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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都市区①现已成为区域发展的

引擎和承接城镇人口转移的主要载 

体 [1-3]。从一些集权特征明显的发达国家的

发展历程看，即使城市化率超过 80%，其

首都大都市区（如首尔、东京、巴黎等）

的人口规模也始终处于增长中 [2]。在我国

虽然没有大都市区统计制度，但市辖区范

围与国外大都市区概念基本接近，以此口

径统计相关数据，发现我国绝大多数特大

城市人口自 2000 年增幅较大，且明显高

于中小城市增幅，与国外人口增长历程接

近。受国土均衡开发思路影响，长期以来，

我国对特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实行以限制为

主的策略。尽管如此，2000—2015 年间，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年均人口增幅均

在 50 万人左右，直至 2015 年底采取了异

常严厉的人口控制措施后，人口增长方大

幅回落。绝大多数劳动经济学家和少数的

城乡规划学者认为这一措施有碍人口的自

由流动，不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和地区

经济增长 [1, 4-7]，但也有学者对于调控特大

城市人口的必要性持肯定态度 [8-9]。是否控

制特大城市或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国内

学者主要是基于生态资源和基础设施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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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政府历来重视国土均衡开发，并在政策、规划等制度设计层面予以有效贯彻。以

人均 GDP 进行衡量，在 2000 年前后，其国土空间基本实现均衡发展。在全国城市化率达到

90% 的情况下，首尔大都市区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导致职住空间分布特征的急剧变化。本文

梳理了 1960 年以来首尔大都市区人口总量的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发现在大都市区发展初

期和中期，经济逐利是主要影响因素，快捷轨道交通极大地支撑了大都市区空间拓展和大都

市区核心区就业岗位密度的提升，加剧了职住分离程度；在大都市区发展中后期，空间增长

动力机制由初期的经济逐利向公共服务设施逐利过渡，受益于既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规模效应、人力资源及技术外溢等诸多条件，大都市区空间演进将遵循循环累积因果原理，

在国土尺度上延续非均衡的极化发展模式。首尔大都市区案例研究对中国大都市区发展有较

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对于人口腹地较大的大都市区而言，试图控制人口规模增长

往往是低效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才是调控大都市区人口分布的核心抓手。

Abstract: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DP per capita, the country has basically achieved a balanced development 
nationwide around 2000. While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has reached 90% in South Korea, the 
population of Seoul Metropolitan Area(MA) is still growing rapidly, which brought drastic change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and ho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Seoul MA since 1960 are combed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rapid rail transit has 
greatly supported the expansion of MA and intensified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 density in core area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it-sharing, the internal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MA is analyzed. 
We believe that individuals profit from the initial economic behavior to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A. Benefiting from infrastructure scal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human resources,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other conditions,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MA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 and continue the unbalanced polar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can maximize the space efficiency. The case of Seoul MA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tropolitan area.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that for the metropolitan area 
with large population hinterland, trying to control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scale is often ineffective.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is the core of the regula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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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区范围的阈值标准，详见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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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视角进行评估，以确定人口上限，而对于世界级大都市

区典型案例的深入解读，相关文献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工业

化和城市化历程较长的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区 [10-12]，

但由于其都市化历程与我国有显著差别，指导意义不强。

城镇密集区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是否为普遍规律？其核

心致因是什么？对于发达地区的深度解析与系统比较是社会

经济系统优化的主要方法，但国内缺少对于可比性较强案例

的深入解读。在世界发达地区序列中，首尔作为典型的后发

大都市区，其人口腹地、发展背景、演化进程等与中国绝大

多数省会城市接近①，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以首尔大都

市区为例，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从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的增

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着手，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总结其演化规律，从经济效率、交通支撑和国土开发政策等

方面分析核心致因；结合中国语境研判我国部分特大城市人

口集聚和职住空间的演化趋势，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1  首尔大都市区职住空间的演变特征

