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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中心特征和规划响应 
—— 基于城际出行联系的研究
The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ning Respons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re Are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 Study Based on Intercity Trip Connection

王垚  钮心毅
Wang Yao, Niu Xinyi

引言

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必要条件。尽管长江三角洲地区迈

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

略，但其依然面临着区域不平衡发展

的困扰 [1]。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问

题，欧洲将多中心作为实现区域平衡

发展的空间政策工具 [2]。多中心是分散

的集中，通过区域内多个中心之间的

协调发展，能在更大地理空间范围内

实现经济的规模收益和集聚效应，并

适用于不同区域尺度 [2-7]。《欧洲空间发

展战略》（ESDP）的核心空间政策是提

高城市间的互动和合作水平，避免区

域内无序竞争，维护区域平衡发展 [8]。

多中心理念也被纳入荷兰、比利时、法

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或区

域的空间政策 [6]。基于理论和实践，欧

洲学者进一步总结了多中心的理论和模

式 [9-11]。多中心也受到国内学术界关注，

聚焦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

域的多中心格局的讨论 [12-16]。

区域多中心研究主要围绕两大

视角展开 ：一是以规模衡量的形态多

中心（morphological polycentricity）；

二是以功能联系衡量的功能多中心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7,17-18]。欧洲

学者普遍认为，功能多中心比形态多

中心更能反映多中心的本质特征 [17]。

作者：   王垚，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长三角人居环境碳中和发展研究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245540789@qq.com
  钮心毅（通信作者），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

技术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niuxinyi@tongji.edu.cn

文章编号：1673-9493（2021）06-0098-11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19.628

摘要：本文以移动定位大数据测度城际出行联系，分析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中心特征，并

将其与理想模式进行对照，以期推进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功能多中心的研究，丰富功能多中心理论。

文章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城市之间在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三个时间段的

城际出行，从功能联系强度、功能联系对称性、功能组群三个方面测度功能多中心特征。研究发

现，（1）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整体呈现内外交互的多中心模式，具有不平衡的功能多中心特征。

同时，功能多中心具有时空特征，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三个时间段的特征有显著差异。（2）与理

想模式相比，周末时段内功能多中心程度最高，工作日时段内功能多中心程度最低。三个时间段内

的功能多中心不平衡特征受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本文建议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规划从以下三方面

作出规划响应：一是围绕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形成都市圈；二是构建城际铁路与高速铁路相互

结合的交通设施体系；三是保障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化，以构建相对均衡的功能多中心格局。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y using mobile positioning big data to measure the intercit trip relationships. The measure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is compared with the ideal model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o enrich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is used to calculate intercity 
trip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three time periods including weekdays, weekends and holidays.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are examin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functional connection strength, 
functional connection symmetry and functional group. Firstly, it finds that this area has a feature of exchange 
interaction model and shows the unbalanced functional polycentric features. Besides, the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has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 in three time periods, which means its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characteristics 
in weekdays, weekends, and holiday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differences result from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mbalances.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ideal model, the degree of polycentricity is the highest in the weekends 
and the lowest in the weekdays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us,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make three planning responses to 
build a relatively balance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pattern, which include forming the metropolitan area around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and Ningbo, building the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system involving the intercity 
railway and the high-speed railway, ensuring the balance of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关键词：城际出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功能多中心；规划响应

Keywords:  Intercity Trip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Planning Response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87845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52008281），江苏高校优势

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城乡规划学



99 2021 Vol.36, No.6国际城市规划

王垚  钮心毅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中心特征和规划响应 —— 基于城际出行联系的研究

