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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0 年代初，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1]， 

对全球地方空间产生深远影响，世界级

城市群借助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和交通

基础条件，对创新资源及全球市场进行

有效整合 [2]，成为一国参与国际协作与

竞争的重要空间单元 [3]。城市群空间关

系研究，历来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课题之

一 [4-9]。研究范式上，传统理论体系以

“中心地理论”为代表 [10]，从层级划

分、规模位序等视角展开论述，后期理

论体系则以“城市网络”研究范式为

代表 [11]，尝试从联系视角切入，以流

动空间为基础构建城市群体系。从关注

的具体领域来看，现有研究多从经济演

进动力 [12]、区域发展策略 [13-14]、发展水

平评价体系 [15] 等方面展开。研究方法

上，如运用分级聚类方法，对城市群的

圈层属性进行研究 [16] ；运用复杂网络方

法，对城市群网络结构、空间组织演进

规律进行探讨 [8,17]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

对城市群的集聚扩散效应展开分析 [3] ； 

运用递归理论，对城市群网络的中心性

和控制力进行研究 [18] 等。从地理特征上

看，世界级城市群大多分布在湾区 [12]。

在海洋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趋

势下，湾区城市群通常成为一国最具经

济发展潜能和创新动能的空间头部区

域，对一国的全球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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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海洋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背景下，湾区城市群往往成为一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头

部区域，对一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格局态势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在对近代城市群空间关系理论进行梳

理的基础上，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空间

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从网络整体、节点城市两个层面，对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进行综合研判，并对跨

海通道的空间关系影响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大湾区在整体格局、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上存

在较大差异；同时，各大湾区跨海通道的建设对城市群空间关系改变显著，其影响模式与程度并不与

设施距离构成简单线性关系，而是与湾区陆海空间架构、节点城市与设施的空间分布方式、路网格局

等要素存在复杂关联。本研究提出的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测度方法体系，有助于深入理解湾区城市群

空间关系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策略的制定和优化，具备科学参考价值。

Abstract: With marine economy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Bay Area develops to be a spatial head reg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s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theory of moder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is study used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York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okyo Bay Area,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the whole network and node cities, and quantifi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important cross-sea 
channel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pattern and the weight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Bay Areas. Besid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sea channels in 
the Bay Areas would chang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ignificantly.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sea space framework of the Bay Area,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ode cities and facilities, and the road grid pattern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the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law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Bay Area and would have scientific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Bay Area to formulate and optimiz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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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19]。针对湾区城市群这一特殊对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

经济发展机制层面 [12,15,20-21]，对于湾区特定地理条件背景下

的城市群空间关系特征关注较少。

当前，在全球化协作与竞争发展趋势迅猛的整体背景下，

深入理解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的特征及演进机制，将为区域

空间发展策略的制定和优化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鉴于此，

本文首先对近代城市群空间关系的理论阐释系统进行总结提

炼，尝试梳理其内在演进逻辑，为实证研究寻求理论视角；

进而选取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四个湾区城市群作为实证研究靶

区，尝试厘清城市群空间关系整体结构及内部节点城市的相

互作用关系，尤其关注跨海通道对于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的

影响模式及机制，从而为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借鉴。

1  背景理论研究

1.1  近代城市群空间关系阐释系统的理论演进
城市空间系统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其发