1.1  首尔大都市区的地域单元划分与社会经济指标

1.1.1  空间范围与人口特征

首尔大都市区又称首都圈（The Seoul Capital Area），包含

首尔特别市（简称首尔市，605 km2）、京畿道（10 136 km2） 

和仁川广域市（958 km2），行政总面积为 11 000 km2（图 1）。
根据韩国统计厅信息，2016 年大都市区人口为 2 572 万人，

占韩国总人口的 50.8%。其中，首尔市人口为 990 万人，占

大都市区人口总数的近一半；京畿道环绕首尔市和仁川市，

人口为 1 297 万人；仁川市人口为 285 万人 [2]。

1.1.2  经济发展水平

2015 年，首尔大都市区经济总量（GDP）为近 7 000 亿

美元，人均 2.8 万美元，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

首尔市为 3 110 亿美元，人均 3.14 万美元；京畿道为 3 128
亿美元，人均 2.41 万美元；仁川市为 715 亿美元，人均 2.8
万美元 [2]。

1.1.3  基于人口密度的空间结构特征

依据土地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指标来划定空间结构，首

尔大都市区呈现明显的圈层特征 [13]（图 2）。以首尔市中区为

几何中心，第一圈层为等效半径 15 km 左右的高密度开发区，

基本与首尔市区面积吻合，这一区域内可建设用地基本开发殆

尽，居住人口密度达到近 2 万人 / 平方公里。第二圈层为等效

半径 35 km 左右的中高密度开发区，以仁川市下属的 8 个区、

京畿道下属的约 20 余个市（几乎包括了除涟川郡、抱川市、

加平郡、杨平郡、骊州郡、平泽市和安城市之外的所有区域）

为主要构成部分。与第一圈层明显的连绵开发特征差别较大，

第二圈层内用地受地形限制和国土开发策略影响 [14-15]，建设用

地分布呈现明显的走廊和组团特征，居住人口密度在 10 000

图 1  首尔大都市区在韩国所处区位及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oul_Capital_Area#/media/File:Sudogwon.

svg绘制

图 2  首尔大都市区圈层结构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行政地图 https://image.so.com/i?q=%E9%9F%A9%E5%9B%BD%

E8%A1%8C%E6%94%BF%E5%9B%BE&listsrc=sobox&listsign=bb2d963e33fc41f2173bb720a9
71dad2&src=360pic_strong#/绘制

① 首尔大都市区人口腹地为整个韩国，其面积为 10 万 km2，当前人口为 5 000 万人，与绝大多数中国省会城市接近；其都市区化起步于 1980 年代，

区域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系统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显著不同于工业化历程较长的东京、伦敦、巴黎等城市，而与中国超大城市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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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平方公里左右。第三圈层为京畿道和仁川市外围地区，距

离首尔市几何中心约 50~70 km，该区域除南部的水原市、龙

仁市等地区外绝大部分区域为限制开发区域。

1.2  居住人口的演变历程与典型特征

1.2.1  大都市区人口总量的演变

韩国在 1960 年已经明确了国土均衡发展的思路，并在

1963 年颁布的《国土建设综合规划法》中予以确认，后续

的多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和首都圈整备规划也一直予以贯

彻和强化。但是首尔大都市区极化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

变，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持续升高（表 1）。1990
年后，韩国实施了广域圈开发政策，2000 年以来实施了第

一个《国家均衡发展五年计划（2004—2008 年）》，均衡发

展理念再次得到强化，加之全国城市化率达到 90%，在此

背景下，2005—2010 年间首尔大都市区人口增速有所降低，

但在 2010 年后，人口再次大幅增长。

1.2.2  大都市区不同地域的人口变化特征

从不同地域人口变化的角度看，首尔大都市区人口呈现

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即人口优先在首尔市区增长，

继而呈现空间拓展特征，自中心向外延展，这一趋势自 1960
年代延续至 1990 年代市区土地开发殆尽之时。1971—1980
年间，京畿道地区开始承接首尔市区工业项目的转移，就业

