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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城市化时代（吴良镛,1999），我国

也已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新时期，城市群

的发展要素逐步增多而且相互构成一体，

促进城市群发育形成的条件也日臻完善。

一、城市群是由城镇化高度发育
而形成

自人类社会由农业时代进入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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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基本概念的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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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进入了快

速增长的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

展，人口集聚与工业集中及其新区建设加

快了我国城市化的速度。1980年时，全国

仅有234个设市的城市，到了2013年我国设

市建置的城市已有657个，还有1.9万个建

制镇，城镇化水平由1980年的19.8%上升到

现在的52.6%，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稍高

的水准。正如吴良镛院士认为：21世纪是

摘 要：城市群并不是孤立封闭的体系，它是与邻近区域内、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

镇密集区的特定区域范围内不同规模的城市（镇）有着密切联系，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

基础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以及信息网络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整体。尤其是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新形势下，城市群区内每一个城市均发挥着区域经

济增长点和城市功能的特殊作用，并依托城乡一体化区域发挥着强大的辐射作用（包括

集聚与疏散作用）。本文在这一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城市群是由城镇化高度发育而

形成这一动力问题；论证城市群与城镇密集区的相似性，并对我国城市群范围的识别标

准和城市群基本概念的再认识，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当前我国城市群研究动态与阶段性

成果，以供我国城市地理与经济学工作者参考，以便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城市群的特有

现象和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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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后，商品交换与人类文化活动又促进

了二、三产业的长足发展，最近半个世纪

以来，又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城市化时

代。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文化发展到

一定水平、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达到一定程

度（尤其是商品经济活动发展）的产物（姚

士谋等,2008）。由此可见，城市的形成和发

展是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聚集和高度发达

不断推动的，亦是人类社会高度社会化、

协同化的显著特征与人类反映的具体体

现。当代城市是人类聚集的主要场所，也

是社会经济活动最具有生命力的地方（包

含着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科学艺术

等各项活动），具体表现在城市工业、交

通、商业、金融、信息和现代服务业相互

交织，相互推动的集聚区域，正如列宁强调

的：“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活动的

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1958）。

众所周知，每一个城市在一个地区内

（尤其是经济发达区域）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它是与邻近区域和许多城市都有着紧

密联系（崔功豪,2010），陆大道院士称

之为“有一个流的空间”，每个城市之间

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每时每

刻都在发生着频繁的流动。因此，可以说

每一个城市都是区域性城市群内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口50万-100万的

大中城市或人口超过100万的超大城市，

其共同形成一个活动有机体，一个相互联

系着的事物或区域生产空间、存在着许多

“节点”与“流”的空间，这就是经济发

达区内城镇密集区的网络体系特征（陆大

道,2013）。在每一个区域中，特别是经济

发达地区的城镇密集区内，城市与城镇之

间、城市与区域之间都存在着互相联系、

互相作用与互相制约的特定功能，他们结

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正

如周干峙院士在为姚士谋教授编写的《中

国城市群》第一版（1992年）写过的序言

中说：我早在大学读书时，从陈占祥教授

处得知由于大城市周围卫星城市的发展，

英国就有人提出Conurbation（可译为集合

城市）的概念，后来学过历史，才知道城

市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周干峙,1992）。那么近二十年来不少学

者认为整个城镇密集区与大都市地区和城

市群都是一个大系统，是经济发达地区城

镇布局集聚的城镇化区域（崔功豪等,1999;

胡序威等,2000;姚士谋等,1992）。而城市群

内部各个相对独立的城市是一个子系统，

城市群形成的过程就是各个城市相互作用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比较严格的

等级规模，形成大中小城市（镇）的有序

竞争的等级体系（图1）。贝利对这种严格

等级模式有三种解释：一是顺序性的市场

搜寻过程，即企业家按从大中心到小中心

的顺序寻找机会。二是涓滴过程，即为寻

求廉价劳动力，大中心将老的和衰退的产

业扩散到小中心。三是模仿效应，即小城

 
图� 区域城市群空间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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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决策者模仿大中心应用的技术（姚士

