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空间结构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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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各要素在

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主要剖析郑

空间上的分布形式 。从外部形态上

州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规律性

来看，其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的结

和机制，并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构和空间分布形态，这是城市空间

做出预测。

［１］

结构领域内的研究热点 ，也是探索
［２］

城市发展规律并进行城市未来发展

１ 郑州市空间结构演变

规划和预测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我

郑州市历史悠久，但其现代城市

国诸多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相关问

形态的发展始于 ２０ 世纪初，大致可

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以划分为停滞、起步、扩张和加速四

，并取得了

［３～５］

不少研究成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城市空间动力机制、城市空间
结构演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及城
市边缘区研究等领域［６］。

个阶段：
１．１ 停滞阶段（１９４８年以前）
位于目前郑州市中心、建于３６００
年前的商城是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
中心（至今仍保留较为完整的近

性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市

７０００ｍ长的夯土城垣）。汉代以后，郑

发展迅速，其主要发展方向也经历

州逐渐衰落，１９ 世纪末期，郑州成

了不同程度的变革，在内地城市中

为面积仅２．２３ｋｍ２ 的小县城。民国初

颇具代表性。龚方方［７］等和赵淑玲［８］

年，郑州曾被建市，历经行政建制的

分别对郑州空间结构优化及郑州城

沿革，到 １９１６ 年，郑州仍被称为郑

市扩展问题进行过研究并得出了有

县，县城仅包括商城遗址附近部分

益的结论。近年来，随着郑东新区和

地区（图 １ａ）。但当时汴洛铁路（今

郑汴一体化的发展，城市空间结构

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已经建成，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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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是一个交通枢纽和区域

［城市研究］ ６１

图１ 郑州市历史时期典型年份城市发展对比图

图２ １９７０年代至１９９０年代郑州市建成区扩展图

州的区位优势已初步显现，这带动

心，人口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按照２０

了郑县城区和火车站之间地区的发

世纪 ５０ 年代编制的郑州城市总体规

业基地和省级行政中心的基础上，

展。１９３０ 年，郑州市城市规模进一

划（图１ｃ），大多沿铁路一侧布置，职

向外围不断扩展（图２），建成区面积

步扩大，包括商城遗址及火车站周

工居住用地与工厂带状平行布局，

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７０．２ｋｍ２ 发展到 ２０００ 年

边地区，也即现在的郑州城市核心

构成了郑州市工业区沿铁路线一侧

的 １３３ｋｍ２，增加了近一倍［８］。

区（图１ｂ）。由于火车站出口向东，建

带状布置的基本格局。而一批省级

成区基本上位于京汉铁路东侧。但

文化、商业、体育等公共设施围绕行

当时，郑州市的发展仍然缓慢，１９４８

政中心相继建成。１９６１ 年以后直至

年解放前，面积仅 ５．２３ ｋｍ 。
１．２ 起步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２［８］

建国初年，郑州市被列为国家重
现代城市研究
２００８（３）
６２

（２）市区道路交通格局进一步完
善。
本阶段初，郑州市区范围基本上

“文革”期间，因政治原因，郑州市

在现在的二环路（农业路、城东路、

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１．３ 扩张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

航海路、桐柏路围合的区域）之内，

点建设的工业城市。随着 １９５４ 年省

改革开放以后，郑州市城市建设

会迁郑，郑州工业发展迅速，郑州市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主要体现

区框架进一步拉大，在西郊和东北

在以下几点：

分别建成了工业基地和省级行政中

在建国初年城市核心区、西区工

（１）
“摊大饼”式扩张。

而在 ２ ０ ０ １ 年建成的城市环城快速
路，带动了城市周边地区的城市化
进程。
（３）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郑

图３ ２００７年郑州市域略图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始建于 １９９１

组团、东南部组团，须水组团）［９］，该

年和 １９９３ 年，规划面积分别为 １８．６

阶段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ｋｍ 和１２．４９ｋｍ ，分别位于郑州市西

（１）郑东新区的建设（图 ３）。

２

２

北和东南的铁路交叉区，并与环城

郑东新区远景概念规划范围

快速路毗邻，区位优势明显。这初步

２
２
１５０ｋｍ（其中起步区３３ｋｍ
），共分六

形成了市区的组团布局。

个功能区。截至 ２００７ 年，郑东新区

（４）房地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
了城市的扩张。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在郑州
快速发展，对城市北郊城市结构造