机会大幅增加，加之政府各项政策的鼓励，使得京畿道地区

居住人口快速增长，年均增长人口达到 16.4 万人；与此同时，

随着首尔市区对外交通可达性的提高，首尔市作为大都市区

公共服务中心的功能日趋凸显，这一时期内，首尔市拥有较

大规模的待开发用地，土地开发成本整体较低，在强大的路

径锁定效应下，城市发展遵循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使得首尔

市区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情况，首尔市年均增长人口为

29.3 万人，人口数量增幅明显高于京畿道。1990 年以后，在

韩国城市化率已超过 80% 的背景下，京畿道年均增长人口

数量仍大幅提高，达到每年 23.6 万人左右，以流动人口增长

为主；2001—2010 年间，在韩国城市化率达到 90% 的背景下，

京畿道年均新增人口仍达到 25.9 万人，仍以流动人口为主，

说明了大都市区极强的人口吸纳能力。

综合考虑人口增量和增长率指标，可将首尔大都市区人

口增长以 1990 年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0 年

之前，人口增长主要聚集于首尔市范围内，此阶段大都市区人

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 1990 年之后；第二个阶段为 1990 年之后，

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量主要分布在京畿道地区（图 3）。
具体来看，首尔市人口在 1960 年以后快速增长，1990

年左右到达顶峰 1 061 万人，此后人口总量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下降幅度较小，自 2000 年以来，人口总数基本维持在

1 000 万人左右。京畿道地区人口在 1990—2016 年间则以年

均 25 万人的速度持续增长，由 1990 年的 662 万人增至 2016
年的 1 297 万人，在 2003 年京畿道人口达到 1 036 万人时，

首次超过当时的首尔市人口（1 027 万人），总人口占到大都

市区比重的近一半。在人口增速上，首尔经历了由快到慢和

1990 年后的负增长阶段，京畿道地区在 1985 年之前人口增

长缓慢，1985 年之后人口稳步增长，但由于基数变大，增

长率出现下降特征（图 4）。

表 1  首尔大都市区人口数量及其占全国比重

年份 1960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大都市区 / 

万人
558 893 1 092 1 329 1 582 1 858 2 018 2 135 2 270 2 355 2 572

全国 / 万人 2 498 3 143 3 470 3 812 4 046 4 380 4 509 4 700 4 813 4 941 5 062

大都市区人

口占全国人

口比重 / %

22.3 28.4 31.5 34.9 39.1 42.4 44.8 45.4 47.2 47.7 50.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首尔市政府网站 http://stat.seoul.go.kr/中人口统计资料整理
图 4  首尔大都市区不同地域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统计厅网站 http://kostat.go.kr/portal/korea/index.action相关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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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首尔大都市区不同地域人口增长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统计厅网站 http://kostat.go.kr/portal/korea/index.action相关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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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就业岗位的演变历程与现状特征

1.3.1  大都市区就业岗位的现状特征

2009 年首尔大都市区就业岗位总量为 1 192 万个，其中

首尔市以 5.5% 的土地占比承载了 42% 的就业岗位数量。从

职住比角度看，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实现了理论上的均

衡分布，而就业市场的自由性选择和快捷交通系统的支撑使

得职住分离现象明显。根据产业结构和不同人口就业收入的

经济规律推算就业岗位类型，首尔市就业岗位以三产为主，

京畿道的就业人口仍有较大比例从事二产（表 2）。
大都市区就业岗位密度呈现明显的“内高外低”特征

（图 5），且高密度地区主要集中在市政厅广场周边区域，随

着离市政厅广场距离的增加，岗位密度急剧下降，在 13 km

外再次下降（图 6），但幅度降低。这与首尔市区较高的土

地开发强度特征基本吻合（首尔市区半径约 15 km），而首

尔市外围京畿道城市新区的岗位密度明显偏低。

1.3.2  大都市区就业岗位的演变历程

1960 年以来，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首尔

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进入

首尔市，至 1980 年代，首尔大都市区拥有了更强的聚集能

力，1980 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达到 45.9%，1990
年为 48.8%，2000 年达到 49.6%。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首尔市的就业岗位由 1980 年的 240 万个增

至 1996 年的 410 万个，1997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岗位数

量下降了 20%，但是 1980—2000 年间首尔大都市区就业岗

位占全国岗位数的比例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主要变化体现

在首尔市岗位占大都市区岗位数量比例的下降，由 1981 年

的 72% 下降至 1991 年的 63%，继而于 2000 年下降到 54%，

这与东京、巴黎等大都市区岗位的空间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随着仁川及京畿道地区的发展，制造业、电子信息业等岗位