展演变离不开社会整体发展模式的引导和制约。近 300 年来，

全球城市化经历了两次大的空间生产模式变革，相应形成了

两套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交织的城市群空间关系阐释体系。第

一次以大城市及城市群的初步兴起为标志，整体上与人类进

入工业社会的进程相一致，形成了以“中心地理论”为代表

的空间阐释体系。18 世纪开始，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

集中化等典型的工业社会生产特征，要求生产要素在空间特

定区域上高度集中，促成了大量工业城市的出现，各种层次

的“核心—外围”结构随之诞生。1930 年代，克里斯塔勒

（Christaller）从职能、规模、分布上对区域城市进行空间层

次划分，形成了“中心地理论”体系 [10] ；1960 年代，弗里德

曼（Friedmann）创建了“核心—边缘”理论体系 [22] ；其后，

众多学者分别对城市群空间关系的集聚扩散 [3,23]、分异 [24]、极

化 [25] 等现象进行研究。本质上，以上理论都表现为对城市

功能划分和等级差异的关注。第二次以全球城市和网络城市

的兴起为标志，整体上与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一

致，形成了以“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26]、“世界城市网

络”（world city network）理论 [27-28] 为代表的空间阐释体系。

1970 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向柔性生产、非

工业化、服务化转型，信息产业迅速崛起，工业时代形成的

“核心—外围”结构消解于由不同等级城市群构建的世界城

市网络之中，区域空间结构得以重组 [29]。城市群的空间研究

视角由传统的地理空间临近原则，转向将区域内多个城市

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以流动下的空间地位来衡量个

体空间价值，定量计算和可视化表达城市节点间的信息流
[30-31]、交通流 [32-33]、企业联系流 [34] 和由此表征的城市体系 [8]。

本质上，以上理论都体现为对城市群内部节点城市间联系

效应的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城市群空间关系阐释体系，并

不存在严格的理论对立或替代关系，而是分别从地理层级和

功能联系的角度考察城市体系构成。21 世纪以来，较多学者

尝试融合两种理论，既承认“流动空间”对于新型城市群关

系的重构作用，也承认区域内部地理联系对于“全球城市区

域”（global city-region）塑造的重要性 [35]，关注以区域为结构

单元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大都市—腹地系统”的整体状态 [8]。

即这一研究趋势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既重视城市群网络整体结

构，又关注网络中不同节点城市在空间联系中的作用类型。

1.2  湾区城市群的经济地理特征辨析
湾区，指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临近

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 [13]。湾区城市群是滨海地区特有的城市

空间组织方式。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

的不断深入，海洋经济逐渐成为资源全球配置的主要方式之

一，依托于港口和入海口的地理区位优势，湾区城市群因港

而生，依港而兴 [12]。从空间层级关系来看，滨海区域逐步形

成以世界级港口为基础、以城市群产业集聚为动力、以广阔

腹地为支撑的区域发展带 [2]，成为具有开放经济结构、高效

资源配置能力、强大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国际交往网络特征

的区域 [20]。基于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维度，从建设实

践现状来看，目前世界上发育最为成熟的湾区城市群有三个，

分别是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以及日本的东京湾区 [12]。

而依据中国三大湾区经济建设框架，未来中国沿海将逐步形

成粤港澳湾区、沪杭甬湾区、环渤海湾区等三大湾区 [21]，其中，

以泛珠三角合作为重要基础的粤港澳湾区建设逐步上升为国

家战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下的重要空间支点之一 [14]。

1.3  跨海通道对于湾区城市群的影响机制
湾区特殊的陆海空间地理条件，对部分节点城市间的联

系交流形成约束。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湾区通常构建起较

为发达的跨海通道体系，显著改善陆运交通可达性，同时对

于区域城市群空间关系格局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36]。综合来看，

对于跨海通道建设的城市群空间关系影响的现有研究主要聚

焦在经济联系、交通可达性、物流空间格局三个方面。经济

联系方面，跨海通道对于湾区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格局具有深

远影响，可以提升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明显改善城

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空间格局 [37] ；促进城市群区域经济重心

发生转移 [38] ；同时，也有可能造成消费“虹吸效应”，导致

部分节点城市的零售销售额减少 [39]。交通可达性方面，跨海

通道引发区际空间距离“缩减化”[38]，产生显著的“时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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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效应”，造成可达性空间格局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时间