这是由于人、物、信息和资本等要素流动在本质上反映了区

域互动和合作，是实现功能多中心的关键 [8]。其中，人流是

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的延续，反映了城市间产业、商

贸等功能联系 [19-21]。因此，人流数据是欧洲功能多中心研究

最常用的数据之一。

功能多中心有助于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是实现区

域一体化的空间载体，是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未来发展

方向。本文使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区域人流，以此作为城市

间的功能联系，量化分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

中心特征，对照国外功能多中心的理想模式，提出相应的规

划策略。

1  功能多中心的内涵、特征和理想模式

1.1  功能多中心的内涵和特征
形态多中心是区域各个次中心（城市）空间布局在形态

上呈现平衡，常用区位熵、位序—规模关系、人口密度、就

业密度等方法识别 [17,22]。而功能多中心理论则认为，次中心

的地理邻近并不意味着次中心之间必然存在功能联系 [23-24]。

泰勒（Taylor）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中心地理论对经济贸

易现象的解释无效，这意味着当代城市区域背后的空间逻辑

可能更多地受到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中心流理论是对中心

地理论的一种明显补充 [11]。霍尔（Hall）和佩恩（Pain）认

为城市区域可能在物理上分离，但在功能上与通勤出行的流

量有关 [2,25]。从这个意义上说，功能多中心强调次级中心之

间多方向的功能联系 [2]。功能多中心常用中心性指数、功能

联系强度、流入与流出的连通性等方法测度 [26-28]。

霍尔领导的 POLYNET 项目证实了形态多中心并不等于

功能多中心 [2]。区域层面上，形态多中心代表了各个城市的

集聚规模，反映了绝对重要性 ；而功能多中心则代表了各个

城市周边地区提供商品、服务和工作等功能的能力，反映了

相对重要性。形态上的单中心与多中心通过城市规模空间分

布的均衡性衡量，功能上的单中心和多中心则以城市间功能

联系强度、方向的均衡性和对称性来衡量 [29-30]。

1.2  功能多中心的理想模式
欧洲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以中心城市与次中心

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作为内外交互联系，次中心城市相互间

的功能联系作为水平交互联系，将功能多中心划分出若干种

理想模式 [29-31]。其中四种功能多中心的理想模式最为典型，

分别是单中心（monocentric）、内外交互多中心（polycentric 

exchange）、水平交互多中心（polycentric criss-cross）、完全分

散多中心（polycentric decentralized）[29-30]（图 1）。
上述理想模式强调了极限条件下不同中心之间内外交

互、水平交互联系呈现的理想状态，但没有涉及四种模式之

间的内在关系。雷姆塔纳库尔等（Limtanakool et al.）则强调

了四种理想模式之间的关系（图 2），还关注城市层级的变化，

突出从完全单中心到完全多中心的演变过程 [31]。

当前研究集中在如何丰富和完善功能多中心及其理想模

式。钱皮恩（Champion）、兰布雷茨（Lambregts）描述和总

结了从单中心模式到多中心模式的三种路径 ：离心、组合和

融合 [32-33]。伯格等（Burger et al.）通过 20 年间通勤联系的演

图 1  四种典型的功能多中心模式示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0]

A1. B1.

A5. B4.

A2. A3. B2.

A4. B3.

图 2  功能多中心的理想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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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发现英格兰大部分区域正变得越来越趋于多中心，但一

些区域并未显现出显著的变化甚至越来越趋于单中心 [30]。雷

姆塔纳库尔基于远距离出行调查，测度了法国、德国的功能

多中心特征，发现商务出行、休闲出行和假日出行三种类型

人流反映的功能多中心理想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31]。通过文献

梳理，本文发现：尽管功能多中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英

格兰部分区域依然维持单中心，表明空间政策对功能多中心

的形成至关重要；另外，对不同类型人流出行进行测度，会

对功能多中心模式产生影响。

欧洲的区域发展、政治体制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尽管

相关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并不能完全适用于

中国国情。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差

异及政府干预等本土化背景下，本文借鉴欧洲功能多中心成

熟的理论和方法，解析中欧功能多中心理想模式的差异并提

出相应的规划建议。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范围
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①为研究对象，包括上海

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

南通，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

台州，共计 1 个直辖市和 15 个地级市（图 3）。上述范围内

的地级市中心城区、辖区内的县级市（县）均被视作独立城

市，因此共计 71 个城市组成了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

2.2  研究数据
在国外功能多中心的研究中，城市间人流数据是常用数

据。根据出行频次，区域人流分为高频次的通勤和低频次的

城际出行。通勤常用于城市尺度的研究，区域尺度的通勤较

少，可以用城际出行替换。城际出行包括通勤、游憩等不同

目的的出行行为，综合反映了城市间的功能联系。欧洲常用

区域交通调查数据，但我国的交通调查仅针对地级市范围，

不包含区域城际出行。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手机信令数据识

别城际出行联系，以弥补上述不足。手机信令数据包含被动

记录的手机用户出行轨迹信息，具有较高精度、连续性的时

间与空间信息，能够准确反映真实的出行联系，优于客运班

次、微博等数据。国内外学者通过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出行联

系，已经展开区域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 [34-41]。

本文使用研究范围内 2017 年 10 月的中国联通的匿名手

机信令数据。以一个月内夜间驻留时间最长且驻留天数不低

于 16 天的城镇作为该用户的居住地。在多个日间停留地中，

将停留时间最长的非居住城镇判断为城际出行目的地 [40,42]。

研究范围内共识别出 24 697 466 个用户的常住地，占常住总

人口数 23.44%，按照市县空间单元汇总，与 2017 年统计常

住人口作相关性分析，R2=0.959 9（n=71，Sig.=0.0000），说

明手机用户的分布与人口分布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常住地的

居民共产生了 44 539 500 人次城际出行联系。

国外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城际出行影响着功能多中心
[31]。由于匿名手机信令数据缺乏社会属性信息，无法识别商务、

