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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场群的基础研究

1.1  研究概况
2017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新机场

建设时提出了“京津冀三地机场如何更好形成世界级机场

群”的关键性问题，并指出“新机场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新

的动力源”。2017 年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城

市群与机场群崛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城市

群与机场群联动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截至 2019 年 4 月，以“机场群”为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数据库共检索到文献 294 篇。其中，期刊类文献 158 篇，

报纸类文献 106 篇，硕士论文 13 篇，博士论文 2 篇，国内

会议类文献 10 篇，学术辑刊 1 篇，外文文献 4 篇。这显示

机场群作为新生概念，目前相关研究较少。

检索出的文献资料中，1995 年出版的《珠江经济》期

刊中的《港澳瞭望》一文，首次提出了机场群的概念 [1]。

其后数年该概念出现频次较低，截至 2007 年相关论文总量

仅为 11 篇，在 2008 年才达到年度 19 篇，之后研究热度明

显增加，到了 2017年达到年度 72篇，2018年达到年度 68篇，
显示出机场群相关研究的年度活跃程度。

294 篇文献资料的研究机构集中在中国民航大学、北

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科学

技术研究院以及中国民航干部管理学院等民航行业内的大

学和科研院所，研究内容更多聚焦在空域使用、航线组织

和航司运营管理等层面，其中与城市群有关的文献仅 30 篇，

且发表时间集中在 2017 年以后。这显示出机场群与城市群

的联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1.2  机场群的内涵
国外学者对于机场群的相关研究始于 1970 年代。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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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新型城镇化

的主体形态，机场作为传统交通门户的角色正在向“新的动力源”转变。

加州城市群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城市群，其空间范围内的机场群则是美国

西海岸乃至北美地区内部交通组织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美国面向亚太

地区的门户、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可谓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承载空间，

实现了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级机场群的联动发展。本文从世界级城市群

和世界级机场群的空间匹配关系入手，界定两者联动发展的空间尺度和

基本研究单元，分析两者等级、职能分工及空间分布的耦合特征，总结

世界级机场群功能和空间布局模式，对两者的联动发展经验进行初步探

索，希望能够对我国世界级机场群的空间布局规划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rried by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main front for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The 
role of airport as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gateway is shifting to new power 
sources. California has the fastest grow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ts airport clusters are the important platform for internal traffic 
organization of the West Coast and even North America, at the same and the 
gateway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haping an important node area for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hus，it is the important space for the US to achieve 
global strategy in 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airport cluster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alysis of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airport clusters, 
then defines the spatial scale and basic research uni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analyzes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ervice 
levels, functional divis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with the aim to summarize 
the functions and planning layout for world-class airport cluster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of world-class airport clust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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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瓦等（Bonnefoy et al.）认为截至 2008
年全世界已形成 59 个成熟机场群，其

