成城市
近郊的重要公共服务节点，完善该区域
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 图 8)。

2.3 城市外围站发展模式分析
2.3.1 客流对区域旅游集散服务及生产

性服务的需求
(1) 外来旅客：对交通和旅游集散

服务的需求。
笔者对吉首高铁新城的旅客开展了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36％的受访者

图 例

1小时等时圈
2小时等时圈
4小时等时圈
6小时等时圈
10 小时等时圈
10 小时以上等
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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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城市中心站发展模式

图 7 职住合一模式 (左 )及职住分离模式 (右 )

图 8 城市边缘站发展模式

区距离较远、接受辐射较小、交通不便
及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 [12]，人口
导入和中心城区的产业溢出有限，发展
初期容易形成“高铁空城”。因此，城
市外围站未来需要明确产业功能，推动
产业集聚，将自身打造成边缘地区城镇
化发展的动力节点 ( 图 9)。 

3“高铁 +”产业功能选择及空间
规划策略应对

3.1 城市中心站：高铁 + 高端现代
服务业，交通和城市功能复合多元

城市中心站汇聚了市内客流与区域
客流，是承载多种城市功能及城市再开
发的媒介，其规划面临提升城市空间品
质和城市功能的双重压力。随着城市的
发展，城市中心区也从原有单一的商业
商务功能区逐渐演化成城市的中央活力

图 5 广州火车站地区客货交通时间分布

区。因此，城市中心站规划应关注以下
四方面的内容：①注重交通功能与商业
商务、文化休闲功能的衔接，完善现代
服务业、商业文化设施，以及居住和休
闲活动等功能，实现功能复合与多元共
生。②利用交通枢纽的门户效应，发展
文化、创新等外向性强的高端现代服务
业，向外辐射城市功能核。③将不同功
能在同一空间相互渗透，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求，并营造良好的开敞空间和景观
轴线，促进生产、生活和生态的融合，
增强地方活力和人气，为城市更新奠定
基础。④引入区域商务客流和旅游客流，
以其对生产性服务和品质化环境的需
求，倒逼传统批发零售业注入新的产业
功能，实现产业升级。此外，城市中心
站规划的重点是建设高效集散的交通枢
纽，以及具有城市文化功能的出行“目
的地”与促进产业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

认为吉首当前在旅游方面最大的问题是
交通接驳不方便，23％的受访者认为吉
首的旅游景观档次低且分散，其他受访
者认为吉首的旅游宣传力度不够，旅游
线路较少。张吉怀高铁开通后，吉首将
被串联进区域黄金旅游大通道，为吉首
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吉首高铁站
规划为三台七线，预测高峰期客流为 1.3
万人 / 日，然而以吉首目前的旅游地知
名度，单纯依靠交通可达性难以有效吸
引区域客流。此外，现状湘西区域旅游
资源同质化，地方旅游资源分散，高铁
站也是区域旅游资源错位发展和整合的
契机。因此，吉首如何利用高铁站集散
区域客流、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是其面临
的重要问题。而高铁站作为集散吉首区
域旅游客流的门户，有利于整合吉首旅
游线路，使吉首高铁站成为旅游集散中
心，完善区域旅游配套服务，提升旅游
环境。

 (2)产业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从吉首中心城区现状人口看，现状

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峒河街道、镇溪
街道及乾州新区；从吉首商业服务设施
集聚程度看，老城区商业设施发育成熟，
新区逐渐接受老城区溢出的商业功能，
商业服务设施初步集聚。吉首城市发展
逐渐从老城区向乾州新区拓展，但乾州
新区仍在培育发展阶段，高铁新城接受
老城区的服务功能辐射有限，仅依靠高
铁旅游客流难以带动新城发展。因此，
高铁新城作为吉首未来总体规划中新兴
产业集聚的重要区域，其产业规划需注
重产城融合，配套完善的居住服务。

2.3.2 打造边缘地区城市化的动力节点
城市外围站与中心城区距离较远，

客流主要包括与中心城区和其他功能节
点接驳的客流、服务腹地客流、站前吸
引物集聚客流，具有土地资源丰富、价
格低廉的优势，开发潜力大，部分站点
在建设前已集聚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为
高铁站的发展提供了人气和产业升级条
件。然而，城市外围站还面临与中心城

职住合一：居住、休闲购
物、工作活动均位于增城
火车站附近——功能独立
的子城市模式

职住分离：居住、休闲在
增城，工作在广州 /东
莞——功能较为完备的卫
星城模式

广州中心城区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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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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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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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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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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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商务客流

区域产业客流

节点效应

场所效应

交通功能

城市边缘站

城市功能

目的地 /旅游地

副中心尚未完善的服务功能

旅游客流

中心与副中心两地通勤客流

城市更新

环境良好的价格洼地

通勤客流

周末客流

产业升级

中心城区产业功能外溢

高效集散
文化休闲
高端现代
服务业

边缘片区公共
服务功能

居住、周末旅
游功能

后台型生产性
服务功能

广州中心城区

增城

图 例 居住 商业、休闲旅游 工作 城市空间范围

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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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边缘站：高铁 + 公共服务，
加强区域服务与快速集散

城市边缘站与城市中心距离适中，
承接城市中心功能溢出与人口外移，城
市郊区从以生产性产业为主的产业区逐
渐演变为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城市副中心，
但城市功能尚未完善。因此，城市边缘
站周边地区规划应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内
容：①着重完善地区服务，填补城市边
缘地区服务空白，缓解城市中心由于距
离较远，服务溢出较弱、带动不足的问题。
②对于由城市中心的产业溢出而产生的
大量产业人员，应提供与中心城区联系
的高效交通设施，主动接受主城区产业
功能外溢，发展后台型生产性服务业，
逐步完善生活性服务功能，最终形成依
托大型交通服务设施、服务城市郊区地
区的服务中心，实现对城市郊区地区乃
至周边其他城市产业发展的服务支撑。

3.3 城市外围站：高铁 + 产业生产，
培育产城融合的产业集聚点

城市外围站由于区位原因呈现边缘
化趋势，较难接受其他城市重要功能节
点的产业功能溢出。传统的城市外围站
功能以单一交通功能为主，生产、居住
等功能主要依托中心城区。随着轨道交
通、高速路网和信息网络在城市外围站
周边的集聚，城市外围站的对外联系和
枢纽门户功能进一步增强，获得集聚大
量区域客流的契机，但需要一定的产业
集聚点吸引客流，使其从“中转站”变
为“目的地 / 节点”，扭转边缘化格局。
因此，城市外围站规划应关注以下三方
面的内容：①注重利用本土资源优势和

交通枢纽的门户效应，建立与中心城区
和其他功能节点的快速联系。②布局对
外联系性强的产业功能，吸引区域商务
客流，完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设施配
套。③培育产城互促、产城融合的城市
新兴产业集聚点，导入与高铁密切相关
的快运及相关电子商务功能、大型节事
和旅游服务等功能，快速集聚人气，有
效推动边缘地区的产业发展。 

4 结语
   
当前，国内各高铁设站城市都在积

极规划建设高铁站区，希望藉此培育区
域经济的新增长点。高铁站区位是影响
站前地区空间规划的重要因素。本文基
于对高铁客流集散特征的分析，结合枢
纽的发送人次、客流构成比例、出行特
征和功能需求，归纳出城市中心站、城
市边缘站和城市外围站三类高铁站站前
地区“高铁 +”空间发展模式与规划应
对策略，以期明确产业发展与优化路径，
为站区产业空间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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