可达性和费用可达性方面，从而促进区域融合和经济发展 [40]；

具体表现上，通道两端节点城市的时间成本显著降低，可达

性面积增加，同时遵循空间递减规律，通道对区域可达性产

生的效果上，沿海城市大于内陆城市 [41]。物流空间格局方面，

跨海通道显著增强城市群物流联系引力，不同程度地提升节

点城市的物流地位，利于多层次物流联系网络格局形成 [42]。

相对而言，从城市间相互作用关系及整体网络特征演变角度

对跨海通道的研究尚不多见。

2  实证研究技术路线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本文确定了从联系视角切入湾区城

市群空间关系实证研究的整体方向，构建城市群空间关系网

络体系结构。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注重分析网络结构整体格

局及节点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类型和作用，全面把握湾区城

市群空间关系。在城市群空间关系表征载体上，文章选取湾

区城市群高等级道路网①作为研究路径。现有实证研究表明，

城市群空间关系表征载体形成了以交通基础设施 [43]、企业组

织 [44]、社会文化机制 [45] 为主的研究路径 [9]。就交通基础设

施而言，航空、水运、铁路、公路都是较为常见的载体。其中，

航空运输更多承载区域对外交通职责，主要反映区域与外部

的空间关系；水运一般在入海口、河道沿岸局部区域发展程

度较好，对于城市群内陆节点城市的影响作用相对不大；相

较而言，铁路和公路系统仍然是大多数湾区城市群交通联系

的重要载体 [46]。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全球城市区域”

并未脱离其所在区域的发展，反而强化了其与所在区域的整

体联系 [8]，区域联系对运输时间的敏感性日益增强 [46]，高等

级地面道路作为最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可以从整体上反

映区域内城市的空间组织关系，衡量内部空间单元在空间关

系上的位序等级和作用差异。同时，为了方便在不同湾区间

做横向对比，本文选取高等级道路作为衡量湾区城市群空间

关系的表征载体。

2.1  靶区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国际上城市体系最为成熟的三大湾区城市群

为参照，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 [12]，对

比研究中国的粤港澳湾区。通过查询谷歌地图、公开地图

（OpenStreetMap）等资料，结合相关文献 [12,14-15,46-47]，进行湾

区城市群区域划定、高等级道路网络及重要城镇空间数据提

取。运用复杂网络方法，构建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网络（图1）。

2.2  城市群空间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建立的城市群空间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图 2），从城

市群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节点特征两个层面展开，网络整体结

构主要考察城市网络的“联系强度”和“均衡性”，网络节点

特征主要考察节点城市的“枢纽控制力”和“通达便利性”。

2.2.1  联系强度指数

联系强度指数，用于表征城市群内部节点相互联系的整

体强度，可以用复杂网络理论的“网络密度”指标 σ（公式

① 本文“高等级地面道路”为一级公路和高速公路。

N

图 1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模型

（a）纽约湾区高等级路网拓扑结构图 （b）旧金山湾区高等级路网拓扑结构图

（c）东京湾区高等级路网拓扑结构图 （d） 粤港澳湾区高等级路网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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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衡量。