中欧洲 25 个，北美 18 个，亚太 8 个，

拉丁美洲 5 个，中东 3 个 [2]，且机场群

的演化和规模与城市群发展密切相关 [3]。

纽夫维尔（Neufville）认为机场群是指

服务于大都市区航空交通的多机场的

组合 [4]，其发展主要包括以下 5 大特 

征 [5] ：大都市区的航空公司和消费者往

往集中于某些主要机场；有效的商业广

告对于次要机场的形成至关重要；次

要机场的规模和飞机起降的频次对其

自身发展同样重要；主、次要机场可

以根据地理区位和航空票价来细分相

关市场；政府对于机场群总体布局的

影响力相对有限。

国内学者对机场群的研究集中在民

航领域，且其中大部分将机场群等同于

国外的多机场系统（multi-airport systems），

而与城市群相关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

对于城市群视角下机场群的内涵，目前

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张宁认为机场群是

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依据航线布

局、航班编排、空中交通管理、机场产

业联合、航空运输合理化、地理限制、

生态自然环境制约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的要求，优化配置空间区域并在此区域

内形成机场协同关系 [6]。杨和王倩等认

为机场群就是在一个地区内，地理位置

上地面距离比较接近，同时具有相同或

者比较接近的机场等级，在出现空中繁

忙时，这些机场共同构成超级大的机场，

以共享交通资源 [7]。屈云茜认为机场群

是为了更好地分配资源和满足航空运输

需求，区域内两个及以上地理位置相邻、

不同规模和等级的民用机场，以一机场

或多机场为核心，由相互作用关系聚集

而成的机场集合 [8]。王倩认为机场群是

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区域内由两个

及以上的机场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的机

场集合 [9]。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

功能和空间的角度切入，认为与城市

群对应的机场群内涵为：以一个或几

个客货运量较大的中心机场为核心，由

若干个空间距离较近、经济联系密切、

功能互补并且等级有序的周边机场共

同组成，其职能上不再局限于城市群

对外交通门户，而是作为城市群重要

的动力源，在功能和空间分布上则与

其所在的城市群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机场群与城市群相伴相生，不同

功能、不同规模和不同区位的机场所

构成的不同类型的机场群支撑城市群

融入全球经济及产业分工，成为对外

合作交流的重要通道和平台；而城市群

内部各城市在人口集聚度、功能、产

业与分工等方面的不同，又会对机场

群的系统布局产生重大影响。

1.3  机场群的空间尺度界定
本文所讨论的机场群是指特定的

城市群尺度范围内所有运输机场的集

合，即在分析研究的空间尺度上机场

群与城市群相匹配。

首先，民航管理领域对机场群的

定义在本文中并不适用。以 2006 年发

布的《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为例，

规划中表述的北方、华东、中南、西

南和西北等五大区域机场群，其对应

的是行业管理区划的概念，在空间上

基本按照民航地区管理局各自管辖的

行政区划范围进行限定研究，空间尺

度过大。比如华东区域机场群，覆盖华

东一市六省，范围面积超过 80 万 km2。

其次，民航学术研究领域对机场

群的定义在本文中也不适用。目前研

究较多的“一市多场”的城市机场群，

即上文提到的“多机场系统”，是基本

对应行政区划的概念，在空间上按照城

市属地范围进行限定研究，空间尺度

较小。比如纽约机场群，与其对应的

纽约市行政区面积仅为 789 km2，即使

扩大到纽约都会区范围——纽约—纽

瓦克（New York-Newark），纽约—北新

泽西—长岛联合统计区（NY-NJ-CT-PA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其面积也不

足 2 万 km2。

从城市群研究的角度看，美国东

海岸城市群的面积达 13.8 万 km2，国内

的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面积

均超过 21 万 km2，相对于上文提到的

两类传统机场群的表述，其与城市群

在空间尺度上并不具备匹配性。因此，

本文聚焦研究城市群空间范围边界内

主要机场的功能和空间布局特征。

1.4  机场群区域分工的现有研究
根据中国民航大学欧阳杰等的相

关研究，当前“多机场系统”分工主

要有三种空间类型 [10-14]。（1）从航线航

班资源看，有长途与短途的区别（包

含国际与国内的区别），如长途航线的

伦敦希思罗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芝

加哥奥黑尔机场，对应短途航线的伦

敦城市机场、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芝

加哥中途机场。（2）从运营成本看，有

一般航空与廉价航空的区别，如纽约

的斯图尔特机场、伦敦的斯坦斯特德

机场、巴黎的奥利机场均为廉价航空

机场。（3）从定期航线开通情况看，有

民用运输与通航（城市中主要表现为

公务航线）的区别，如纽约的泰特波

罗机场、伦敦的范堡罗机场、巴黎的

布尔歇机场均为公务机场 [15]，三者在

空间特征上表现为不同类型机场到城

市核心区距离的不同。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城

市尺度，并未考虑区域城市群尺度下以

及客运与货运等其他区别因素。另外，

航司与基地公司等其他分工类型对机

场的空间布局影响较小，因此在本研

究中不作为考量指标。

1.5  案例选取与研究范围
对比研究国际上民航发达的国家

和地区，不同于西、北欧各国国土空

间尺度较小，英国、日本、新加坡等

岛国相对孤立，我国在地理区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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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等方面与美国

相似度最高。《美国 2050 年发展战略》

（The America 2050 Strategy）中第二部

分关于美国特大区域的界定，通过对

地理区位、人口密度与增长率、人口

总量与增长率、就业率等的定量和定

性分析，确定了美国的 11 个特大区域

（megaregion）。其中南北加州两个特

大区域分别对应旧金山—圣何塞—奥

克兰（San Francisco-San Jose-Oakland）

都市圈和洛杉矶—圣迭戈（Los Angeles-

San Diego）都市圈，它们共同构成加

州城市群（图 1），面积近 28.5 万 km2，

与长三角、京津冀两大城市群相当，其

2000 年人口普查约 3 300 万人口。根据

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对加州城

市化进程的分析，预测到 2050 年该区

域人口将达 6 700 万，是当前美国人口

增长最快的区域 [16]。

1.6  基本研究单元
由于中美在城乡结构上的差异性，

城市空间的概念内涵也差别较大。美国

大多数城市为狭域市，其城市的法定

辖区面积小于实际的连续建成区面积，

而实际的连续建成区由于城市扩张、郊

区化等因素又处在持续的动态变化中。

以洛杉矶为例，一般采用大洛杉矶地

图 1  美国加州城市群研究范围和基本研究单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① 通过查阅现有相关文献，加州并没有按照人口、经济规模等方法对城市进行严格的等级分类。本文主要参考了美国其他州城市等级分类的经验，

如明尼苏达州按照人口规模将城市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人口数 100 万以上、50 万 ~100 万、20 万 ~50 万以及 10 万 ~20 万（https://www.house.

leg.state.mn.us/hrd/pubs/cityclass.pdf）。

区（Greater Los Angeles Area）的概念，

包括 5 个县，分别是洛杉矶县、奥兰治、

圣贝纳迪诺县、里弗赛德县和文图拉

县。美国国内的统计数据往往以县域行

政边界或都会区 [17] 为统计单元，其内

涵与我国现行的广域市概念较为接近，

因此本文将美国的县域类比国内城市

作为基本研究单元。

2  机场群和城市群的耦合特征
研究

2.1  城市群等级和职能分工
从图 2 可以看出，加州城市群的人

口密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具有南北两

个核心圈层的特点：南部以洛杉矶、奥

兰治、圣迭戈为核心；北部以旧金山

湾区五县（旧金山、圣马特奥、康特

拉科斯塔、阿拉米达、圣克拉拉）和州

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为核心。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于 2000 年发

布的数据，加州城市群内分布着 55 个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 [18]，本文将其分为 4
个等级①（表 1）。

● 核心城市 2 个：（1）洛杉矶。人

口 369 万，是城市群中的对外交往中心、

金融中心、商务中心和旅游中心，其

与周边县共同构成大洛杉矶地区；主

要产业有对外贸易、旅游、休闲娱乐、

设计和制造业，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制

造业中心，另外航天及石油开采业也是

其重要支柱产业，2011 年产值 8 860 亿

美元，占全州的 45%。（2）旧金山、圣

何塞、奥克兰共同构成的旧金山湾区。

人口总共 207 万，主要产业包括信息技

术、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硅谷圣克拉

拉谷地以电子工业发达著称，是世界

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之一，也是

世界最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之一，还

是美国西海岸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该

地区产值为 5 3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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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加州城市群人口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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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城市 2 个：（1）圣迭戈，人