谋等,2008）。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科

学技术又不断聚集在超大或特大城市，特

别是省会以上的那些超大城市里，城市人

口规模大于500万人，甚至达到一两千万

人，这些具有国际城市功能的超大城市，

其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发展愈来愈大，集

聚的人才、资本、信息及其技术产业以及

综合性的交通运输体系，相互构成了城市

群发育的基础和动力。我国改革开放后农

民工进城务工，成了我国多个城镇二、三

产业主要职工人员的来源，特别是我国沿

海的三大城市群，暂住人口越来越多，成

为我国城镇化的主要来源（表1）。城市

群就是在这一个区域空间内，由自然环境

要素和社会经济等级组成的有机体，是

一个大系统中具有较强活力的子系统，无

论在区域层次上，还是在相互联系的空间

上，均具有网络型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区

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实体（姚士谋等,2008;

胡序威,2014）。从地域空间考虑，城市群

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相对独立的有机体，也

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有机

系统，其生产联系生物巨大流动性，社会

生活的稳定性与综合性又表明它是一个充

满着不断变化的有生命的物质世界和文化

精神活跃的世界。

二、城市群和城镇密集区的近似性

从优化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形态来

看，为了防止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不断

“摊大饼”式空间盲目扩张而导致的中心

城区过度膨胀，除在外围发展卫星城市

（新城区）、工业开发区和中心城区外，还

应尽早引导城市沿主要交通轴线（交通走

廊）发展，但不宜过度拉长式发展，形成

互有间隔的，各自相对独立而又保持密切

联系的城市带（City-belt）,同时在纵横交

错的便捷交通网基础上进一步向网络型城

市群发展。最近20年来，我国地理学家与

城市规划学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不同的

空间角度提出了“城镇密集地区”与“城

市群”的基本概念（胡序威等,2000;姚士谋

等,1992;胡序威,2014;方创琳等,2010），经

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与综合论述，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密集地区”与

“城市群”的内涵和形成因素、条件都基

本相同，差别甚小，只是前者重于城镇与

地区之间的关系，后者侧重于城市之间的

关联（胡序威,2014）。

从区域空间布局的角度分析，通过

区域中的每一个城市的形成过程及其相

表� 我国三大城市群区农民工暂住人口集中分布分析表

城市数
（个）

市区常住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万人）

暂住人口
（万人）

占全国暂住人
口比重（%）

占本地区本城市
群城镇人口（%）

京津冀 14 4238.51 2627.8 1051.9 10.75 40.03

长三角 44 9108.09 5920.1 2258.2 23.08 38.14

珠三角 13 4476.95 3323.4 2464.5 25.18 74.16

注：①2012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2.6亿人，其中进城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9786万人（2013年公

安部、住建部资料）；

②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乡司（2013年）编制的资料（各大城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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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可以看到区域优势点集中，有发

达的交通干线沟通各个城市区域，形成

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核心城市，由这些城市

共同组成一个区域城市群体。因此，城市

群（Urban Agglomerations）的基本概念，

可以概括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

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

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

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

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

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

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姚士谋

等,1992; 姚士谋等,2008）。也有人认为，

“所谓城市群体是由若干个中心城市在各

自基础设施的基础和具有个性的经济结构

方面，发挥特有的经济社会功能，而形成

一个社会、经济、技术一体化的具有亲和

力的有机网络”。不过这种观点侧重于经

济职能方面，而对城市群体的地区空间概

念和自然要素考虑过少。

虽然我国城市群的基本概念早在1992

年就提出来了，但当时研究不够深入，缺

少定量分析研究，城市化水平较低，各省

区经济不发达，城乡之间差别较大。当时

提出的城市群区内城镇化水平大于35%，

仍很不理想，现在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区

的城镇化水平均达到了60%以上①。

另外，城市群区内当时还没有规划建

设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整体交通网络

体系不完善，大中小城市之间运力不足，

交通还不方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密

切，更谈不上城市群区内的信息网络体系

和地理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

最近10多年来，无论在沿海地区的城

市群内各大中小城市的高速公路网络体

系已经建成，城际铁路、高速铁路也已建

立（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上海-

杭州、广州-深圳、广州-珠海之间）；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内的三大城市群已经进

