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群的形成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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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受经济、 社会、 文化、 自然等多种因素综合影

响， 同时也有其内在的一般规律。 借鉴管理学鱼骨因果解析法和系统动力学的基

本思想， 作者提出了城市群形成的 ＮＤＥＳＲ 机理模型。 该模型由先天条件集、 驱

动力集、 机理作用集、 现状与趋势集和反应集五个主体构成， 其中， 要素流动的

黏融效应、 知识积累的柔性效应、 产业分工的耦合效应以及城市增长的共生效应

是城市群形成的内在作用机理， 驱动城市群从无到有， 从发育雏形向成熟的高级

形态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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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 城市群已成为国际生产力分布体系和劳动地域分

工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 其发展日益关系到一个区域、 一个国家， 甚至世界经济、 社会、
文化的全面进步。 然而， 目前城市群形成的机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 新兴市场

国家特别是中国城市群发展实践缺乏充分的理论指导。
（一） 研究背景

从国际城市群发展实践看， 由于国情有别， 世界各国城市群的发展总体表现出较大的

地域差异。 从发展阶段上看， 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较为成熟， 新兴市场国家城市群发展则

多处于发育成长阶段。 发达国家城市群的发展经验虽然对新兴市场国家城市群发展有一定

的借鉴作用， 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其发展模式。 从国内看， 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的空间总体

格局基本形成， 但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等城市群的发展相比内陆地区以主要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新兴城市群较为成熟。
可以预见，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 城市群将是中国未来吸纳大规模新增城镇人口和集聚

产业的主阵地。 深入开展城市群形成机理及相关理论研究， 揭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

规律， 对指导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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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综述

与城市群有关的理论研究已有 １００ 多年历史， 特别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以及

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学术界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持续关注， 对城市地区、 集合城

市、 大都市、 城市聚集区等相关研究由浅入深， 为城市群理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坚实基

础。 其中， 城市群的形成机理研究是城市群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目前国内外学者试图基

于 “核心 －外围理论”、 “增长极理论”、 “聚集经济理论” 等基本思想， 从宏观、 中观、
微观等不同层面解析城市到城市群成长的一般过程， 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探讨做出

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１ 城市群基础理论溯源

城市群属于城市体系范畴， 它和城市体系是同质的地域概念 （姚士谋， １９９２）， 因

此， 城市体系理论是城市群理论研究的起点， 该理论以经济联系或经济模型为基础对城市

规模分布予以解释， 包括中心地理论及其派生出来的模型以及以规模经济、 聚集经济和运

输成本差异为理论基础的模型 （安虎森， ２００４）。 根据中心地理论， 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

具有商业和服务的功能， 即所谓的中心地职能 （克里斯塔勒， １９９８）。 中心地理论指出了

不同规模城市的存在， 产生了城市的等级系统， 包括高级、 中级、 低级三种不同的城市类

型 （安虎森， ２００４）。 规模大的高等级城市相比规模小的低等级城市能提供更多种类的商

品及服务， 由此， 高等级城市一般向低等级城市输出产品并提供商贸服务 （克里斯塔勒，
１９９８）。

区域开发模式理论是城市群空间结构分析的基础。 一是增长极模式。 根据增长极理

论， 形成增长极的一组产业可能在地理上集聚于同一个都市区域 （王缉慈， １９８９）， 这样

一个城市地区就成为一个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不过， 区域增长极的大小、 层级和水平的确

定必须放到区域现有的城镇体系中统一考虑， 在初期阶段， 其大小、 层级和水平受区域开

发政策及该政策所能提供的开发资金规模的限制 （Ｐａｒｒ， １９９９）。 二是点轴开发模式。 两

个及两个以上增长极在开发空间上的轴向组合， 城市沿轴向发展， 可以认为是最简单的点

轴开发形式 （魏后凯， ２０１１）。 一般地， “轴” 多为增长极之间相互连接的交通线， “轴”
同样存在集聚和扩散效应 （孙久文、 叶裕民， ２００３）。 三是网络开发模式， 它是区域城镇