口 122 万，主要产业包括生物技术、旅

游和国防，该地区产值 1 720 亿美元。

（2）拉斯维加斯都会区，此城市相对

独立，地处内华达州，人口约 64 万，

是世界知名的以赌博业为中心的旅游、

购物、度假城市。

● 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分别为 9 个

和 42 个，对应人口规模和主要产业详

见表 1。
在功能和空间分布上，旧金山湾

区和洛杉矶周边主要为二级城市和少

量三级城市，如长滩、里弗赛德、斯

托克顿等，功能上主要是承载大城市

核心产业的溢出，且在布局、规模上

呈现自中心向外围圈层逐级递减的特

征；圣华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

和内陆帝国①（Inland Empire）为农业

和食品加工业中心，主要分布三级城

市，有少量二级城市，如贝克斯菲尔德

等，主要是农业加工和农产品集散地；

沿海山脉和内华达山脉中零星布局少

量三级城市，如蒙特雷等，功能上主

要是旅游服务集散地。

2.2  机场群基本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2012 年

的官方数据，加州城市群范围内公共

或私有的各类型航空起降设施共计 483
个（不含直升机起降场、水上飞机基

地、滑翔伞基地以及其他一些着陆设

施），其中南加州共有 184 个运输机场

（含内华达州克拉克县 14 个），北加州

共有 299 个运输机场（含内华达州北部

三县 14 个）[25]（图 3）。
首先，从城市群的空间边界看（表

2），城市群内的机场在数量、密度、等

级上明显超过城市群外地区的机场，机

场群和城市群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

一致的特征。

表 1  加州城市群城市等级、人口规模和主要产业表

城市

等级

城市

数量
城市名称

人口规

模等级

人口规模  
/ 万人

主要产业

核心

级
2

洛杉矶（Los Angeles）
200 万

以上

369
航天、汽车、钢铁、食品、电器、机械、化

工和造纸业、金融、贸易、旅游、休闲娱乐

旧 金 山 湾 区（Bay Area-San 

Francisco、San Jose、Oakland）
207 信息技术、科技研发、对外贸易、旅游

一级 2

圣迭戈（San Diego）
50 万 ~ 

200 万

122 通信、生物技术、电子、船舶、国防、旅游

拉斯维加斯都会区（Las Vagas-

Henderson）
64 博彩、旅游、购物、医疗、采矿

二级 9

长滩（Long Beach）

20 万 ~ 

50 万

46
飞机制造、汽车零配件、精密仪器、航空

货运、医疗、房地产

弗雷斯诺（Fresno） 43 农业、金融、医疗、房地产

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40
食品加工、农业、畜牧业、印刷、高科技

制造业、航天工业、军事工业

圣安娜（Santa Ana） 34 通信、乐器、医疗、旅游、房地产

安那罕（Anaheim） 33 通信、汽车、电脑制造、军工、旅游、会议

里弗赛德（Riverside） 26
飞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电子设备、食品、

医疗设备

① 内陆帝国特指里弗赛德—圣伯纳迪诺—安大略都会区（Riverside-San Bernardino-Ontario Metro Area），是全美第十二大、加州第三大都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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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等级