休闲和假日等类型的城际出行，因此本研究尝试将工作日、

周末和节假日（国庆黄金周）三个时间段大致对应商务出

行、短途游憩、远距离旅游探亲等城际出行，以此反映出行

类型的差异。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分别产生了 21 690 236 

人次、8 125 454 人次、14 723 810 人次的城际出行联系

（图 4）。

2.3  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功能多中心的定义，参照国内外成熟的研究方

法与指标，本文选取功能联系强度、功能联系对称性和功能

组群作为衡量功能多中心的指标 [26-28,43]。其中，三个指标对

于区域功能多中心性的呈现各有侧重：功能联系强度是判断

功能多中心的基础，城市间功能联系越强，多中心程度越高；

① 2010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本研究范围内的 16 个城市列为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的“核
心区”，即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

图 3  研究区域的基本空间单元

0  20  40     80     120   16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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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联系对称性衡量城市流入与流出功能联系的差异，对

称性越强，多中心程度越高 ；功能组群衡量城市间功能联

系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网络越分散，多中心程度越高。

（1）功能联系强度

71 个城市间功能联系数量较多，很难逐个分析其强度

特征。以城市在功能联系网络中的地位衡量城市间功能联系

强度，实质是通过功能联系测度城市中心性，与使用统计数

据的传统测度方法不同。本文总结出基于功能联系测度城市

中心性的五种测度方法。前四种的计算方法分别如下 ：

 Nj = i Rij∑  （1）

 RCi = j Rij∑ × RCj  （2）

 RPi = j
Rij

RCj
∑  （3）

 DITi =
Ii

( j= 1
J Tj J )∑  （4）

其中，Nj 是度中心性，Rij 指城市 i 与城市 j 的人流联系

强度；RCi 是递归中心性，RCj 是城市 j 的度中心性 ；RPi 是

递归控制力 ；DITi 是优势指数，Ii 是流向城市 i 的人流强度，

Ti、Tj 指城市 i、城市 j 的流入和流出人流联系强度。i，j 分
别指城市 i=1,2,…,I，城市 j=1,2,…,J，i ≠ j。第五种方法是优

势流法①，是选取流量强度排名前列的流来计算节点的优势

流数量。

上述五种方法，度中心性（式 1）、递归中心性（式 2）、
递归控制力（式 3）、优势（式 4）是基于功能联系强度，从

总量、相互关系、相对强度等方面测度城市中心性 [31,44-45]。

优势流基于功能联系方向进行汇总，强调城市的对外联系的

范围 [46]。71 个城市分别测算中心性，结果较多。通过划分

城市层级来判断多中心结构是常用的方法。将五种方法测算

的结果标准化处理，划分城市层级。如果某个城市有三个及

以上方法得出的层级属于同一层级，则将该城市归入这一

层级。

（2）功能联系的对称性

城市间功能联系的对称性是判断功能多中心的重要指

标。借鉴常用的计算方法 [31]，计算公式为：

 LSIij = −
(fij)Ln(fij)+ (fji)Ln(fji)

Ln 2
 （5）

LSIij 是联系的对称性，fij、fji 指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的

人流联系分别相对于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所有人流联系的

注：由于城市间联系线较多，未显示城市间低于 200 人次的出行联系。
图 4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日均城际出行

① 优势流法是通过测度某个城市在关联网络中的较高优势流向来判断该城市在网络中地位的方法。针对优势流定量分析的不足，本研究借鉴全球

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组织（GaWC: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在企业关联网络分析中根据公司等级对其分别赋值的方法，按照

优势流的等级，分别将最大优势流、第二大优势流和第三大优势流赋为五等、三等、一等 3 个数量级别，综合计算城市的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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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度该区域的功能多中心时，将手机信令数据和常住