体系日趋完善阶段区域空间开发的高级形式， 能缓解开发过分集中所引起的拥挤效应， 解

决网络体系中城市之间互损型竞争问题 （魏后凯， １９８８； 魏后凯， ２０１１）。 区别于单中

心、 双中心型城市体系， 多中心网络型城市体系将成为 ２１ 世纪创新型城市群的主要形态

（Ｂａｔｔｅｎ， １９９５）。
２ 城市群形成机理研究

从微观层面看， 劳动地域分工、 企业组织和企业区位选择都会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演

变 （庞晶， ２００９）。 当分工发展到专业化程度时， 市场效率机制下交易地点趋于集中； 随

着经济要素越聚越多， 不可移动要素价格 （如土地价格、 拥挤成本） 上升， 抵消了市场

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 经济要素开始向周边转移， 逐步促进城市群发育形成 （李国平、
杨洋， ２００９）。 从中观层面看， 城市空间结构本质上是由集聚效应的吸引力和集聚不经济

所引起的排斥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江曼琦， ２００１）， 集聚和扩散共同促进城市群的形成

（方创琳， ２００９）。 从宏观层面看，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 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双重

作用促进城市群的成长 （陈玉光， ２００９）。
３９

张　 燕： 城市群的形成机理研究



显然， 聚焦特定角度的城市群机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好

的分析基础和逻辑引导， 然而由于现有研究受到单一研究视角的限制， 没有对城市群发展

规律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判定， 现有研究大多止步于 “从理论到理论”、 “从现象到现

象”， 不能系统地揭示城市群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及其作用机理， 尚缺乏指导中国新型城镇

化战略的理论解释框架， 不能满足中国城镇化实践的理论需求。 为此，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

础上， 借鉴管理学和系统动力学相关理论方法， 通过构建城市群形成的机理模型， 力图为

城市群形成过程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解释框架。

二、 城市群形成的先天条件和驱动因子

作为特定地域空间的城镇化主要载体， 城市群的形成首先依赖于一定的自然条件， 这

种自然条件可以看作是城市群形成的先天充分条件。 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 驱动城市群

发育成长的一切经济、 社会、 文化因素都是城市群的影响变量， 考虑变量体系的复杂性，
有必要对城市群的关键驱动因子进行提炼归类。

（一） 先天条件

城市群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空间集聚的高级化形态载体， 为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基本需求， 先天就依赖于一些基本的自然条件， 包括特定的地理位置、 适宜人类活动集

聚的气候与地貌特征、 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等 （陈玉光， ２００９）。 也即城市群的发育、 成长

和发展无不需要有宜居、 宜业的地域环境。 例如， 地形地貌特征上以地势平坦、 广阔的平

原地带为主， 以方便土地开发、 人口往来、 生产要素交流等； 自然环境方面有宜人的气

候、 充足的光照和雨水及生物多样性等条件； 资源供给方面能够充分保障城市生产和生活

需要等。 在农业社会， 先天条件较好的地区，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大规模集聚， 当出现农业

剩余后， 开始有交易出现和集镇发展， 逐渐地进入工业化社会， 继而推动城镇化进程。 城

市群作为城镇化中后期城市空间演变的高级形态， 显然对先天条件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
（二） 因子归类

由于驱动城市群的因子具有层级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在有限的条件下很难也没有必要

对所有影响城市群的因子及其机理效应进行理论剖析。 这里， 借鉴日本学者石川馨提出的

鱼骨因果解析图方法 （李雪松， ２００７）， 基于城市体系和区域开发模式等基础理论， 对城

市群形成的各类相互关联和影响的驱动因子进行梳理， 重点提炼出影响城市群变化的关键

因子， 其中要素流动、 产业分工、 知识积累和城市增长被认为是驱动人口集聚空间结构变

化的关键驱动力 （见图 １）。
１ 要素流动

城市是各种要素的集聚体。 在城镇化进程中， 不同城市地区的要素流动呈现 “先集

聚、 随后扩散、 再到双向流动” 的基本过程 （见图 ２）。 由于农业的剩余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生产、 商贸物流以及各类消费活动等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
形成城市。 要素集聚促进城市的形成， 特别是促进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以及其他要素如资