 σ =
2<k>
N-1

，<k>=
ΣN

i=1ki

N
 （1）

式（1）中，N 为网络中节点数，ki 为节点 i 拥有的实际

连线数量。网络密度越大，表明城市群空间关系的联系强度

越大。

2.2.2  均衡性指数

网络的均衡性指数，用于表征城市群内部空间节点关系

权重彼此接近的程度，分别从枢纽控制均衡性和通达便利均

衡性两个角度评价，对应采用复杂网络理论的中介中心势指

标（公式 2）和接近中心势指标（公式 3）来衡量。

 CB=
ΣN

i=1(CBmax-CBi)
N 3-4N 2+5N-2

 （2）

 CC=
ΣN

i=1(CCmax-CCi)
(N-2)(N-1)2 ×(2N-3) （3）

  式（2）（3）中，N 为网络中节点数，CBmax 为中介中心

度的理论最大值，CCmax 为接近中心度的理论最大值。中介

中心势越低，表明整体网络的枢纽控制力均衡性越高；接近

中心势越低，表明整体网络的通达便利性均衡性越高。

2.2.3  枢纽控制力指数

枢纽控制力指数，用于表征空间节点控制其他节点间相

互联系的能力，用复杂网络理论的“中介中心度”指标 CBi

（公式 4）来衡量。

 CBi=Σ
N
j=1Σ j-1

k=1
φjk(i)
φjk

；i≠k≠j，j<k ； （4）

  式（4）中，N 为网络中节点数，φ jk 为节点 j 到节点 k 的
最短路径条数，φ jk(i) 为节点 i 位于节点 j、k 间最短路径上的

次数。中介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节点的枢纽控制力越强。

2.2.4  通达便利性指数

节点的通达便利性指数，用于表征空间节点到达其他所

有节点的整体便利程度，用复杂网络理论的“接近中心度”

指标 CCi（公式 5）来衡量。

 CCi= Σ 1
dij

N

j=1
 （5）

  式（5）中，N 为网络中节点数，dij 为节点 i 到节点 j 的
最短距离。接近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节点的通达便利性越高。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特征

3.1.1  空间关系整体格局特征

计算结果表明（表 1），不同湾区的空间关系整体格局

存在较大差异。从整体联系强度来看，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

区的联系强度相对较高，粤港澳湾区的联系强度相对较低；

从枢纽控制均衡性角度来看，旧金山湾区空间关系的区域均

衡性显著低于其他湾区，区域内空间节点的枢纽控制力相差

较大；同时，东京湾区空间关系的区域均衡性最强，区域内

空间节点的枢纽控制力分布趋于平均；从通达便利均衡性角

度来看，四个湾区总体上差异不大。

3.1.2  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特征

研究数据表明（表 2），从极差数据来看，粤港澳湾区

不同节点城市在枢纽控制力和通达便利性方面的关系权重差

距最小；从平均数来看，四大湾区节点城市的枢纽控制力指

数平均水平相差较小，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通达便利性

指数平均水平相对较高；从标准差数据来看，节点城市空间

关系权重的离散程度，以粤港澳湾区为相对最低。首位度分

析表明，枢纽控制力方面，仅旧金山湾区存在首位度较为显

著的城市；而从通达便利性方面来看，四大湾区的城市首位

度均不显著。在枢纽控制力和通达便利性两方面，圣何塞和

表 1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整体格局特征

湾区 联系强度 枢纽控制均衡性 通达便利均衡性

纽约湾区 0.049 0.268 0.112
旧金山湾区 0.067 0.412 0.187
东京湾区 0.069 0.101 0.101
粤港澳湾区 0.036 0.134 0.090

表 2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节点城市特征

湾区
枢纽控制力指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 平均数 标准差 首位城市 首位度

纽约湾区 0.195 0.022 0.173 0.091 0.062 纽约 1.194

旧金山湾区 0.251 0.033 0.217 0.093 0.062 圣何塞 1.722

东京湾区 0.178 0 0.178 0.101 0.055 川崎 1.165

粤港澳湾区 0.173 0.031 0.142 0.087 0.032 深圳 1.120

湾区
通达便利性指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 平均数 标准差 首位城市 首位度

纽约湾区 0.224 0.138 0.086 0.181 0.030 纽瓦克 1.041 

旧金山湾区 0.281 0.163 0.118 0.229 0.034 圣何塞 1.030 

东京湾区 0.288 0.167 0.121 0.241 0.033 川崎 1.007 

粤港澳湾区 0.202 0.147 0.055 0.176 0.016 东莞 1.025 图 2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研究指标体系

城市群空间关系

网络整体结构 网络节点特征

枢纽控制力

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势中介中心势网络密度

通达便利性

接近中心度

联系强度 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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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均居于各自湾区内首位城市地位。