入了高铁时代、信息化时代和城市现代化

时代。例如京津冀城市群区内的北京与天

津之间，城际铁路开通之后，每天发送列

车47对，节日高峰时增至69对，春节达81

对，旅客总发送量由2008年的635万人次

增加到2013年的2585万人次，成为我国大

城市之间客流密度最大的地区。

三、我国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
准的几种认识

城市群空间识别标准，早在20多年前

我国城市地理界姚士谋教授在他的《中国

城市群》一书中（1992）就提出来了，后

来方创琳教授等比较系统地做了分析研

究，逐步完善之中。而城市连绵区的判断

标准周一星教授也提出比较早、比较完善

（1998）②。

城市群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

具有边界模糊性和城市辐射范围的阶段性

与模糊性等典型特征，因此，对于城市群空

间范围的识别和界定研究工作也显得十分

困难，尽管如此，法国地理学家J.Gottmann

早在1957年就提出了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

的五大标准，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提

出了界定标准，如周一星提出五大标准，姚

士谋提出十大标准③等（方创琳等,2010）。

综合分析国内外专家有关都市区、都市圈、

城市群、都市连绵区等的判断指标和标准，

在吸收各家相关权威指标和标准的基础

上，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城市化发展阶段、

中国城市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地位

和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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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的国家特色（陆大道,2007），方创

琳教授提出中国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的七

大标准（方创琳等,2010），如下：

（1）城市群内都市圈或大城市数量

不少于3个，其中作为核心城市的城镇人

口大于100万人的特大或超大城市至少有

一个；

（2）城市群内人口规模不低于2000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不少于1000万人，区

域城镇化水平大于50%；

（3）城市群人均GDP超过3000美

元，工业化程度较高，一般处于工业化中

后期；

（4）城市群经济密度大于500万元

/km2，经济外向度大于30%；

（5）城市群铁路网络密度为250-350 

km/万km2，公路网密度为2000-2500km/万

km2，基本形成高度发达的综合运输通道；

能够形成半小时、1小时和2小时经济圈。

核心城市到紧密圈外围的时间不到半小

时，发车频率在10min左右，视为半小时经

济圈，到中间圈外围的时间不到1h，发车

频率在20min左右，视为1小时经济圈，到

外围圈的时间不超过2h，发车频率在30min

左右，视为两小时经济圈；

（6）城市群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超过

70%；

（7）城市群内核心城市GDP的中心

度大于45%，具有跨省级的城市功能。

总体来看，对城市群这类特殊的动态

变化地域进行空间范围识别是一个很复杂

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识别标准和方法得

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都是相对的，从严格

意义上讲，由于城市群的空间辐射范围一

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可能画出绝对明

确的界限。尽管如此，对于空间范围识别

的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确定相对比

较明确的范围对于制定城市群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和城市群区域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鉴于我国目前出现的城市群规划与建

设的热潮，为了防止城市群建设中的盲目

圈地、脱离实际、拔苗助长、相互攀比、追

求政绩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有必要规

范中国城市群的划分标准，建议国家相关

部门立足中国实际情况，组织编写《中国

城市群规划规范》，在规范中首先明确城

市群的界定标准和划分方法，便用同一把

尺子区分度量全国不同大小、不同空间尺

度的城市群，特别是当前信息社会快速发

展时代以及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

发展规划的情况下，促进城镇化健康持续

发展，确保城市群稳定有序发展。前段时

间，牛文元教授针对地区于城市的健康、

稳定发展方面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七大主题，对于研究城市群地区的城市发

展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牛文元,2008）。

四、中国城市群基本概念的再认知

全球经济一体化新的形势下，我国社

会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半个世

纪以来，计算机、通讯技术和信息化高度

发展，对全球城市和大大小小的城镇产生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人际交流方式中

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迅速普及，部分

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通讯等传统方式，

缩短了距离，降低了社会成本以及改善了

工作与生活环境。其次，城市之间，多个

群体、单位、社会团体之间，出现了网络

化、信息化、常态化的联系方式，电子邮

件深入发展到微信、电子视频、电子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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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技术，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更

加紧密，更加社会化、普及化了（姚士谋

等,1998;姚士谋等,2011a）。再次，所有城

市、所有大中小学、所有人群也出现了GPS

全球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工

作、教学、研究，如电话教育、电视教学、

网络购物、远程医疗诊断和自动交通引导

系统等，无疑对城市的网络发展、城乡现

代化建设与交通智能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智慧城市起到重大作用（陆大道,2013;吴良