城市

数量
城市名称

人口规

模等级

人口规模  
/ 万人

主要产业

二级 9

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
20 万 ~ 

50 万

24 农业、石油产业

斯托克顿（Stockton） 24 电信、房地产

弗里蒙特（Fremont） 20 电子设备、娱乐业

三级 42

格伦代尔（Glendale）

10 万 ~ 

20 万

19 航空、软件、动画、娱乐业

莫德斯托（Modesto） 19 农业、葡萄酒、服装

亨丁顿滩（Huntington Beach） 19 石油、飞机零配件

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 19 物流、仓储、零售业、服务业

丘拉维斯塔（Chula Vista） 18 旅游

雷诺（Reno） 18 博彩、旅游

奥克斯纳德（Oxnard） 17
农业、石油、物流、国际贸易、金融、高

科技

加登格罗夫（Garden Grove） 17 航空、塑料

欧申赛德（Oceanside） 16 教育、体育

安大略（Ontario） 16 农业、国防、仓储、电器、疗养

圣塔克拉利塔（Santa Clarita） 15 旅游、航空

圣罗莎（Santa Rosa） 15 零售、科技研发

波莫纳（Pomona） 15 房地产、医疗、教育

方塔纳（Fontana） 15 物流、建筑材料制造、汽车销售

尔湾（Irvine） 15 通信、旅游、会议、电影、教育

萨利纳斯（Salinas） 14 高科技农业

莫雷诺谷（Moreno Valley） 14 医疗、购物

三级 42

海沃德（Hayward）

10 万 ~ 

20 万

14 科技研发、软饮料、罐头、零售

托伦斯（Torrance） 14 汽车制造、航天零部件、炼油

帕萨迪纳（Pasadena） 13 科技研发、教育

埃斯孔迪多（Escondido） 13 教育、医疗、建筑业

森尼韦尔（Sunnyvale） 13 科技研发

奥兰治 (Orange） 13 教育、科技研发、制造

库卡蒙格牧场（Rancho Cucamonga） 13 钢铁、物流、房地产

科洛纳（Corona） 13 软饮料制造、跑车制造、石油

富勒顿（Fullerton） 13 教育

康科德（Concord） 12 汽车销售、零售业

兰开斯特（Lancaster） 12
国际组织（原子能机构）、电池、太阳能、

零售业

棕榈谷（Palmdale） 12 航天航空、军工、汽车制造

千橡市（Thousand Oaks） 12
生物科技、电子、汽车制造、航天航空、

医疗

瓦列霍（Vallejo） 12 石化、医疗

埃尔蒙特（El Monte） 12 乳品、教育

英格尔伍德（Inglewood） 11 教育

西米谷（Simi Valley） 11 机械、金属工业、木材、服装、纺织

科斯塔梅萨（Costa Mesa） 11 电子、制药、汽车制造、零售业

唐尼（Downey） 11 贸易

西柯汶纳（West Covina） 11 电池、零售

诺沃克（Norwalk） 10 教育、媒体

戴利城（Daly City） 10 医疗、房地产

伯克利（Berkeley） 10 教育、媒体

圣克拉拉（Santa Clara） 10 电力、科技研发

文图拉（Ventura） 10 物流、教育

伯班克（Burbank） 10 娱乐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8-24]整理

表 1（续） 其次，聚焦城市群内部，机场和城

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一致的特征。

根据其布局特点，主要分以下三类情

况（图 3）。
（1）城市群核心滨海地区的机场

分布。滨海地区的洛杉矶、旧金山等地

为城市群内人口密集度最高、产业经

济规模最大的地区，在机场数量、密度、

等级上明显超过城市群内其他地区；同

时，受加州海岸山脉的地形限制，滨

海地区土地相对稀缺，在大城市随交

通廊道不断蔓延和周边中小城市成本

优势的合力作用下，溢出效应明显——

其对应机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等

级最高。如旧金山湾区聚集了 3 个大型

/ 中型枢纽机场、1 个小型 / 非枢纽机

场和近 10 余个国家 / 区域机场，机场

密度超过 50 个 / 万 km2。

（2）中央谷地的机场分布。圣华金

河谷和内陆帝国地域面积较大、地广人

稀、农业经济发达，其对应机场数量多、

密度一般、等级较低，如弗雷斯诺的

22 个机场、圣伯纳迪诺的 42 个机场和

克恩县的 27 个机场，基本以通航机场

为主，仅零星布局少数国家 / 区域机场

和地方 / 基础机场，机场密度在 10 个

/ 万 km2 左右。

（3）内陆山区的机场分布。内陆山

区地域面积大、地形陡峭，不宜发展

农业，主要发展林业和观光旅游经济，

其对应机场数量少、密度低、等级低，

如瓦肖县仅有 1 个小型 / 非枢纽机场和

1 个国家 / 区域机场，卡拉维拉斯县仅

有 1 个地方 / 基础机场，机场密度分别

为 2.4 个 / 万 km2 和 3.8 个 / 万 km2。

2.3  主要运输机场的等级和职能分工
根据美国《综合机场系统国家计

划》（NPIAS 2017-2021）[26]，加州城市

群内主要运输机场等级如图 4 所示。同

时，结合《世界航空运输年报》（Annual 

World Airport Traffic Report 2017）[27] 可

以看出，加州城市群范围内主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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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州城市群内外的机场空间分布密度对比表

空间范围 城市群内 城市群外

面积（万 km2） 28.5 42.50

人口规模（万人） 3 501.5 85.5

机场数量（个） 483.0 362.0

人口密度（万人 / 万 km2） 122.9 2.0

机场密度（个 / 万 km2） 16.9 8.5

各 层 级 机 场 密 度

（个 / 万 km2）

大型 / 中型枢纽（large/medium hubs） 0.4 —

小型 / 非枢纽（small/nonhubs） 0.4 0.2

国家 / 区域（national/regional） 1.9 0.05

地方 / 基础（local/basic） 2.3 1.2

未定级（unclassified） 0.2 0.3

非主要机场（nonprimary airports） 11.8 6.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整理

机场有 30 个（表 3）。
（1）客运方面

开通国际航线的机场有 12 个。其

中，洛杉矶国际机场（LAX）、圣迭戈

国际机场（SAN）、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圣何塞机场（SJC）、奥克兰

国际机场（OAK）、拉斯维加斯麦卡伦

国际机场（LAS）等 6 个机场为综合性

国际枢纽机场，2016 年客运吞吐量均

超过 1 000 万人次，其对应的 6 个城市

均为加州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或一级城

市，城市能级较高且经济增速较快，在

空间布局上明显呈现向旧金山湾区、洛

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三个区域集中的特

征。此外，弗雷斯诺机场（FAT）、棕

榈泉国际机场（PSP）、萨克拉门托国际

机场（SMF）、约翰维纳机场（SNA）、

雷诺国际机场（RNO）以及安大略国

际机场（ONT）等 6 个机场的主要航线

仍集中在国内，仅萨克拉门托机场和约

翰维纳机场在 2016 年的的客运吞吐量

超过 1 000 万人次，其余 4 个机场基本

在 100 万 ~500 万人次范围内。萨克拉

门托机场主要服务于州府所在地的政府

行政需求；约翰维纳和安大略两个机场

与洛杉矶中心城区距离均在 100 km 以

内，明显受区位和成本的市场规律影响；

棕榈泉机场和雷诺机场主要服务于国家

级的旅游休闲目的地；弗雷斯诺机场则

是圣华金河谷的枢纽机场。后者 6 个机

场虽然开通了少量国际航线，但其目的

地均为短途可达的加拿大、墨西哥等北

美和拉丁美洲北部地区，仅安大略国际

机场另有一条亚太地区航线。

开通定期国内航线的机场有 14
个。其中 11 个布局在中心城市周边，

主要作为中心城市周边航空服务的有

效补充：伯班克机场（BUR）和长滩

机场（LGB）在 2016 年的吞吐量均超

过百万人次，其他 9 个机场，包括萨

克拉门托的马瑟机场（MHR）和行政

机场（SAC），拉斯维加斯的亨德森行

政机场（HSH）和北拉斯维加斯机场

图 3  美国加州机场群密度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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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T），旧金山湾区的查尔斯舒尔