金、 原材料等向城市地区集中， 要素集聚促进城市规模增长， 城市规模增长进一步扩大对

要素的集聚作用。 实质上， 中心地理论和增长极理论为城市形成和城市集聚提供了理论支

撑。 近年来， 城市集聚理论得到不断发展， 特别是保罗·克鲁格曼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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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市群发展的鱼骨因果解析概要图

出的 “中心 － 外围” 模型， 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城市集聚问题 （李金滟、 宋德勇，
２００８）。 由于集聚成本的存在， 单个城市内部的要素集聚存在集聚不经济 （李金滟，
２００８）。 为此， 除了研究单个城市要素的集聚效应之外， 基于拥挤成本、 专业化分工和城

市产业梯度等角度对城市系统和城市群进行研究也尤为重要 （李金滟、 宋德勇， ２００８）。
从经济学微观视角看， 城市群的演化就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受利润和效益最大化目标驱

动， 企业和居民等要素在城市之间集散的组织过程 （赵勇、 白永秀， ２００８）。

图 ２　 城市要素流动的演化过程

２ 产业分工

产业在中心城市一定程度的集聚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 价格指数效应及竞争效应， 当

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 产业就会出现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或周边其他城

市转移扩散 （李国平、 杨洋， ２００９）。 在产业集散过程中， 产业分工大致经历从 “生产部

门专业化”、 “区域产品专业化” 再到 “产业链分工的功能专业化” 三个阶段的升级过程。
目前， 我国沿海地区发展较为成熟的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

分工基本上进入了城际产业链专业化分工阶段 （魏后凯等， ２０１０）。 显然， 产业分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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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 各城市之间逐渐形成网络化的分工和协作关系， 包括垂直分

工和水平分工等不同形式， 从而加快促进城市群的形成。 从分工的形态上看， 产业分工在

城镇、 大城市、 大都市区和城市群四个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差异， 相应地大致经历产业分

散发展、 产业关联发展、 产业协作集聚发展和产业链式协同发展四个阶段 （见图 ３）。

图 ３　 产业分工形态的演进过程

３ 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就是人类改造、 适应自然环境过程中对外界和自身的认识过程， 是创新的源

泉。 城市企业、 人才、 信息的集聚对知识创造和传播具有先天的优势， 特别是人力资本积

累、 产业专业化分工、 城市消费需求升级以及城市文明的进步均有利于知识积累。 城镇化

进程中， 知识积累包括所需技术的实际应用和使用技术能力的提高 （Ｓｃｈｏ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以及管理、 制度和发展战略层面的综合创新， 在这一过程中， 技术进步以及各个

领域的创新发展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共同驱动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有研究证实， 城市

空间结构演进的动力实质上就来自中心城市， 正是由于城市创新的扩散， 导致城市功能区

的空间替代和城市地域的演化 （孙胤社， １９９４）。 显然， 知识积累带来城市空间结构变化

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中交通条件改善驱动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较为明显。 在马车时代， 主

要以集镇发展为主， 集镇的辐射范围很小； 到了电车时代， 集镇功能得到强化， 城市得到

了初步发展； 到了汽车时代， 通勤条件显著改善， 中心城市集聚能力大幅度提高， 都市向

外辐射力不断增强； 到了高速公路和铁路时代， 城际交往更为频繁， 为城市群的形成提供

了快速通勤条件 （见图 ４）。

图 ４　 交通条件演变下中心城市空间辐射范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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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的最初动力来自需求， 城市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时间则依赖于供给 （巴顿，
１９８４）。 一般地， 城市规模就是指人口规模。 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大， 还会派生城市消费规

模、 生产规模 （经济规模） 以及用地规模的增长。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 不断增长的人口

规模作为关键因素， 影响着城市地区消费需求、 产业发展以及空间结构的变化， 城市人口

的消费需求拉动城市及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 城市空间规模集中体现在城镇土地开发建设

面积的大小上。 一般地， 城市空间开发与城市人口总量、 人口密度和土地开发利用效率动

态相关。 长期看， 受土地资源制约， 城镇土地开发建设理论上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峰值，
经济产出规模也会从依赖土地扩展和自然资源消耗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