不断外迁至大都市区外围。以制造业为例，首尔市的制造业

所占岗位比重在 1973 年为近 70%，至 1995 年不足 25%，而

生产性服务业及其他高附加值产业仍保留在首尔市区，且不

断强化 [16-17]。

1.3.3  首尔市就业岗位的演变历程

同世界其他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区就业岗位分布特征一

致，首尔市拥有的就业岗位数明显高于劳动力人口数，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市区的劳动力人口数分别为 503 万人、

524 万人和 493 万人，与之对应的就业岗位数分别为 536 万

个、574 万个和 536 万个，岗位数比劳动力人口数分别多出

33 万个、50 万个和 43 万个。可以看出，不论首尔市区人口

总量呈现如何变化特征，就业岗位数量始终多于劳动力人口

数，由此吸引部分首尔市区外的人口至市区就业。从具体分

布特征看，随着产业结构升级，1990 年后首尔市的就业岗位

基本为服务业，楼宇经济特征更加明显，就业地集聚特征日

趋增强，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汉阳都城、永登浦和江南区等

三个商务和商业中心。2015 年这三个大都市区中心所提供

的就业岗位数约达 80 万个，岗位密度分别为 8.85 万个 / 平

方公里、4.96 万个 / 平方公里和 3.67 万个 / 平方公里（表 3）， 
明显高于现阶段我国都市中心商务区岗位密度。

表 2  首尔大都市区主要经济与就业指标（2009年）

地区

GDP / 
万亿

韩元

一产 / 
% 

二产 / 
%

三产 / 
%

就业

人数 / 
万人

比例 / 
%

居住

人数 / 
万人

职

住

比

世界 500
强企业 / 
家

首尔市 236 0.2 9.6 90.2 493 41.3 971 0.51 378

仁川市 46 0.7 39.3 60.0 132 11.1 264 0.50 19

京畿道 204 1.8 46.6 51.6 567 47.6 1127 0.50 77

大都市区 487 0.9 28.0 71.1 1 192 100 2 362 0.50 47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统计厅网站 http://kostat.go.kr/portal/korea/index.action等信息绘制

图 5  首尔大都市区就业岗位密度分布（圈层级差为 10 km）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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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首尔大都市区就业岗位密度分布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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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都市区职住空间演进的普遍规律

2.1  基于大都市区空间的人口集聚
大都市区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存在明显的单极化发展特

征，是较大国土单元内的经济增长极。从国际案例看，除韩

国外，日本、英国、法国、印尼、马来西亚、巴西等人口大

国均形成了以首都为核心依托的 1 000 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

区 [17]。这种极化效应吸引了较大区域的人口汇集，空间结构

演化体现了中心城区人口快速增长、近郊区及远郊区递增的

人口分布规律。

2.2  大都市区的职住空间分离
对于大都市区最内部圈层的中心城区（由距离几何中心

约 15 km 以内的区域构成，面积大都在 600 km2 左右）而言，

就业岗位数量明显高于劳动力人口数量是普遍规律。在中心

城区范围内形成若干个高能级中心，大都分布在距离几何中

心 5 km 范围内，其就业密度超过 3 万个 / 平方公里，面积

超过 1 km2，是服务于整个大都市区乃至更大区域的高能级

商务中心 [17-18]。随着快捷交通条件的不断提升，尤其是轨道

交通的网络化发展，职住分离是普遍规律。通过将首尔大都

市区与巴黎大区、东京都市圈对比分析，发现中心城区对外

轨网交通条件越发达，职住分离现象越明显，人们总是倾向

于在各自可接受的出行时耗内进行职住空间的自由选择。

2.3  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的理论解析

2.3.1  基于增长极理论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的区域非均衡发展

解析

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方面，佩鲁（Perroux）于 1950 年提

出的增长极理论以及缪尔达尔（Myrdal）于 1957 年提出的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有力地解释了为何大都市区会普遍存在极

化发展现象。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总是由“增长中心”

向其他地区和部门传导，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而首都地区

往往是一个国家优先发展的地区，具备区域辐射的职能。循

环累积因果理论利用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波效应

（backwash effect）的概念阐释了发达地区对其他落后地区的

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认为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系统要素之