从空间布局来看（图 3），纽约湾区节点城市整体上形

成沿海岸线分布的带状结构，空间关系权重较高的城市主要

集中于纽约附近区域（图 3-a1, 图 3-a2）；旧金山湾区节点城

市整体上形成围绕旧金山湾的椭圆环状结构（图 3-b1, 3-b2），
圣何塞是枢纽控制力和通达便利性的首位城市；东京湾区

节点城市整体上形成围绕东京湾的马蹄状结构（图 3-c1, 图

3-c2），枢纽控制力主要集中在滨海的四个节点城市，分别是

川崎、千叶、东京、木更津，通达便利性高的节点城市分布

则相对均衡；粤港澳湾区节点城市整体分布结构与东京湾区

类似，形成围绕珠江口的马蹄状结构（图 3-d1, 图 3-d2），枢

纽控制力和通道便利性较高的节点城市主要是广州和东莞。

3.2  跨海通道对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的影响模式分析
本文分别选取四个湾区内最具代表性的跨海通道设施，

对修建前、修建后的空间关系变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进而

评估跨海通道的空间关系影响模式。

3.2.1  空间关系整体格局影响

统计数据表明（表 3），各湾区跨海通道建设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了湾区空间关系整体格局。联系强度方面，整体提

升幅度较低；枢纽控制均衡性方面，除了旧金山湾区提升幅

度较小，其余湾区提升均较大，其中东京湾区提升幅度最高，

达到 46.98%。通达便利均衡性方面，东京湾区提升幅度达

到 18.21%，其余湾区提升幅度均不大。

3.2.2  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影响

研究数据表明（表 4），跨海通道的建设对于不同湾区节

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的影响模式及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枢纽控