要素支撑上来。 有研究认为， 从土地规模看， 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总体增长率也会由一个

峰值到最后基本维稳 （见图 ５）， 过度城镇化逐渐成为过去时 （Ｋｅ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８４）。 可见， 城镇化进程中， 当城市快速增长到一定程度， 随着城镇化率接近均衡、 城

市土地开发接近饱和， 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增长逐步放缓并最终趋于稳定， 这时候城市发展

将更多依赖于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 也即城市群的发展。

图 ５　 第三世界国家城镇化、 城市人口增长、 城市人口迁入预测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６０ 年）

资料来源： Ｋｅ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８４）， 图文经过翻译处理。

理论上， 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分布演变大致有收敛增长、 发散增长和平行增长三种路

径 （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７）。 有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 印度等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增长呈平行增长态势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 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０３； 江曼琦等， ２００６）。 实

质上， 由于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限制， 部分城市规模增长客观上受到先天条件的限制， 难

以发生大规模的增长， 并且不能仅从城市增长率的角度看城市增长趋势， 因为从特定时间

点看， 大城市人口和土地规模基数大， 其增长率相比一般中小城市会小得多。 因此， 从城

７９

张　 燕： 城市群的形成机理研究



市空间动态演变的过程看， 在大都市区发展阶段， 城市增长会有不平衡和平衡增长两种基

本形态， 但如果在其他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 有条件的大都市区会发展成为城市群， 最终

会出现特定区域内城市联动增长的格局， 此时城市增长对城市群的促进作用更多地表现为

城市群区域的连片、 一体化发展 （见图 ６）。

图 ６　 城市增长对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驱动过程

（三） 因子相互关系

研究城市群的形成不能孤立地只看某一个驱动因子的作用过程， 实质上各驱动因子变

化均具有相互强化、 相互制约的关系 （见图 ７）。 首先， 要素向城镇地区集聚推动了城市

土地开发， 扩大了城市规模， 促进了城市增长； 各种人才和信息要素的集聚进一步促进了

专业化和知识积累； 正是由于城市规模增加和知识积累作用， 全社会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扩

大升级； 需求的扩大和升级拉动了社会供给， 产业趋于高级化发展， 不断促进产业分工的

进一步演化。 其次， 产业分工可以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 不断引导新的消费热点并促进消

费升级。 再次， 城市增长成为要素集聚、 产业发展和知识积累的重要载体。 城市地区企

业、 人才、 信息的集聚， 对知识创造和传播有先天的优势； 城市地区人力资本积累、 产业

专业化分工、 城市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 均有利于知识的积累。 对应地， 相互强化关系表

明各驱动因子之间同时具有相互制约关系， 例如， 知识积累缓慢就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和产业分工， 也就满足不了消费升级的需求和城市经济发展； 产业分工协作的滞后会阻碍

消费升级以及要素集聚等。 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 表现阶段属性的经济增长、 工业化以及

全球化等影响变量是要素流动、 知识积累、 城市规模增长、 产业分工四个关键因素的派生

变量， 因此这里把经济增长、 工业化以及全球化等相关的影响变量均内生到城市群形成的

驱动力系统中， 经济增长所表征的发展阶段正是城市群发育、 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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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城市群不同驱动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三、 城市群形成的机理模型

根据系统动力学分析思路， 构建由先天条件集 （Ｎａｔｕｒｅｓ）、 驱动力集 （Ｄｒｉｖｅｒｓ）、 机

理作用集 （Ｅｆｆｅｃｔｓ）、 现状与趋势集 （Ｓｔａｔｅｓ） 和反应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等五个主体部分组

成的城市群形成机理概念模型， 简称为 ＮＤＥＳＲ 模型。
（一） ＮＤＥＳＲ 机理模型的提出

根据系统论， 所有区域均是由其内部的自然、 经济、 社会及文化等多种要素相互影响

构成的复杂耦合系统， 一般具有结构性、 整体系、 开放性、 层次性及动态性等基本特征；
各种要素通过正向和负向的反馈作用力持续驱动区域由低级向高级、 由无序向有序发展。
城市群作为高级形态的城市体系， 符合系统论的解释框架。 为此， 根据 １９５６ 年美国福瑞