间有明显的关联效应，一个要素的变化必然带来另外一些要

素的变化，在没有外界强有力干预的前提下，会导致社会经

济沿着初始要素变化的方向发展 [19]。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干

预，市场机制影响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加剧地区之间的非均衡

发展，导致发达地区发展更快而欠发达地区发展更慢。进入

21 世纪以来，韩国更加关注国土均衡开发，在政策控制和

引导下，首尔大都市区与其他地区才没有出现明显的梯度级

差。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n）于 1966 年提出的

“核心—边缘”理论，也从空间关联的视角解释了非均衡发

展的普遍现象 [19]。

2.3.2  基于集聚理论的大都市区空间增长解析

集聚经济效益理论认为：城市化本质就是经济活动的

集聚，集聚经济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集聚效应

（agglomerative effect）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存在劳动力

池（labor pooling）效应，基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既有利于

就业者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有利于企业找到合适的员工，两

者实现了共赢，共同将交易成本大幅降低 [17]。从城市发展

的原动力来看，大都市区之所以长期存在并持续扩增，是因

为这个集聚场所提供了更加多样的交流机会，产生了知识、

技能和文化外溢，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城市人

也获得更加多样的选择机会，实现了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

的双重提升。

2.3.3  基于土地竞租理论的土地开发业态解析

阿隆索（Alonso）在 1964 年提出土地竞租理论（bid 

rent theory），从地块开发的微观层面对土地开发业态进行深

入解析，详细论述了土地定价机制和业态开发机制。该理论

认为地价决定土地使用业态，土地使用者会根据土地所在的

区位、交通可达性、周边关联的开发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可

以接受的土地价格，并以此决定土地开发业态 [20]。总体来看，

随着离中心区距离的增长，土地大都呈现价格下降的趋势，

局部地段可能由于拥有优越的生态或历史文化条件等有一定

涨幅（这也促成了大都市区多中心体系的形成），但整体上

呈现明显的下降分布特征，此理论解释了高等级中心为何总

是分布于中心城区。

3  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首尔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化的经济致因分析

3.1.1  经济弹性系数模型的构建

人口规模是否增长是判断大都市区是否由聚集向分散

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条件下，个人

表 3  首尔大都市区三个中心主要指标统计（2015年）

名称 面积 / km2 岗位 / 万个 就业密度（万个 /平方公里）

汉阳都城 6.3 55.8 8.85

永登浦 2.9 14.4 4.96

江南 2.8 10.3 3.67

合计 12.0 80.4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8]计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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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庭居住地的选择总是倾向于经济收入偏高的相对发达地

区，直到地区间人均收入接近。在集体选择行为上，可用经

济弹性系数（EP）来反映：EP= 经济份额（E）/ 人口份额

（P）；经济份额（E）=GDP i /∑ iPOP，其中 i 为研究区域内

统计单元的个数；人口份额（P）=POP i /∑ iPOP，其中 POP

为统计单元内的常住人口数量，i 为统计单元的个数。

EP 取值反映出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与全国（或较大尺度

空间单元）的关系。若 EP 等于 1，则全国区域间经济收入

基本均衡，人口流动意义不大；若 EP 大于 1，取值越大说

明区域人均收入越高，人口聚集能力越强，这与任泽平 [21]

的观点一致。

3.1.2  首尔大都市区的实例验证

自 1985 年以来，首尔大都市区经济弹性系数呈现降低

趋势（表 4），由 1985 年的 1.07 降至 2015 年的 0.96，说明

单位人口创造的 GDP 相对值在大都市区范围内正在降低，

按照人均经济收入减少则经济逐利行为弱化的观点，大都市

区人口增长幅度将降低。从实际情况看，首尔大都市区人口

增幅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尤其是在 1990 年之前经济弹性系

数较大时；1995 年后，经济弹性系数维持在 1.0 左右，人口

仍处于增长态势，但幅度较小，说明在都市化后期，大都市

区吸纳外来人口的动力除相对优厚的经济收入外，文化、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高度集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