镛,2001）。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城市发达

区内的“流空间”成为区域、城市和社区居

民活动的主要载体，并通过大量而复杂的

网络或信息设备数据形式表现出来（Cas-

tells,1989）。由于时空概念被重新定义，

许多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通勤半径大大缩

短，仅有40分钟到1小时左右，城市之间出

现同城化、一体化、市场化的新特征。以

空间研究和传统布局为核心内容的城市规

划面临着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理念上的

更新（Manuel,1989;姚士谋等,2011b）。

随着科学技术的惊人发展及其巨大

进步，更加推动了城市群、城镇密集地区

成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陆大

道,2013）。新的科学技术、信息化、网络

化、现代化无限扩大了人们直接了解世

界、认识世界；反过来认识也逐步使城市

群增加了新的内容、更加完善化、更加一

体化。对于信息的集中于扩散，也使得多

类型城镇特别是那些超大城市（人口规

模＞1000万或者具有全球功能的国际性

城市）再次成为经济的集聚中心而受到人

们的瞩目（Saskia,2001），因为这些超大

城市（例如我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广

州）优越的区位、固有的国际地位，使其

成为大量信息的汇集中心，例如世界上有

300多家大银行，在香港设有办事机构的

有130多家，而上海、北京还不到60家，也

吸引了大批信息的消费群，由此而衍生更

多的需求，而需求更加刺激信息供给机会

的更加高密度发展（许学强,2009）。如此

循环、高度发展的结果促进了城市群的第

一增长城市（核心城市）的经济、人才、

金融、资本、新技术的高度集聚。世界

500强的大型企业或大公司在我国香港、

上海、北京等的办事处也有120多个。这

就是信息化时代，城市群的基本概念中

的信息化、网络化更加明显，特别是日趋

国际化、三大城市群中的北京、上海、广

州不断网络化、航空港流量为全国最大的

三个现代化空港（表2），并且具有创新

中心的突显特征，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国

际航空港，非常繁忙而又现代化，在很多

方面接近纽约、东京等国际空港的水准，

成为国际之间各种交流的重要枢纽，而其

他一般性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是不能媲

美的。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国际机

场外，我国重要的国际机场还有西安、成

都、武汉、重庆、沈阳、大连、厦门、昆

明、乌鲁木齐、兰州等，但以上这些机场

每年的客流量约在1200万~2100万人次，

可见经济发达、城镇密集的城市群区内各

大机场都是国内外联系最密切的机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发展，我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加快速增长。2000年

底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

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

超过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

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

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

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中国GDP便超越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为



区 域REGIONAL DEVELOPMENT

79《城市观察》2015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No. 1, 2015

济联系不密切、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农业地

区都捆绑在一起，通通规划为大城市群区，

显然有悖城市群的真实含义，失去了科学

规划的意义（胡序威,2014）。例如长三角城

市群地区、大多数经济学、地理学与规划

学家都赞同，其相对地区面积9.8万km2，包

括40多个大中小城市，常住总人口已达9100

多万，目前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城镇密集度

最大、城镇等级体系最合理的城市群。今

后可以考虑把安徽省的芜湖、马鞍山、滁州

市划入，但不能将整个安徽省全部划入，长

三角城市群终究还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镇

密集地区，交通运输网络相对完善。近几年

来沪宁高速、沪杭甬高速公路，根据交通部

门资料证明，区内重要的高速公路每昼夜

过境的机动车均在6-8万辆左右，甚至在节

假日、春节期间还要高于此数，在宁杭、沪

通、宁通高速公路仅仅达到3.5-5万辆汽车

（每昼夜），而在宁合（南京-合肥）、宁洛

（南京-洛阳）、宁连（南京-连云港）等长

三角城市群外围地区、每昼夜过境汽车仅

有1.5-2.5万辆左右，有些高速公路行车密

度很低、反映了城市群核心圈与外围地区

经济发达程度、城镇化水平与商品经济发

 
表2 我国三大城市群区各城市空港客流量（单位：万人次）

城市群区 首位城市 2005年 2009年 2013年 次级空港 2009年 2013年

京津冀 北京 3137 4339 6988
天津 578.03 1003.58

石家庄 209 351

长三角 上海 4601 5708 8279

南京 404.18 727.49

杭州 796 1151

宁波 403 546

珠三角 广州 3282 4942 6184
深圳 2051 2808（2012）

佛山 0.57 18.45（2012）

资料来源：①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统计年鉴（2006、2010、2014年）；