茨索诺玛县机场（STS），以及洛杉矶

的范鲁伊斯机场（VNY）、帕姆代尔

地区机场（PMD）、奥克斯纳德机场

（OXR）、圣巴巴拉机场（SBA），2016
年的客运吞吐量基本在几十万人次，

定期航线较少，通航比重较高。另外 3
个机场布局相对独立，远离中心城市，

定期航线更少，分别是布局在圣华金

河谷的贝克斯菲尔德机场（BFL），主

要为西部的短距离客运服务；布局在

滨海 1 号公路沿线的蒙特雷地区机场

（MRY），主要为滨海旅游和西海岸的

短距离客运服务；布局在圣华金河谷南

侧的斯托克顿大都会机场（SCK），主

要为西海岸的短距离客运服务。

其他运输机场仅有少量不定期国

内航线，基本以通航功能为主。如布

局在美墨边境的卡莱克西科国际机场

图 4  美国加州城市群主要机场等级分布情况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绘制

（CXL），主要为过境服务；布局在

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博尔德城市机场

（BVU），主要为大峡谷等周边景区的

旅游观光服务；布局在大洛杉矶外围

的圣玛利亚公共机场（SMX），主要为

滨海旅游和城市群内的通勤航线服务；

布局在圣迭戈北侧的喀尔斯巴德机场

（CRQ），主要为西部的短距离客运

服务。

（2）货运方面

最大的洛杉矶国际机场（LAX）在

2016 年的货运量超过 190 万吨，是加州

乃至美国西部最重要的货运枢纽，货

运航线基本覆盖全球。

第二梯队包括奥克兰国际机场

（OAK）、安大略国际机场（ONT）和

旧金山国际机场（SFO），货运吞吐量

在 2016 年都在 50 万吨上下。其中安

大略国际机场作为区域航空货运中心，

货运航线基本覆盖北美地区，该机场

在客运量较小的情况下，货运量远超

同等级城市，考虑其与中心城市距离

100 km 以内，呈现明显的航空物流枢

纽机场选址特征。

第三梯队包括圣迭戈国际机场

（SAN）、拉斯维加斯麦卡伦国际机场

（LAS）、雷诺国际机场（RNO）、萨克

拉门托的国际机场（SMF）和马瑟机场

（MHR）、圣何塞机场（SJC）、伯班克

机场（BUR），2016 年的货运吞吐量在 

5 万 ~15 万吨之间，货运航线主要集中

在西海岸，均与安大略国际机场的货

运航班联系较多。

（3）运营成本

廉价航空运输主要集中在长滩机

场（LGB）、奥克斯纳德机场（OXR）、

索诺玛县机场（STS）、圣巴巴拉机场

（SBA）、蒙特雷地区机场（MRY）等中

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型机场。

2.4  小结
综上所述，机场群和城市群在布

局、等级和职能三个方面呈现高度相

似的空间耦合特征（表 4）。
（1）机场密度与人口密度在空间

上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人口密度

较高的沿海地区对应的机场密度较大，

如构成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和阿拉米

达等县，其机场密度基本超过 50 个 /

万 km2 ；人口密度较低的内陆地区对应

的机场密度较低，如圣华金河谷的圣

贝纳迪诺和因皮里尔等县，其机场密

度基本低于 10 个 / 万 km2。

（2）机场等级与城市能级在空间

上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城市能

级较高的沿海地区所对应的机场等级

较高，城市群内的 10 个大型 / 中型枢

纽机场所在的城市均享有全球知名度，

其中 9 个位于洛杉矶—圣迭戈都市圈以

及旧金山—圣何塞—奥克兰两大都市

圈，余下 1 个位于拉斯维加斯；城市能

级较低的内陆地区对应的机场等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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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加州城市群主要运输机场区位、等级、规模与职能分析表

序号 机场名称 简写 所在城市 所在县 所在州
NPIAS（2017—
2021）规划定位

客运量 /
 万人

货运量 / 
万吨

职能 城市等级 /区位

1 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洛杉矶 洛杉矶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8 092.2 199.3 国际航线 / 综合性枢纽 核心城市

2 圣迭戈机场 SAN 圣迭戈 圣迭戈县 加尼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2 072.6 17.2 国际航线 / 综合性枢纽 一级城市

3 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旧金山 圣马特奥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5 309.9 48.3 国际航线 / 综合性枢纽 一级城市

4 圣何塞机场 SJC 圣何塞 圣塔克拉拉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1 079.7 5.5 国际航线 / 综合性枢纽 一级城市

5 奥克兰国际机场 OAK 奥克兰 阿拉米达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1 207.1 51.2 国际航线 / 综合性枢纽 一级城市

6 麦卡伦国际机场 LAS 拉斯维加斯 克拉克县 内达华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4 749.7 10.1 国际航线 / 综合性枢纽 一级城市

7 弗雷斯诺机场 FAT 弗雷斯诺 弗雷斯诺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154.1 1.0 
短途国际航线 / 军民

合用

二级城市 / 圣华

金河谷

8 棕榈泉国际机场 PSP 棕榈泉 里弗塞德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199.8 0.0 短途国际航线 / 公务机
三级城市 / 国家

级旅游资源

9 萨克拉门托国际机场 SMF 萨克拉门托 萨克拉门托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1 011.9 6.8 短途国际航线 / 全货机
一级城市 / 州府

所在地

10 约翰维纳机场 SNA 圣安娜 奥兰治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1 049.7 1.6 短途国际航线 / 全货机 核心城市周边

11 雷诺国际机场 RNO 雷诺 里弗赛德县 内达华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365.1 7.1 

定期国内西海岸和中西

部航线 / 廉价航空 / 全

货机

二级城市 / 国家

级旅游资源

12 安大略国际机场 ONT 安大略 圣贝纳迪诺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423.8 51.9 
短途国际航线 / 全货

机 / 货运枢纽
核心城市周边

13 伯班克机场 BUR 伯班克 洛杉矶县 加利福尼亚州 大型 / 中等枢纽机场 414.3 4.8 公务机 / 全货机 核心城市周边

14 长滩机场 LGB 长滩 洛杉矶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279.4 2.5 
全货机 / 波音转配中心

之一
核心城市周边

15 萨克拉门托马瑟机场 MHR 萨克拉门托 萨克拉门托县 加利福尼亚州 地方 / 基础机场 0.0 5.1 全货机 州府所在地

16 萨克拉门托行政机场 SAC 萨克拉门托 萨克拉门托县 加利福尼亚州 国家 / 区域机场 — — 通航 / 全货机 州府所在地

17 亨德森行政机场 HSH 拉斯维加斯 克拉克县 内达华州 — 13.1 —
少量定期国内航线 / 通

航 / 教学
一级城市周边

18 北拉斯维加斯机场 VGT 拉斯维加斯 克拉克县 内达华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0.3 —
少量定期国内航线 / 通