斯特教授创立的系统动力学分析思想 （王其藩， １９９４）， 把相互区别但又关联和具有影响

关系的城市群驱动因子构成一个综合的动力系统集， 其中每个单一驱动因子为一个子系

统。 这里， 假设驱动力系统集为 Ｕ， 子系统为 ｕ， 则 ｔ 时的驱动力系统集可记作：

Ｕ（ ｔ） ＝

ｕ１（ ｔ）

ｕ２（ ｔ）

　 ：
ｕｉ（ ｔ）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

从理论上， 每个子系统发生作用应该存在一定的干扰项， 则 ｔ 时的干扰项系统可

记作：

ε（ ｔ） ＝

ε１（ ｔ）

ε２（ ｔ）

　 ：
εｉ（ ｔ）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２）

每个子系统的干扰项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系统外的干扰， 如自然因素、 偶发因素

等； 二是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下各子系统之间的干扰作用因素， 因此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功

能发挥都可能受制于其他子系统的作用力大小、 方向和速度等的作用； 三是城市群自身发

展对子系统或系统集的反馈作用力， 这主要是考虑到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会反过来约束或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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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城市群发展。 另外， 可以将每个子系统的城市群效应记为城市群的发展状态和趋势， 记

输出变量为 ｅ， 可表示状态集为：

Ｅ（ ｔ） ＝

ｅ１（ ｔ）

ｅ２（ ｔ）

　 ：
ｅｉ（ ｔ）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３）

于是， ｔ 时驱动力系统的输入变量可以表示为： Ｕ
·
（ ｔ） ＝ ｆｉ（ｕ１，ｕ２   ｕｉ；ε１，ε２   εｉ；ｔ），

则 ｔ 时的输出变量表达式可以记作： Ｅ
·
（ ｔ） ＝ ｇｉ（ｕ１，ｕ２   ｕｉ；ε１，ε２   εｉ；ｔ）。显然， 驱动力系

统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都取决于驱动力变量、 干扰项变量和时间变量。 这样， 要研究城

市群的变化必须充分考虑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子系统驱动力， 包括驱动力的方向、 大小和

作用功能； 二是驱动力作用的干扰项， 既包括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也包括其他

自然界干扰和未充分考虑和预料到的一切潜在可能因素； 三是动态的时间变量， 每个子系

统的作用力方向和大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为此， 除了主要驱动力之外， 多种形态

和力量组合的 “干扰项集” 和时间变量也被认为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变量。
结合鱼骨因果关系图， 根据上述系统动力学的基本思想， 得到城市群形成机理模型的构建

思路 （见图 ８）。

图 ８　 城市群形成机理模型的构建思路

为此， 城市群的形成将产生在具备先天条件的区域， 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到要素流动、
知识积累、 产业分工和城市增长四个关键驱动力的持续作用， 人口集聚的空间结构不断向

高级演化，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城市群的反应行为在不同程度

上也将影响城市群结构的变化。 其中， 要素流动的黏融效应、 产业分工的耦合效应、 知识

积累的柔性效应以及城市增长的共生效应的共同作用是城市群形成的内在机理， 由此可以

构建由先天条件集、 驱动力集、 机理作用集、 现状与趋势集和反应集构成的机理模型。 这

里， 为便于表达， 取各个集的英文首字母， 简称为 ＮＤＥＳＲ 机理模型 （见图 ９）。 根据图 ７
所示， 要素流动、 知识积累、 产业分工和城市增长四个因子之间具有相互强化、 互为制约

的关系， 为此相应的黏融效应、 柔性效应、 耦合效应和共生效应之间也具有相互作用关

系， 图 ９ 中以双向箭头关系表示。
（１） 黏融效应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 不同城市之间各类要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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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城市群形成的 ＮＤＥＳＲ 机理模型

动表现为互为扩散和渗透， 使得不同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城市发展融合度不断提

高。 这样， 要素流动促进原本相对孤立的、 大中小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联系趋于紧密， 并