择类型可能也是重要外因 [22]。

3.1.3  基于就业岗位增加视角的佐证

在首尔市区土地开发殆尽的背景下，京畿道和仁川地

区由于拥有相对充足的可建设用地，加之人力成本较低，近

来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首尔市及韩国平均水平。尤其是

2011 年以来，京畿道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首尔市区（图 7），
至 2014 年京畿道 GDP 达到 3 128 亿美元，首次超过首尔市

的 3 110 亿美元。与此同时，进入京畿道地区的企业数量大

幅增加，提供了大量的新增岗位，2002—2014 年间京畿道

新增企业 7.7 万家，新增就业岗位 26.9 万个，为承接新增人

口提供了核心支撑。

3.2  影响首尔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化的交通致因分析

3.2.1  大都市区层面的空间演进特征与轨道交通关联分析

经济、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大都市区职住空间演进

的重要支撑。2000 年以前，首尔市区的地铁网络基本建设

完毕，总里程达到近 300 km，此后大都市区（且主要为外

围地区）轨道交通的建设重点转向都市电铁（图 8），2004
年都市电铁总里程为 193 km，2012 年达到 504 km（图 9）。

表 4  首尔大都市区人口净流入分析

年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经济份额（E） / % 42 46.2 45.7 47.2 48.9 48.8 47.8

人口份额（P） / % 39.1 42.8 45.1 46.3 48.3 49.9 50.8

弹性系数（EP） / % 1.07 1.08 1.01 1.02 1.01 0.98 0.96

净流入 / 万人 — 276 160 117 135 85 12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站 http://kosis.nso.go.kr及人口住宅普查网站
www.census.go.kr数据整理

图 7  近年来首尔市、京畿道与韩国经济增长率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站 http://kosis.nso.go.kr相关数据绘制

图 9  都市电铁运营里程与首尔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首尔市政府网站 http://stat.seoul.go.kr/octagonweb/jsp/WWS7/

WWSDS7100.jsp相关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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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畿道地区人口增长的同时，都市电铁人均里程增长率