航 / 旅游观光
一级城市周边

19
查尔斯舒尔茨索诺玛

县机场
STS 圣罗莎 索诺马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33.9 0.0 

定期国内西海岸和中西

部航线 / 廉价航空

一级城市周边 /

旧金山湾区

20 范鲁伊斯机场 VNY 洛杉矶 洛杉矶县 加利福尼亚州 国家 / 区域机场 — —
通航 / 公务机 / 全球最

繁忙的通航机场
核心城市周边

21 帕姆代尔地区机场 PMD 帕姆代尔 洛杉矶县 加利福尼亚州 未定级的机场 — — 停用 核心城市周边

22 奥克斯纳德机场 OXR 奥克斯纳德 文图拉县 加利福尼亚州 国家 / 区域机场 — 0.0 
少量定期国内航线 / 通

航 / 全货机
核心城市周边

23 圣巴巴拉机场 SBA 圣巴巴拉 圣巴巴拉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65.9 0.2 
定期国内西海岸航线/廉

价航空/全货机/通勤
核心城市周边

24 贝克斯菲尔德机场 BFL
贝克斯菲

尔德
克恩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20.4 —

少量定期国内航线 / 全

货机

二级城市 / 圣华

金河谷

25 蒙特雷地区机场 MRY 蒙特雷 蒙特雷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39.5 0.1 短途航线 / 廉价航空
一级城市周边 /

旧金山湾区

26 卡莱克西科国际机场 CXL 加利西哥 因皮里尔县 加利福尼亚州 地方 / 基础机场 — — 通航 / 过境 国境线

27 斯托克顿大都会机场 SCK 斯托克顿 圣华金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 —
少量定期国内航线 / 通

航 / 货运 / 军民合用

二级城市 / 圣华

金河谷

28 博尔德城市机场 BVU 博尔德城 克拉克县 内华达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6.6 — 通航 / 旅游观光 一级城市周边

29 圣玛利亚公共机场 SMX 圣玛利亚 圣巴巴拉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11.0 —
通航 / 通勤 / 全货机 /

军民合用
核心城市周边

30 喀尔斯巴德机场 CRQ
郡喀尔斯

巴德
圣迭戈县 加利福尼亚州 小型 / 非枢纽机场 — — 通航 / 全货机 一级城市周边

注：表中客货运数据均为 2016 年数据，其中圣玛利亚机场为 2008 年数据，“—”代表不涉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7-3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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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加州城市群和机场群密度、等级、职能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号

经济区划 城市群 机场群

产业经

济分区
县

人口密度 
（人 /km2）

核心城市数

目与等级
城市职能

机场密度 
（个 /万 km2）

核心机场

数目与等级
机场职能

1
大洛杉

矶地区

洛杉矶、奥兰治、圣贝纳

迪诺、里弗赛德和文图拉
212.4

1 个核心

城市

娱乐产业、商业、国

际贸易、教育、媒体、

时尚、旅游、科学技术、

体育和运输

4.5
4 个大中型

枢纽

1. 国际民航枢纽

2. 国内民航枢纽

3. 通航功能：大型民航枢纽的缓解

机场；应急准备与响应；交通连接

主要包括包机业务

2
旧金山

湾区

阿拉米达、康特拉科斯塔、

马林、纳帕、 圣马提奥、

圣克拉拉、 索拉诺、索诺

玛以及旧金山市和县

332
3 个一级

城市

旅游、科技研发、金融、

科教文化、体育和运输
11.1

3 个大中型

枢纽

1. 国际民航枢纽

2. 国内民航枢纽

3. 通航功能：大型民航机场的缓解

机场；应急准备与响应；交通连接

主要包括包机业务

3 圣迭戈 圣迭戈 260
1 个一级

城市

农业、导弹和飞机制造、

电子和造船工业、通行

工业、生物制药工业、

金融业、教育

9.3
1 个大中型

枢纽

1. 国际民航枢纽

2. 国内民航枢纽

3. 通航功能：大型民航机场的缓解

机场；应急准备与响应；其他特殊

飞行活动主要包括飞行教学

4
圣华金

河谷

圣华金、默塞德、斯坦尼

斯劳斯、马德拉、弗里斯

诺、图莱里、金斯、克恩

57.3
3 个二级

城市

农业、畜牧业、石油、

教育
4.9

3 个小型 /

非枢纽

1. 国内民航枢纽

2. 通航功能：应急准备与响应；其

他特殊飞行活动主要包括飞行教学

5
萨克拉

门托

萨克拉门托、约洛、阿瓦

拉多、普莱瑟、萨特、尤

巴、内华达、道格拉斯

119.5
1 个一级

城市

食品加工、农业、畜牧

业、印刷、高科技制造

业、电脑、航天工业及

军事工业、教育

3.4
1 个大中型

枢纽

1. 国际民航枢纽

2. 通航功能：应急准备与响应；其

他特殊飞行活动主要包括飞行教学

6
拉斯维

加斯
克拉克 108

1 个一级

城市
赌博业、旅游业、商业 3.3

1 个大中型

枢纽

1. 国际民航枢纽

2. 国内民航枢纽

3. 通航功能：大型民航机场的缓解

机场；应急准备与响应；旅游和特

殊飞行业务主要包括跳伞

7 雷诺 瓦肖 30
1 个二级

城市
赌博业、旅游业 1.2

1 个小型 /

非枢纽

1. 国内民航枢纽

2. 通航功能：大型民航机场的缓解

机场；应急准备与响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20, 33-37]整理

低，如圣华金河谷内基本为农业主导

的中小城镇，仅布局 3 个小型 / 非枢纽

机场，无大中型枢纽机场。

（3）机场职能与城市职能在空间

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来看：

金融科创、文化娱乐、体育休闲

等三产比重较高的城市往往是区域中

心城市，其机场客货并举，重点突出

国际航班和公务航班。具体表现为机

场的全球高可达性和高效便捷性，其

目标客群的价格敏感度最低，如洛杉

矶和旧金山湾区。

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往往位

于区域中心城市的周边，依附区域中

心城市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强大的服务

功能，其机场以客运为主、货运为辅。

具体表现为机场的可达性和便捷度降

低，目标客群的价格敏感度一般，机

场和城市的产业服务导向增强，如北

加州的芯片产业区和南加州的航空器

材产业区。

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对于机场在功

能上的需求主要集中于农业作业飞行

和高附加值农产品航空物流的需求。具

体表现为机场的可达性和便捷度最低，

目标客群的价格敏感度最高，如圣华

金河谷和内陆帝国。

3  空间布局模式综述

3.1  特征
南北加州两大都市圈内的机场群

均呈现出圈层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同

时由于分别处于单中心和多中心的城

市群结构，又各具特点。

（1）洛杉矶都市圈内的 12 个机场

主要分布在洛杉矶周边（图 5），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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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洛杉矶作为核心城市，溢出效应