人口数据测算得出的城市中心性标准化后进行排序。数值分

布均为典型的重尾分布（heavy-tailed distribution），适合使用

头尾断裂法（head-tail breaks）划分出城市层级 [51]。综合上

文的 5 种方法计算结果，得出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层级划分结

果（图 6）。
相比于常住人口测算的形态多中心结果，在功能联系视

角下，上海不再是唯一的第一层级城市，在周末时段，杭州

市区也进入了第一层级，苏州市区、昆山市成为第二层级城

市，太仓、常熟等中小城市的层级也有提升。功能联系视角

下，城市间的中心性差距更小，说明了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

已经具备功能多中心特征，并且优于形态多中心。三个时间

段内城市层级空间分布存在差异，说明不同类型城际出行测

度的功能多中心并不一致。

图 5  组群发现的原理 图 6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城市层级空间分布

① 贪心算法是在每一步选择中都采取在当前状态下最好或最优（即最有利）的选择，从而希望结果最好或最优的一种算法。该算法不从整体最优上加
以考虑，算法得出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局部最优解。纽曼快速算法是基于贪心算法思想的一种凝聚算法，提出的模块度 Q 值是目前的一种最优值。

比重。LSIij 越接近 1，对称性越强；LSIij 越接近 0，对称性 

越弱。

（3）功能组群

组群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是纽曼（Newman）基

于贪心算法①，从复杂网络中发现若干组群的方法 [47]。这种

网络聚类的方法也是国内外研究常用的方法之一。

组群是根据关联网络结构划分成若干具有相同特性节点

的集合，同一组群内节点与节点的联系紧密，而组群与组群

的联系比较疏远（图 5）。纽曼提出了模块度（modularity）

的概念，将每个节点看作一个组群，合并每次迭代选择产生

最大 Q 值的两个组群，直至整个网络融合成一个组群，从

中选择 Q 值最大的层次，划分得到最终的组群结构 [47]。Q

值测算公式如下 ：

 Q = 1
2m i j [Aij −

kikj

2m
]∑ σ(ci, cj) （6）

其中 Q 指最大模块度，m 指网络中边的总数，Aij 表

示 i 和 j 之间的边的权重，ki=∑ iA ij 是节点 i 的边的权重和。 

δ (Ci,Cj)=1 并且 Ci=Cj，节点 i 和节点 j 在一个组群内。组群

发现方法已经应用于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 [43,48-50]。

3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中心特征

3.1  功能多中心特征

3.1.1  功能联系强度

使用功能联系强度测度区域的功能多中心时，首先需要

测度该区域的形态多中心以作参照。测度形态多中心通常使

用人口规模，本文使用 2017 年各个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常住

人口数据测度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群核心区的形态多中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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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功能联系的对称性

三个时间段内城市间功能联系对称性的平均数分别为

0.967 9、0.972 0、0.905 5，中位数分别为 0.990 0、0.990 0、
0.960 0。整体上，城市间功能联系的对称性较高，具有内外

交互功能多中心特征。以功能联系对称性测算，工作日内长

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中心特征更明显，而节假日内功

能多中心特征最弱（图 7）。

3.1.3  功能组群

对于功能组群的测度，首先应用 Geiphi 9.0 测算组群的

模块度，采用分辨率（resolution）控制划分的组群数量。分

辨率数值越小，划分功能组群数量越多。将功能组群划分为

多个层次，有助于深入解析每个组群的内部功能联系关系。

借鉴已有研究 [43]，本文选取分辨率的参数取值 1.0、0.5，划

分关联网络的主、次功能组群。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城际出行关联网络呈现出五大组

群结构，分别为上海组群、南京组群、杭州组群、南通组群、

宁波组群 ；进一步细分次功能组群，在五大组群的基础上，

台州、绍兴等城市形成了独立的组群（图 8）。五个主功能

组群与上海、南京、杭州主导的传统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

次功能组群主要与地级市行政边界相一致。当前区域功能联

系呈现出组群聚集特征，跨组群的功能联系相对较弱，影响

了功能多中心的形成。

3.1.4  综合分析

由于城市间功能联系较为复杂，本文将着重研究城市间

高强度的功能联系，以更清晰地分析功能多中心特征。综合

城市层级、功能联系对称性和功能组群的分析结果，并按照

头尾断裂法划分层级，本文将工作日、周末、节假日这三个

时间段内城际出行的联系强度划分出七个层级。将前五层级

作为高强度城际出行联系（图 9），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1）内外交互多中心特征。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内外交