加速城市群落化进程； 在城市群形成之后， 城市群内部要素更加频繁、 有规律地自由流

动， 进一步促进城市群向高级化发展。 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讲， 要素流动的黏融效应是促

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２） 柔性效应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柔性” 概念来源于 “柔性生产”， 即通过系统结

构、 运作方式等改革， 使生产系统能对需求变化做出快速的适应， 消除冗余或无用的损

耗， 力求获得更大效益。 知识积累带来的柔性效应， 就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 促

进城市群的空间组织和格局从无序向有序、 从不平衡到协调发展的过程。 从经济学效用最

大化角度看， 城市群发展应该有一个经济、 社会、 人口、 环境统筹协调发展的最大化收

益， 知识积累就是城市群效用最大化的根本动力。
（３） 耦合效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一般地， 把群体中两个及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

用而彼此影响， 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称之为耦合效应。 由于产业分工的演进， 城

市群内部各城市企业、 部门和产业的错位协同发展程度不断提高，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

代，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城市群区域的产业发展最终将形成无缝耦合的超大产业集群， 其

持续竞争力不断提高。 以产业耦合发展为支撑，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 城乡之间的耦合关

１０１

张　 燕： 城市群的形成机理研究



系将从 “有边界” 趋向 “无边界”。
（４） 共生效应 （Ｓｙｍｂｉｏ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根据生物学研究， 共生效应多是用来描述许多植

物相互影响、 拥簇繁荣地生长在一起的自然现象。 城市群实质上就是不同城市在一起群落

化发展， 具有生物学研究中的共生效应特征。 这里， 城市增长是一个广义概念， 包括人口

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增加、 环境质量的改善、 空间扩展及结构优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从发展

过程看， 从乡村、 集镇、 一般性城市、 大都市区逐渐到城市群的演变过程中， 城市增长无

刻不在， 在这一过程中共生效应不断得到强化。 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发展看， 在城市功

能不完善的初级阶段， 不可避免地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 即一个城市的增长会制约其他城

市的发展， 但是到了城市群的成熟阶段， 从理论上讲， 任何城市的增长都将不以牺牲其他

城市增长为代价。
（二） 机理作用的阶段性表征

对于城市群形成阶段的划分，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 以不同标准有着不同的划分方

法， 但是城市群发展的过程总体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空间形态高级化， 二是城际联系紧密

化， 三是城际产业分工细化， 四是功能不断完善 （刘静玉、 王发曾， ２００４）， 五是开放性

趋于增强。 根据 ＮＤＥＳＲ 模型， 本研究认为城市群的形成就是人口空间聚集的高级化过

程， 大体经历乡村、 集镇、 一般性城市、 大都市区和城市群五个重要形态的发展阶段。 在

乡村阶段， 村落分散布局， 功能上以农耕生产为主； 在集镇阶段， 通达性较好的村落结合

部形成人口相对集聚的集镇， 集镇功能以农产品贸易为主； 一般性城市阶段， 部分集镇非

农生产规模不断增大， 大中小不同等级的一般性城市逐渐成长起来， 城市日益成为区域的

经济、 文化和行政管理中心； 大都市区阶段， 少部分条件好的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要

素集聚能力较强的大城市， 并与周边地区 （卫星城市、 郊区、 新城） 连片发展， 继而形

成大都市区； 城市群阶段， 当大都市区核心大城市与次中心城市及外围城市之间双向联系

日益紧密、 城际网络性及整体开放性不断增强， 城市群形成并日益成为区域性或国家级的

重要增长极 （见图 １０）。 值得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大都市区都会发展成为城市群； 另

外， 城市群可进一步划分为发育型、 成长型和成熟型， 其划分的依据就在于城市群区域城

际的一体化程度 （即城际网络紧密度、 整体开放度等）， 包括要素市场一体化、 产业协作

一体化、 空间布局一体化、 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等诸多方面。

图 １０　 人口聚集区空间结构形态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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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驱动力一直存在， 但不同阶段驱动力的作用力大小

却不同。 总体上看， 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城镇化初期， 要素流动起主导作用， 这一时期要素