明显，其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远高于

圣迭戈、拉斯维加斯，形成了以洛杉

矶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机场等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都向洛杉矶集中。因此

对于该区域，主要以洛杉矶为中心研

究其周边的机场群空间分布特征。

（2）旧金山—圣何塞—奥克兰都

市圈内的 9 个机场，基本分布在旧金山、

圣何塞和奥克兰三个城市周边（图 6）。
这三个城市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接

近，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也较近，从

而基本实现了一体化发展。该都市圈

实际上形成了以旧金山—圣何塞—奥

克兰三角区为核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

其空间特征与彼得·霍尔（Peter Hall）

在研究欧洲城市群形态时提出的多中

心大都市特征一致。

（3）两大都市圈边缘又分别以拉

斯维加斯和萨克拉门托为中心，形成

规模较小的圈层布局机场群，这是由

上述两个城市处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

元所致的功能和产业特征决定的。

综上所述，机场群的总体分布特

征直接由城市群的空间布局特点决定。

3.2  模式
在现有“一市多场”的研究基础

上，放大到城市群视角，机场群分布

模式在空间上呈现与城市群匹配、以

核心城市和一级城市为中心的圈层化

特征（图 7）。
第一圈层位于距中心 15 km 左

右地带，在核心城市（或一级城市）

的外围组团或是周边的三级城市，

20~30 min 地面交通时间可达，使用客

群对时间、便捷性的要求最高，对成

本的敏感性最低。因此可在这一圈层

布局公务机场，如伯班克机场（BUR）

（图 5）。
第二圈层为距中心15~25 km地带，

位于核心城市（或一级城市）与二级

城市之间，30~50 min 地面交通可达，

使用客群对航线组织的全球可达性要

求最高。因此，可布局高等级国际枢

纽机场，如洛杉矶国际机场（LAX）（图

5），全面参与全球商贸流通，是城市群

面向全球的核心门户枢纽。

图 5  洛杉矶都市圈机场群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6  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机场群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第一、第二机场群圈层围绕核心

城市、一级城市布局，为之提供高效、

可靠的服务。此外，由于地形条件限制、

选址的历史原因以及航空技术的进步，

第一、第二圈层功能可以互换，比如

旧金山都市圈内，国际机场比公务机

场距离市中心更近（图 6）。
第三圈层为距中心25~60 km地带，

距离核心城市（或一级城市）较远，

50~70 min 地面交通时间可达，使用客

群对时间的敏感度逐步降低，对成本

的敏感度逐步升高。因此，可围绕二级、

三级城市布局国内航线机场和廉价航

空机场，其服务客群分为两部分，一是

为这些城市自身服务，二是分流核心

城市（或一级城市）的客流，在减少

第二圈层的国际性枢纽机场与附近机

场的交通堵塞和减少航班延误方面起

到至关重要的补充作用，从而促进区

域机场群协同发展。表现在航空运营

组织方面，主要是国际和固定航线减

少，通航和货运功能增强。如约翰维纳

机场（SNA）以国内航线为主，兼顾货

运和通航需求；范鲁伊斯机场（V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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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航为主；长滩机场（LGB）兼顾货

运和通航功能（图 5）。
第四圈层为距中心 60~150 km 地

带，位于城市群边缘，70~120 min 地

面交通时间可达，使用客群对时间的

敏感度最低，对成本的敏感度最高。

表现在航空运营组织方面，主要是

廉航、通航、货运等细分专业化功能

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如奥克斯纳德机

场（OXR）、旧金山东南的城堡机场

（MER）、旧金山以南的萨利纳斯机

场（SNS）和蒙特雷地区机场等以通

航为主，棕榈泉国际机场以西海岸的

旅游服务为主，安大略国际机场则是

西海岸最重要的航空货运中心，萨克

拉门托国际机场也具备较强的货运功

能——与传统运输空间结构中“客内

货外”的原则契合；同时，城市群内

部的通勤需求出现，例如从圣巴巴拉

机场至洛杉矶国际机场、旧金山国际

机场的航线，兼顾着廉航和通勤的功

能（图 4—图 6）。
综上所述，城市群视角下，从核

心城市到三级城市，时间成本提高、经

营成本降低，客运属性降低、货运属性

增强，定期航线减少、不定期航线和

通航增多，目的地型减少、中转型增多，

一般航班减少、廉价航班增多，长途

航线减少、短途航线增多。由此对应

形成了机场群布局的四大圈层——公

务机场圈层，国际枢纽机场圈层，国

内航线机场圈层，货运与通用机场圈

层（图 7）。

3.3  趋势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机场

群与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有一些新的趋

势特征。

图 7  机场群空间规划布局模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位于奥兰治尔湾地区，约翰维纳机场（图 5）以东，共 4 条跑道（其中两条 2 400 m，两条 3 300 m），占地约