制力方面，纽约湾区的伊丽莎白、东京湾区的木更津提升幅度

最高，旧金山湾区和粤港澳湾区节点城市提升幅度相对较低；

同时，粤港澳湾区和纽约湾区，枢纽控制力提升的节点城市数

量与下降的数量大致相当；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枢纽控制

力降低的节点城市数量多于增长城市。通达便利性方面，东京

湾区的木更津、粤港澳湾区的澳门提升幅度最高；纽约湾区和

旧金山湾区，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提升普遍较低；同时，旧

金山湾区通达便利性提升的城市节点数量相对最少。

就纽约湾区而言（图 4-a1, 图 4-a2），韦拉扎诺海峡大桥

修建以后，枢纽控制力方面，距离大桥较近的节点城市中，

伊丽莎白等城市空间关系权重大幅提升，而佩特森、纽约、

泽西等城市空间关系权重则大幅降低；通达便利性方面，临

近大桥的伊丽莎白通达性提升幅度最高。总体上，纽约湾区

空间关系权重呈现向湾区南部转移的趋势。

就旧金山湾区而言（图 4-b1, 图 4-b2），旧金山—奥克兰

海湾大桥修建以后，枢纽控制力方面，距离大桥最近的奥克

兰和旧金山两个城市的空间关系权重得到提升，围绕旧金山

湾的其他城市，其空间关系权重均下降；通达便利性方面，

除了大桥西岸城市旧金山提升幅度较高之外，其余城市提升

幅度都较低；总体上，大桥的修建对湾区城市的通达便利性

提升不大，但在枢纽控制力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局部”效

应——大桥两端的节点城市得到提升，其余城市均下降。

表 3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整体格局变化

湾区
联系强度 枢纽控制均衡性 通达便利均衡性

修建前 修建后 变化率 /% 修建前 修建后 变化率 /% 修建前 修建后 变化率 /%

纽约湾区 0.0481 0.0486 1.04 0.3044 0.2682 -11.90 0.1147 0.1116   -2.70

旧金山湾区 0.0657 0.0666 1.37 0.4197 0.4123   -1.78 0.1930 0.1870   -3.11

东京湾区 0.0676 0.0687 1.63 0.1901 0.1008 -46.98 0.1240 0.1014 -18.21

粤港澳湾区 0.0355 0.0360 1.41 0.1739 0.1338 -23.07 0.0920 0.0897   -2.49

表 4  湾区城市群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变化

湾区
枢纽控制力变化幅度

最大增长幅度 /% 最大增长幅度城市 最大降低幅度 /% 最大降低幅度城市 增长城市数量 / 个 降低城市数量 / 个 不变城市数量 / 个

纽约湾区 218.33 伊丽莎白 36.01 佩特森 6 4 1

旧金山湾区   21.93 奥克兰 30.40 圣拉斐尔 2 7 1

东京湾区 198.10 木更津 38.96 千叶 3 6 2

粤港澳湾区   38.44 珠海 47.53 东莞 5 6 0

湾区
通达便利性变化幅度

最大增长幅度 /% 最大增长幅度城市 最大降低幅度 /% 最大降低幅度城市 增长城市数量 / 个 降低城市数量 / 个 不变城市数量 / 个

纽约湾区   9.68 伊丽莎白 — — 9 0 2

旧金山湾区   4.59 旧金山 — — 5 0 5

东京湾区 40.80 木更津 — — 10 0 1

粤港澳湾区 19.29 澳门 — — 1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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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湾区城市群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

（a1）纽约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 （a2）纽约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

（b1）旧金山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 （b2）旧金山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

（c1）东京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 （c2）东京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

（d1）粤港澳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 （d2）粤港澳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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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跨海通道对湾区城市群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影响

（a1）纽约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变化幅度 （a2）纽约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变化幅度

（b1）旧金山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变化幅度 （b2）旧金山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变化幅度

（c1）东京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变化幅度 （c2）东京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变化幅度

（d1）粤港澳湾区城市枢纽控制力变化幅度 （d2）粤港澳湾区城市通达便利性变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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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京湾区而言（图 4-c1, 图 4-c2），东京湾跨海隧道修

建以后，枢纽控制力方面，隧道东南端头滨海城市木更津的

提升幅度相对最高，东京湾北部滨海城市千叶、东京下降幅

度最明显；通达便利性方面，除东京外，东京湾沿海城市的

通达性普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总体上，部分滨海城市的空

间关系权重改变较大，枢纽控制力提升或下降的幅度显著，

通达便利性普遍提升较大。

就粤港澳湾区而言（图 4-d1, 图 4-d2），港珠澳大桥修建

以后，枢纽控制力方面，珠海、香港、澳门三地提升较大，

其中珠海增幅最高，香港、澳门则从完全不具备枢纽控制力

提升为区域枢纽控制力中位数水平；中山、江门提升幅度次

之。通达便利性方面，香港、澳门、珠海三地提升幅度较

高，中山、江门、深圳次之。总体上看，港珠澳大桥修建后，

粤港澳湾区空间关系权重呈现向南部沿海城市转移的显著趋

势。香港、珠海、澳门构成空间关系权重提升的第一级，中

山、江门、深圳构成节点空间关系权重提升的第二级；同时，

东莞的空间关系权重削弱较大。

4  讨论

4.1  跨海通道对于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的影响机制探讨
跨海通道的建设，对于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格局影响较