     ②上海的国际机场包括浦东与虹桥两大机场，表中数字是一个总和。

此，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由1980年的19.8%

上升到2013年的52.6%，全国城镇总人口

（含暂住人口）6.9亿人，常住人口超过100

万人的特大城市也由1980年的24个增加到

2012年的65个，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镇

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姚士谋,2014），

五大城市群也逐步完善，其他十多个城市

群也逐步建设发展之中，当前城市群已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形态，也是我国四

大现代化建设的前进基地。

城市群区域内各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影响着广大农村地区，不仅人才工业、技术

支援农村落后地区，而且各项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也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我国

的城市群逐步完善，将在城乡一体化建设

中起着核心与引领作用。那么城市群的界

限是否可以无限制地扩大呢？当前有些省

区把城市群区与省内经济的概念混淆在一

起，甚至把全省当作一个城市群区。我们认

为城市群区虽然界限模糊，属于开放性的，

但它毕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城镇密集

地区，城市群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城

市群与都市圈均属于城镇密集地区，不能

把那些彼此相距较远、发展条件欠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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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还有较大的差别，我们认为对城市

群区内做一些人流、货流、资金流等指标的

定量分析，很有必要（图2）。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

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城镇化已

经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城市群区的规划

与建设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当前地理

学界、规划学界与经济社会学界对我国各

地区的城市群规划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创新研究也越来越多，城市群的概念也比

较清楚。但是，还有一些关键问题仍然值

得深入研究，譬如：①城市群的范围如何

界定？多大面积才是合理的？②城市群内

部各大中小城市的功能作用如何发挥、定

位？如何协调发展？对加深这些概念的认

识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能再让地方政

府各行其是，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不

同类型地区的城市群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论证，特别是应重视城市群内客观发展规

律性问题以及结合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

和城乡一体化问题定量分析，探索我国城

市群的发育趋势。只有这样，对于我国城

市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的逐步解决才

有真正的社会经济意义和符合客观规律的

学术价值。

 
图2 长三角城市群

注释：
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宋家泰、严重敏、崔功豪、姚士谋、许学强、王发

曾、段进、张京祥等提出过“城市群体”的概念，但专门系统研究的不多，当时仅仅出版了《中国

城市群》一书（1992年）。

②周一星提出的五大标准：（1）有两个以上人口超过100万人的特大城市作为发展极，其中至少一个

城市由相对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具有国际性城市的主要特征。（2）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领先的大

型海港（年货运吞吐量大于一亿吨）和空港，并有多条定期国际航线运营。（3）有多种现代运输方

式叠加而成的综合交通走廊，区内各级发展极与走廊之间有便捷的陆上运输手段。（4）有数量众多

的中小城市，且多个都市区沿交通走廊相连，总人口规模达到250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700人/km2。

（5）组成都市连绵区的各个城市之间、都市区内部中心市和外围县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

③姚士谋提出的十大标准：（1）城市群区域总人口超过1500万-3000万人。（2）城市群内特大超级城

市不少于2座。（3）区域内城市人口比重大于35%。（4）区域内城镇人口比重大于40%。（5）区域内

城镇人口占省区比重大于55%。（6）城市群等即规模结构完整，形成5个等级。（7）交通网络密度：

铁路网络密度为250-350km/万km2，公路网密度为2000-2500km/万km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全省比重大于45%。（9）流动人口占全省、区比重大于65%。（10）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区比重大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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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gnition of Basic Concepts of Urban Aggregation in China
Yao Shimou, Regor Chan, Ye Gaobin, Chen Weixiao

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not an isolated or enclosed system. It is a relatively com-

prehensive organic whole maintaining close linkage with neighboring districts, especially cities 

and towns of different sizes in dense area of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which rely on the 

natural conditions, moderniz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high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network. 

In terms of new trend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every city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economics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strict, 

carrying city function as well as radiating function. The article regards that the dynamic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comes from the highl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dense area of cities. Recognition of the basic con-

cepts and the standards of identifying the scop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are also pre-

sented for reference and further study.

Key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s; dense area of cities; information 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