19 km2。1999 年该军用机场退役。

首先是机场在城市群内扮演的角

色从“交通门户”向“动力源”转变，

机场、产业、城市三者之间融合发展

的需求和趋势日益凸显。加州世界级

机场群不再仅仅是美国西海岸乃至北

美地区内部交通组织的重要平台，也

是美国面向亚太地区的门户、全球供应

链的重要节点，可谓是美国全球战略的

重要承载空间，扮演着城市群发展“动

力源”的角色，真正实现了世界级城市

群和世界级机场群的联动发展——分

布于不同圈层的差异化机场布局，为

城市群带来了一系列产业集群。如旧

金山湾区的机场与港口、铁路共同助

推湾区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区，使其

成为匹敌纽约、香港与东京的贸易中

心；洛杉矶国际机场使洛杉矶成为美

国面向亚太地区首要贸易货运集散地；

伯班克等机场所在地区孕育诞生了休

斯、道格拉斯、诺斯罗普和洛克希德

等军工巨头，使加州成为美国乃至世

界上最重要的战斗机研发、生产基地；

圣巴巴拉则通过机场和洛杉矶中心城

区直接联系，使大城市群内部航空通勤

变为可能，打破了 130 km 的自然地理

距离瓶颈，有效承接了洛杉矶地区的

高端服务业，成为城市群内重要的具

有游览和海滨疗养职能的卫星城，极

大地扩大了核心城市的辐射范围。

其次是城市群范围内核心机场功

能外溢，机场之间协同发展的需求和趋

势日益增大。大城市扩张后，对于第

二国际枢纽机场的需求日益迫切。例

如：近年来面对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饱

和，区域内先后提出了将废弃的军用机

场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航空站（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El Toro）①、停用的

帕姆代尔地区机场（图 5）升级为洛杉

矶第二国际机场的计划，甚至包括在海

面建设第二国际机场的构想。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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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来看，两个场址分别距离城市中

心 75 km 和 100 km 左右，分别对应南

侧连绵都市区和北侧跨圣加布里埃尔

山脉（San Gabriel Mountains），基本处

于第四圈层。一方面期望通过新机场

的建设来有效承接洛杉矶国际机场的

溢出客货运；另一方面期望能够回避

大城市扩张后所带来的扰民投诉，降

低机场运行成本，后由于噪音、环保

等原因搁置，现被改造为奥兰治县大

公园（Orange County Great Park）。

4  对国内世界级机场群规划建设
的启示

首先，应加快机场建设布局，提

高机场分布密度，以适应民航强国的战

略背景。根据我国民用航空局和相关省

市的规划，结合国际机场理事会、波音

公司、空中客车公司等相关行业报告，

我国主要航空运输指标与人口的比例，

仅为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1/10 左右；

根据对全球航空运输行业发展的趋势

判断，未来主要的增量将会出现在亚

太地区。对比来看，美国机场的建设

布局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中叶，而加州

的机场建设是跟二战期间的军工产业

需求紧密结合的，遇到了二战后民航

蓬勃发展、开放天空战略等机遇，因

此加州城市群内布局的机场目前已发

展至 483 个，机场密度达到了 17 个 / 

万 km2。相较之下，我国长三角地区的

浙江省（与加州的行政等级、自然经济

条件、人口规模相似）机场密度仅为 1.2
个 / 万 km2（含军用、通航、在建等）。

虽然两国有航空技术进步和发展的阶

段差异性，但仍可清晰看到彼此之间

的较大差距，因此应加速我国机场的

布局建设。

其次，应针对城市群内部的产业

分布特征，合理布局不同功能的机场，

从而推进区域内机场的分工协作。以长

三角城市群为例，其 21 万 km2 的空间

尺度，约为加州城市群的 3/4，人口却

超过 1.5 亿，是加州城市群的 4 倍，相

对人口密度更大。同时，长三角城市群

规划中提出的上海与南京、杭州、合肥、

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的两层体系

也远比加州城市群更为复杂。这五大

都市圈多为单中心结构，仅苏锡常为

多中心结构，在机场群布局时应考虑

以中心城市为核心，采用圈层结构布

局，尤其是公务和货运等专业化机场，

能够对主要机场的航空运力进行专业

化分流。目前北京、广州、湖北已分

别提出三河公务机场、南沙公务机场、

鄂州顺丰货运机场等谋划，但在国内

前期机场规划布局中，由于发展阶段

的限制，缺乏区域系统考虑，在后续

工作中应予以特别重视。同时，圈层式、

差异化布局也能充分针对城市产业特

征，如上海的金融业、苏锡常的制造业、

杭州的互联网产业等，对症下药，引导

新建机场的功能合理化，以打破当前

争抢客货流、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

此外，考虑到长三角对比加州在

地理空间、人口密度、地面交通支撑和

航空技术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每个

圈层的空间尺度应重新考虑，不能完全

照搬美国加州城市群模式。以地面集疏

运系统为例，加州的地面交通主要依托

铁路和高速公路，时速在 100 km/h 以

内，而国内的高铁时速则在 300 km/h 

以上，悬殊的交通速度差异直接决定

地面集疏运系统的范围大小。

第三，规划先行，全面统筹，空

地一体化，促进机场和城市融合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发展阶段、管理机制等

因素制约，机场的选址建设长期存在

重工程轻规划、重客运轻货运、重空中

管理轻地面统筹等问题，诚如吴良镛

院士所言，在过去所见到的国内外关于

航空港研究的学术著作中，被冠以“规

划”（planning）名称的著作，大体上

都是关于航空港“工程规划”和比较

具体的工程技术和工程设计的论著 [38]。

以苏锡常城市圈为例，在其强大的

外向型产业经济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

快速发展，目前苏南硕放国际机场的客

货运吞吐量高居国内单跑道机场前列，

同时考虑军民合用的因素，其客货运

吞吐量基本达到了设计规模上限。然

而周边已经是产业园区等城市建成区，

缺乏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必然造成机

场客货运吞吐量的流失，更严重制约

了城市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政策的自上

而下还是从市场的自下而上，我们都

能看到，未来机场群必然应规划建设

为合理布局、各司其职、与城市群共

生共荣的复合型功能体系，不再局限

于区域交通门户的职能，而是城市群

发展的动力源。在《航空大都市》

（Aerotropolis）一书中，约翰·卡萨达

（John D Kasarda）就曾明确指出：洛

杉矶、芝加哥、华盛顿，“这些都不是

合格的航空大都市，主要是因为这些

机场在初始规划时并未与城市规划通

盘考虑”，未来的机场必然应该与城市

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系统研究、

前置规划 [39]。正因为如此，针对区域

机场群的选址布局不应停留于传统的

工程规划，更应从区域分工、协同发

展的角度出发，与城市群在功能和空

间上统筹协调，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群

与机场群的联动发展，支撑民航强国

战略的实现，促进城市群更好地参与

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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