趋向集镇和城市集中； 在工业化推进时期， 产业分工和城市增长起主导作用， 这一时期城

镇化和工业化互动， 产业分工不断演进、 城市增长加快； 在进入城市社会的知识经济时

代， 知识积累将在促进城市群发展上起主导作用， 城市群发展更依赖于综合创新。

四、 结论与启示

一直以来， 城市群形成机理研究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 本文充分借鉴前人的

研究方法与成果， 以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为基础， 探索性地提出了城市群形成的

ＮＤＥＳＲ 机理模型， 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具体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期待能为中国城

市群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一， 城市群是人类活动空间集聚的高级形态， 以在特定区域有效地承载一定规模的

人口为根本目标， 其形成和发展先天就依赖于具有一定优势的自然条件， 包括良好的生态

环境、 丰富的自然资源供给、 宜人的气候以及合适的区位条件等。 为此， 城市群具有显著

的自然地域性特点。 在中国广袤的西部内陆地区， 诸多区域由于生态环境脆弱、 交通不

便、 气候条件较差等， 自然环境先天不足， 不适宜高密度集聚人口特别是发展城市群。 在

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开发建设中， 在不具备先天条件的地区强行推进城市群规划以及大规

模城镇化建设， “人为造群”， 势必会带来资源配置不当， 甚至导致地区发展战略导向上

的失误。
第二， 城市群的形成受到要素集聚、 产业分工、 知识积累和城市增长四个关键驱动力

的共同作用， 要积极引导不同驱动因子发挥作用， 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 一是通过发挥城

市群要素流动的黏融效应， 打破行政壁垒， 建立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 促进城际要素有

规律、 高效率地扩散和渗透， 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通过强化城市群产业分工的耦

合效应， 引导生产力布局优化和生产部门协同发展，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实现全

产业链式、 水平和垂直分工融为一体的精细分工与合作，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并形成一

批专业化功能城市； 三是通过发挥城市群成长过程中城市增长的共生效应， 优化生产、 生

活、 生态空间， 形成以核心城市为引领的城镇等级规模体系， 实现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共

生、 共长、 共同繁荣； 四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尤其要重视城市群高级化发展中知识积累的

柔性效应， 加强城市间人才交流和知识积累， 加快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进程， 加快促进要

素流动从 “有形” 到 “无形” 转变， 实现要素流动成本最小化和要素配置效益最大化，
引导城市群区域经济、 社会、 人口、 资源、 环境统筹协调发展， 不断提升城市群综合竞

争力。
第三， 城市群形成发育过程中， 要素流动的黏融效应、 产业分工的耦合效应、 知识积

累的柔性效应以及城市增长的共生效应， 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 也即机理作用

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为此， 考虑到中国城镇化的地区差异较大， 需要针对处于城镇化

不同发展阶段的发育型、 成长型以及成熟型的城市群区别引导， 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城

市群发展战略， 积极发挥各驱动力的作用效应， 引导区域市场一体化和要素自由流动， 促

进产业有效分工和高效发展， 鼓励综合创新引导城市群柔性化发展， 优化城市规模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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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善城镇体系。 相对地， 在城市群发育阶段， 重点强化城市增长的共生效应， 加快基

础设施一体化进程， 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 在城市群成长阶段， 重点强化产业分工

的耦合效应， 促进城市群区域城际产业协同发展， 提升城市群产业整体竞争力； 在城市群

成熟阶段， 重点强化要素流动的黏融效应和知识积累的柔性效应， 促进城市群区域要素自

由流动以及城市群整体效用最大化。
第四， 城市群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遵循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循序渐进

进程。 政府行为干预是城市群发展的 “反应” 项， 政府有效干预会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
但是城市群的自发形成过程不以个人或社会组织意志为转移。 为此， 要充分尊重城市群形

成和演进的基本规律， 需要更加明确和强化个人、 企业、 社会组织及政府在推进城市群有

序、 健康、 协调发展中的角色和职责， 杜绝人为地大规模推进城市群规划建设， 大搞

“圈地” 运动， 扭曲市场机制、 破坏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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