明显高于人口增长率，为京畿道和仁川地区的居民快捷往

返首尔市提供了更多机会，助推了职住空间的分离和通勤

距离的延长。

从具体的出行量分布数据来看，自 1980 年以来，首尔

市内部出行总量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表 5），这与整个大都

市区人口总量的增长存在一定关系，但是在人均出行率指标

没有太大变化的背景下，其内部出行分担率下降速率明显快

于人口总量增长所稀释的增长幅度，说明首尔至大都市区外

围地区的联系呈增长态势，职住分离日趋明显，平均出行距

离一直处于增长态势。

3.2.2  CBD 地区就业特征与轨道交通的关联分析

同大多数城市的空间结构演进历程接近，首尔市在 1960
年代—1970 年代为单中心结构，此时地铁网络尚未形成，

城市以道路交通为主，加之文化因素的影响，在 1980 年之

前，城市的中心一直是汉阳都城。随着江南片区的开发和大

都市区规模的日益扩大，汉阳都城单中心模式的负外部性特

征日趋明显。此外，轨道交通网络的完善以及区域可达性的

提高，促使汉江以南的部分区域诞生了新的都市区级别的副

中心——永登浦和江南区，自此大都市区形成了三个高密度

的 CBD 区域（图 5）。
从具体的交通集散条件看，三个大都市区的中心均有

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条件：汉阳都城、永登浦、江南区三个

CBD 地区的轨道站点密度分别为 3.9 座 / 平方公里、2.0 座 / 

平方公里和 2.7 座 / 平方公里，且三个 CBD 均有对外都市

快轨线路和城市轨道环线（表 6）。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

网络使其拥有的市场腹地明显大于其他地区。

3.3  影响首尔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化的政策致因分析

3.3.1  国土开发政策及效果

韩国政府关注国土空间的均衡开发，自 1980 年代以

来出台了若干国土、首都圈等层面的相关政策和空间规划

（表 7），试图抑制和扭转首尔大都市区的极化发展趋势。

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下，集聚发展有着更高的经济效

率，在市场力作用机制下，非均衡发展的方向没有发生改

变，首尔大都市区人口始终在增长 [24]。对职住空间而言，

中心城区发达的交通网络支撑着职住空间始终处于分离过

程中。

尽管职住空间趋向分离，但得益于出行速度的提高，大

都市区总体出行时耗平均值变化不大。此外，职住空间分离

表面上似乎产生了无效或低效交通流，但这是居民自我选择

表 5  首尔大都市区不同地域间的通勤出行特征

分  类 1980 1990 1995 2012

平均通勤距离 / km 9.1 9.8 10.3 10.5

首尔市人口占大都市区人口比例 / % 58.2 55.8 47.5 42.7 

首尔→

→

首尔 / % 65.3 55.2 45.8 42.0

首尔→仁川、京畿道 / % 3.9 4.6 4.8
16.7

仁川、京畿道→首尔 / % 5.9 10.1 11.1

仁川、京畿道→

→

仁川、京畿道 / % 24.9 30.1 38.3 41.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首尔市政府网站http://stat.seoul.go.kr相关交通统计资料以及参考文献 [23]
绘制

表 6  首尔大都市区三个 CBD的主要指标统计

名称 定位
面积 / 
km2 轨道线路

轨道

环线

轨道站点

密度

（座 /平
方公里）

就业密度 
（万个 /
平方公里）

汉阳

都城

世界级历史

文化中心

6.3 1、2、3、4、5、

6 与中央线

2 号线 3.9 8.85

永登浦
国际金融

中心

2.8 1、2、5、9 与

京釜线、京仁线

2 号线 2.0 4.96

江南区
国际业务

商业中心

2.8 2、3、7、9 与

新盆塘线

2 号线 2.7 3.6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统计厅网站 http://kostat.go.kr/portal/korea/index.action 相关数据以
及 http://map.51240.com/shouer__map/计算整理

表 7  首尔大都市区的区域开发背景与政策

时间 主要发展要素 时代背景 面临的主要问题 相关法律或规划 大都市区空间导向 主要政策

1980—1995 年 人口、土地 首尔市人口大幅增长、房

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

污染等

首尔市人口和产

业过度集中

《首都圈整备计划法》（1982），《第一次

首都圈计划（1982—1996）》

以直接限制为主 保持中枢职能，形成广

域多核的都市区结构

1995—2005 年 资本、技术 全球化、区域化、南北统

一

环境恶化 《首都整备计划修订法》（1994），《第二

次首都圈整备规划（1997—2011）》

统筹空间发展 对 1.2 万 km2 的空间载

体进行资源要素配置

与整合

2005 年至今 文化创意、信

息技术

大都市区人口增长趋缓、

提升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下降 《第 三 次 首 都 圈 整 备 规 划（2006—

2020）》

提高土地空间功效

和持续竞争力

关注地域特色产业集

群和地方自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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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在同等时耗约束条件下，职住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使