互联系较强，中小城市间水平交互联系较弱，整体上呈现出

内外交互功能多中心特征。

（2）不平衡功能多中心特征。通过测算五大功能组群的

内部出行联系与对外出行联系的占比（表 1），发现上海组群、

南京组群和杭州组群的内、外功能联系基本相当，而南通组

群、宁波组群是内部联系为主 ；跨组群的功能联系集中在上

海组群、杭州组群和南京组群之间。尽管长三角城市群核心

区具有功能多中心特征，但功能多中心发育不平衡。

（3）功能多中心的时空特征。三个时间段内，城市间功

能联系强度、对称性和功能组群均呈现显著差异，说明短期

内功能多中心具有时空特征。这与不同类型的城际出行联系

有关。

3.2  与功能多中心理想模式的对照
参照图 1、图 2 中功能多中心的理想模式，本文将长三

角城市群核心区城际出行联系抽象成为工作日、周末和节假

日时段的功能多中心模式，对照图 2，特征如下（图 10）。
（1）工作日时段内功能多中心格局与理想类型 A3“相互

依赖集中在核心节点与非核心节点”模式类似：以上海为核心，

城市间内外交互联系较强，水平交互联系较弱（图 10a）。

（2）周末时段内功能多中心格局与理想类型 A5 类似：

与工作日相比，周末的长三角区域以上海、杭州形成双核结

构，城市间水平交互联系增强，更接近“完全多中心”模式

特征（图 10b）。

图 7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日均城际出行联系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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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假日时段内功能多中心格局与理想类型 A4“适

度集中在核心节点与非核心节点，相互依赖程度略强于非核

心节点”模式类似 ：与工作日相比，城市间水平交互联系显

著增强（图 10c）。

整体上，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内外

交互联系的发育较好，具有明显的对称性特征，但中小城市

间水平交互联系的发育具有明显滞后性。上海、苏州和无锡

等局部地区的内外交互、水平交互联系相对较强，接近理想

类型 A4，其他局部地区的水平交互联系较弱，接近理想类

型 A3，再次证明了功能多中心发育不平衡。三个时间段内

功能多中心特征各有差异，周末功能多中心程度最高，而工

作日功能多中心程度最低。

3.3  功能多中心模式差异的解析
三个时间段内，长三角区域的功能多中心模式存在显著

差异，主要体现在大城市或中小城市间的水平联系。周末和

节假日期间，城市间水平交互联系均显著增强，功能多中心

程度提升。这些差异是由商务、游憩和探亲等不同类型的城

际出行联系引起的。以杭州为例，与工作日比较，周末杭州

的日均城际出行量提升了 8.7%，其中从上海到杭州的出行

量提升了 26.4%，以游憩为主的城际出行反映了周末杭州更

多地提供了商业、休闲等职能。工作日时段该区域功能多中

心程度最低，但上海、苏州和无锡组成的局部地区的功能多

中心程度则有上升。三个时间段内区域功能多中心差异的深

层原因则是区域发展不均衡。上海、苏州和无锡已经形成区

域一体化发展态势，但其他地区差距较明显。

4  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功能多中心格局的规划响应

当前，我国城市群中人口、产业等空间要素等向中心城

市集聚趋势日益明显，区域空间极化现象日益突出，导致区

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出现。2019 年底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提出了区域协调发

图 8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主、次功能组群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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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功能组群的内部、对外功能联系的占比

功能组群
功能组群的内部出行联系占比 / % 功能组群的对外出行联系占比 / %

工作日 周末 节假日 工作日 周末 节假日

上海组群 56.49 54.98 41.86 43.51 45.02 58.14

南京组群 58.73 59.85 49.23 41.27 40.15 50.77

杭州组群 55.94 57.01 48.79 44.06 42.99 51.21

南通组群 69.97 67.40 60.37 30.03 32.60 39.63

宁波组群 82.51 80.60 74.40 17.49 19.40 25.60

图 9  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主要日均城际出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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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三个时间段内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中心模式