大，其影响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整体上使得湾区

城市群空间关系均衡性得到较大提升。（2）从联系强度、枢纽

控制力、通达便利性三种不同的空间关系测度视角来看，跨

海通道对空间关系权重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对枢纽控制力的

影响最大，且同时存在“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即造成

部分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提升的同时，引起其他节点城市权

重降低；对于通达便利性的影响次之，且只存在“正向效应”；

对区域联系强度的影响相对最小。（3）与通常认知存在一定差

异的是，跨海通道的空间影响机制，并不完全表现为与“跨海

通道—节点城市距离”的正相关性，部分节点城市距离跨海通

道的空间距离较近，空间关系权重反而下降，如纽约湾区的纽

约、泽西，两地枢纽控制力均出现下降；部分节点城市距离跨

海通道空间距离较远，空间关系权重提升反而更大，如东京湾

区南部城市馆山，通达便利性提升幅度远高于东京湾大桥北部

端头城市川崎。综合来看，节点城市的空间关系权重变化，与

湾区陆海地理架构、通道与城市区位关系、路网拓扑结构等要

素综合相关。以东京湾区为例，东京湾区城市群整体上呈马蹄

状分布，东京湾跨海隧道的修建，加强了位于马蹄状端头区域

的原本联系较弱的城市彼此间的联系，致使湾区在枢纽控制力、

通达便利性方面的均衡性大幅提升。相较而言，旧金山湾区城

市群整体围绕旧金山湾呈椭圆环状分布，单座桥隧的修建，对

于湾区空间关系整体格局影响较小。（4）整体趋势上，跨海通

道对滨海城市空间关系权重的改变相对较大，比较典型的如粤

港澳湾区的香港、澳门、珠海等城市，枢纽控制力和通达便利

性均出现较大提升。

4.2  湾区城市群空间层级演进
湾区城市群空间节点，可以划分为两个空间层级，分别

是“滨海城市”结构层、“内陆城市”结构层。其中，滨海

城市结构层是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对

象。地理特征方面，滨海城市具备濒临海洋和天然港湾的地

理优势；功能特征方面，滨海城市往往具备优良的出海条件，

是承载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基础条件；网络特征方

面，跨海通道建设之前，滨海城市往往处于网络关系中的“边

缘区域”，空间关系权重居于弱势，较为典型的如粤港澳湾区

中的香港、澳门两地，跨海通道修建前完全不具备枢纽控制

力，通达便利性较低，空间关系权重位于湾区城市序列尾部。

从以上意义理解，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发展和优化的方

向之一，是从“地理特征”出发，寻求滨海城市“功能特征”

与“网络特征”的统一。一方面，优化湾区城市群网络整体

格局，增强一体化趋势；另一方面，提升滨海城市结构层在

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其与内陆城市结构层的空间联系。

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跨海通道的建设使得湾区“滨海城

市—滨海城市”的空间联系和“滨海城市”网络节点的空间

关系权重加强，也使得“滨海城市—内陆城市”的空间联系

加强，从而系统性增强了滨海城市结构层在城市群内部组织、

整合资源的潜在能力，重塑了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结构，将

进一步提升以湾区为整体空间单元参与全球协作与竞争的空

间战略的可行性（图 5）。

5  结论

对近代城市群空间关系阐释理论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

将“中心地理论”和“城市网络”两大研究范式进行整合，

既重视把握城市群空间关系的整体网络特征，又关注不同城

市在体系中的等级位序和功能特征。基于以上理论视角，本

文建立实证研究方案，以湾区城市群高等级路网为表征载体，

构建城市群空间关系测度模型，对世界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湾区的空间关系

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四大湾区在整体格局、节点

图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层级演进示意图

“滨海城市”结构层

“内陆城市”结构层 跨海通道结构优化

“滨海城市—滨海城市”空间联系加强

“滨海城市—内陆城市”
空间联系加强

“滨海城市”空间
  关系权重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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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关系权重上存在较大差异，跨海通道的修建对以上

两方面均产生显著影响，其影响模式与程度并不简单地与设

施距离线性相关，而是与湾区陆海空间架构、节点城市与设

施空间分布方式、路网格局等要素存在复杂关联。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湾区城市群腹地系统的

关注；二是仅仅从物质要素流动载体的视角对区域空间关系进

行解读。下一步研究，拟将腹地系统纳入对湾区城市群空间关

系影响的范畴中，同时拟通过整合分析多源数据，进一步增强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建模的准确性。另外，拟在进一步研究中

引入时间要素，如将道路网络的通行时间作为权重纳入模型，

或在时间维度上考察物质要素在道路网络中流量的趋势，从而

提炼跨海通道对于湾区城市群空间效应的“滞后效应”，以进

一步提升模型反映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的整体精度。

注：本文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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