居民有更多的职住空间选址机会，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

空间规划中，不断压缩职住空间距离、压缩出行时耗是正确

的目标导向。因此，近年首尔市及首尔大都市区在相关规划

中，均规划建设了不同规模和辐射能力的中心体系，形成网

络化格局，试图在保证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力的前提下，减

缓职住分离现象，提高土地空间效能。

3.3.2  公共服务集聚

自 1970 年以来，韩国政府在政策和规划制定过程中强

化了促进国土均衡开发的策略，从经济视角看达到了预想

的结果：地区间人均 GDP 日趋接近（表 8）；在同一大都市

区范围内，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也基本接近，

最大差距不超过 1.5 倍。但是从人口流动视角看，即使人均

GDP 如此接近，韩国市民向首尔大都市区聚集的趋势仍没

有改变：2001—2010 年间，在韩国城市化率达到 90% 的背

景下，京畿道年均新增人口仍达 25.9 万人，从人口聚集的

角度看，国土均衡发展的策略受到了较大的挑战。大量的实

地调研情况表明，在工业化后期，人们选择在大都市区职住

的主要目的除享受较高的经济收益外，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

在职住空间选址中的影响日趋明显。公共服务设施的集聚数

据显示，首尔大都市区承载了韩国 67.1% 的研发投入，文化

和教育设施投入也占韩国的 80% 以上，全国排名前 20 的大

学中有 16 所位于大都市区范围内 [24]。其内在本质是基于大

都市区空间的集聚发展，规模效应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运行

效率和更多的就业、休憩等选择机会。在后工业化时代更加

关注创新创意的发展背景下，大都市区知识外溢效应更加明

显，有更强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力，居民个体和城市整体均能

从集聚中获益。

4  主要结论和建议

4.1  主要结论
（1）都市化初期人口聚集呈现爆发特征，体现在人口

增幅远高于同期其他级别城市。在这一时期内，大都市区

空间聚集带来的正效应远大于负效应，人口聚集趋势难以

逆转，试图采取均衡发展策略往往是徒劳和低效的。在城

市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后，由于大都市区拥有较大规模的优

质公共服务设施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和人力资源效应

带来的正外部性等诸多优势条件，大都市区仍有较强的人

口吸纳能力。

（2）人口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外围”特征，即

人口首先在中心城区聚集，在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开发殆尽、

居住成本高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负效应影响下，进入

大都市区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快捷交通尤其是轨

道交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心城区对外轨道交通网络越

发达，中心城区主要就业中心吸纳来自郊区的就业人数越多，

职住分离现象越明显。

（3）在空间逐利视域下，便捷、快速的交通系统供给与

在较小范围内实现较大比例的职住平衡愿景是自相矛盾的。

大都市区作为城市聚落的高级体现形式，其内在演化路径符

合城市空间演进的基本原理——资源效率配置最优原则。在

信息获取更加开放多元、人员流动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下，

职住分离是居民综合考虑自身或家庭等外部影响因素后作出

的个体最优决策。

4.2  主要建议
（1）在行政区经济导引下，加之全国高铁、高速公路以

及城际铁路的网络化运营，人才、资源、资本等要素流动将

更加频繁且呈现更明显的大尺度区域配置特征。未来城市人

口竞争将日趋激烈，既表现在不同行政地域单元的省际、城

际之间，也表现在同一行政范围内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之间。

而基于地区参与国家乃至全球竞争的外部发展背景，集聚效

应和规模效应特征明显的大都市区是最好的空间载体，大都

市区化是必然选择。因此，对于城镇密集区而言，非均衡的

极化发展将是必然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集体选择

的逻辑。对于人口规模接近或达到 1 000 万人及以上的大都

市区，其空间组织将会异常复杂，必须提前预留都市快轨等

高速、大容量轨道交通建设通道，并加强与城市轨道网络一

体化换乘体系的规划设计，这对当前我国轨道网络规划设计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表 8  2000年韩国主要大都市区主要指标统计

名称 构成
面积 / 
km2

人口 / 
万人

城市化率 / 
%

GDP / 
亿美元

人均 GDP / 
美元

首尔大都市区

首尔 606 990 100.0 1 060 10 309

仁川 965 248 96.8 235 9 069

京畿道 10 135 898 78.7 1 018 10 182

首尔圈小计 11 706 2 136 90.7 2 313 10 113

中部都市圈

大田 540 137 100 117 8 245

忠北道 7 342 147 58.5 169 11 256

忠南道 85 538 185 32.4 232 12 117

中部圈小计 16 558 469 60.3 519 10 711

西南都市圈

光州 501 135 100.0 110 7 828

全北道 8 050 189 66.1 156 7 933

全南道 11 987 200 40.5 223 10 849

西南圈小计 20 538 524 65.1 489 9 0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站 http://kosis.nso.go.kr相关统计数据整理



103 2020 Vol.35, No.2国际城市规划

王超深  赵炜    首尔大都市区职住空间演进规律探究及启示

（2）当前我国具有广阔人口腹地的特大城市（如成都、

郑州等），其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可能偏小。在“二元”

人口结构的制度红利逐步释放后，城镇密集区人口在快捷交

通网络的支撑下，以及超大城市高强度开发造成的居住建筑

体量远超总规确定的人口规模的条件下，其城市人口政策也

面临重大调整，基于大都市区层面的人口规模预测修订成为

必然，在总规修编之际应予以重点考虑。

（3）公共服务系统是调整空间结构的重要抓手，尤其是

在大都市区的中后期发展阶段，人们选择职住空间时更加关

注公服设施。对于理想城市形态的构建，应统筹考虑区域均

衡发展、经济收益、交通支撑和公服供给，形成政策调控的

组合效应，以此优化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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