展，强调人口、产业等各类要素的高效集聚和合理流动，与

功能多中心的理念相似。因此，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规划应将

功能多中心作为空间政策工具，构造有利于各类要素高效集

聚和合理流动的功能多中心格局。本文建议作出以下三个方

面的规划响应。

4.1  重新定义部分都市圈空间的范围
《欧洲空间发展战略》提出打造以伦敦、巴黎、米兰、

慕尼黑和汉堡五个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区域（city-region），更

大范围内形成多中心区域 [52]。国外研究也表明，城市区域是

构成功能多中心区域的关键。而我国规划语境中的都市圈概

念基本接近于城市区域概念。《纲要》提出了推动上海、南京、

杭州、苏锡常、宁波等都市圈的同城化和协调联动。但本研

究划分出的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五大功能组群与《纲要》提

出的都市圈的范围并不一致。按照本文功能组群的测算结

果，《纲要》提出的苏锡常都市圈并不存在，苏州和无锡（部

分）属于上海都市圈，常州和无锡（部分）属于南京都市圈。

因此，本研究建议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围绕上海、南京、杭

州和宁波建设都市圈。这与区域城市间功能联系特征一致，

将利于都市圈的构建。

另外，本研究发现在城际出行联系视角下，宁波区域中

心城市的地位已被昆山等中小城市赶上或者超越，说明当前

区域等级体系的空间不平衡与各个都市圈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有关。规划应强化以宁波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建设，增加产

业、人口等空间要素的集聚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将有

利于构建功能多中心格局。

4.2  完善区域交通设施体系
区域交通设施体系对人口、产业等各类要素的高效集聚

和合理流动起到支撑作用。本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存在大

量的远距离城际出行，周末和节假日尤为明显。上述现象得

益于沪宁、沪杭高速铁路带来的时空压缩 [53]。《纲要》提出

建设过江和跨海通道、北沿江高铁等交通大通道，将对都市

圈之间的城际联系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

然而，高铁沿线以外城市的区域地位日益边缘化，加速

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时，高速铁路可用来支撑跨区域出行

联系，但无法满足区域内日常城际出行联系。《纲要》过于

关注跨区域尺度的交通大通道或者都市圈内部的城际铁路网

建设，忽视了都市圈之间的日常城际出行联系。因此，都市

圈之间的城际铁路建设尤为重要。构建城际铁路与高速铁路

系统相互结合的快速交通设施体系，能够弥补高速铁路布局

和运量的不足，加强不同都市圈之间中小城市之间及其与大

城市之间的联系，提升城市间的水平交互联系，有利于形成

完善、平衡的功能多中心的格局。

4.3  保障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均衡化
本研究发现周末和节假日期间，杭州、南京等区域中心

城市成为周边中小城市居民的出行目的地，这与中小城市提

供商业、休闲、医疗等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缺失有关。2020
年 4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

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未来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小城市将成为外

来务工人口落户的主要空间载体。而当前中小城市的商业和

公共服务设施缺失难以满足人口增长需求，区域中心城市的

人口集聚压力将增大。因此，建议以都市圈为依托，将商业

和公共服务设施分级布置，构建都市圈内资源配置均衡的商

业和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促进资源效益最大化，以形成功能

多中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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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城际出行联系表征的功能联系，测度了长三角

城市群核心区的功能多中心特征，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整体上是内外交互多中

心模式，具有不平衡的功能多中心特征。同时，功能多中心

具有时空特征。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三个时间段内城市间

功能联系强度、对称性和功能组群均呈现显著差异。

第二，与功能多中心的理想模式比较，长三角城市群核

心区中小城市间水平交互联系发育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三个

时间段内功能多中心特征各有差异，周末时段内功能多中心

程度最高，而工作日时段内功能多中心程度最低。三个时间

段内功能多中心差异的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均衡。

第三，未来城市群空间规划策略应围绕完善功能多中心

的目标，作出以下三方面的规划响应：在都市圈建设中，需

要围绕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建设都市圈；在区域交通设

施体系建设中，需要构建城际铁路与高速铁路相互结合的快

速交通设施体系 ；在商业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需要注重

以都市圈为依托的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均衡化。

本研究采用的城际出行是城市间一种重要的功能联系。

物、资本和信息等类型的功能联系也能反映功能多中心特征。

未来研究若能在手机信令数据测度的城际出行基础上，综合

多种功能联系数据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将能更准确、

更全面地反映功能多中心特征。

本文研究范围选取了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 16 市，既综

合考虑了历史传统和经济政策，也是城际出行基础数据获取

受限的缘故。当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一体化包括“三省一

市”，即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因此，将“三省一市”

作为城市群的研究范围能更好地针对城市群规划需求。在

“三省一市”范围内、核心区范围之外，城市群会呈现怎样

的功能多中心特征，相应的城市群规划需要如何响应，值得

进一步研究。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对本文修改完善有重大帮助，特此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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