总体开发建设面积达４０ｋｍ２，入住人
口近 １５ 万人［１０］。
（２ ）城市交通框架进一步拉大
（图 ３）。

成了深刻的影响。北郊靠近黄河，生

西南绕城高速及京珠高速郑州

活环境条件相对较好，因此，北郊成

段的建设、１０７国道的东迁及四环路

为 ２１ 世纪初郑州居住小区最多的区

的建设都为郑州市的进一步发展打

域。
１．４ 加速阶段（２００２年至今）

下了坚实的基础。最近，郑州市又提

２００２年至今，郑州市的发展又经
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２００７年，建
团（中心城区、郑东新区、郑州高新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济新区、北部

构想［１１］。
（３）郑汴一体化和中原城市群的
构想。
郑州与开封的实质性对接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郑开大道的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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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５个区３个组
成区面积为２８２ｋｍ２，

出建设市区道路“两弓两弦两箭”的

６３

重点突出六个对接，功能、城区、空

建成之后，郑州成为重要的区域中

间、产业、服务和生态的对接 。
目前

心，这对推动人、物和服务的集聚起

还提出了郑汴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

到重要作用。１９９０ 年代郑州商业的

想。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包括

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心城区人

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

口的集聚，这直接刺激了郑州“摊大

山、漯河、济源共９ 个省辖，总面积

饼”模式的发展。而随着中心区人口

５．８７万ｋｍ ，
占河南全省的３５．１％ 。

密度和交通压力的增大、市中心地

其思路是通过加速人口和产业集聚，

价的抬升和市内污染的加剧，城市

放大整体优势，增强竞争力、辐射力

的郊区化和人口的外迁便成为离散

和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

力的诱因。两个开发区的建设、北部

发展。

住宅区和郑州新区的发展便体现了

［１２］

２

［１２］

这一点。离散力是郑州组团格局形

２ 空间结构演变的规律及机制
从以上郑州市发展阶段可以看
出，郑州从最初的“摊大饼”式逐渐

集聚和离散的方向具有一定的

过渡为目前的“组团”式格局，其主

规律性，郑州交通格局的改变从根

要发展方向也经历了“西—北—东”

本上决定了城市扩展的方向。最初

的发展。在演化过程中，主要产业的

郑州主要是沿铁路延伸的方向发展，

布局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从

后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郑州不断

目前来看，传统工业和高新产业主

地北移东扩，但组团发展的方向仍

要在市区西部及西北部；商业、行政

与交通十字扩展的方向基本保持一

和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现

致。如东部圃田组团和西部须水组

代住宅区主要分布在北区和郑东新

团基本上位于铁路和高速公路交叉

区；物流业主要集中在铁路沿线；会

点位。同样郑开大道的开通必然会

展、商住区主要分布在郑东新区；教

刺激沿线周边地区产业的升级，最

育产业向四郊转移。这种分化一方

终形成郑汴一体化的产业联结带。

面体现了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改变，

另外，随着郑州高速客运站与火车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郑州城市扩展方

站西出口的建设，郑州市的发展格

向的改变。驱动产业分化和空间结

局将会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
２．３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条件

构演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２．１ 市场内在的集聚力和离散力
现代城市研究
２００８（３）
６４

成的动力。
２．２ 道路交通线的扩展和延伸

郑州西部和西南部有丰富的煤

城市地理的观点认为，城市地域

矿和铝土矿，这对该地区（上街、新

结构形成的动力主要是集聚力和离

密等地）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

散力 。两条铁路干线和行政中心

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了郑

［１３］

图４ 郑州市未来发展方向略图

州向西方向工业走廊的形成。郑州

展都体现了政府规划政策的力量。

提出的中原城市群和郑汴一体化就

西郊是传统的工业基地，如能与西

但这与其他驱动因素并不矛盾，往

是区域合作发展的良好思路。而随

部地区的资源条件进一步结合，将

往政府的规划决策也是在充分考虑

着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未来郑州市

会发挥更大的区位优势。自然环境

当地交通、自然条件、发展优势等的

将会沿着中原城市群“大十字”方向

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郑州城

基础上做出的。另外，规划决策的做

进一步扩展，伴随产业梯度转移和

市结构的形成。如南三环以南区域

出也必须适应市场的发展，比如郑

卫星城的建设，郑州市空间结构将

多沟壑，地形相对复杂，这制约了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划起点

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州向南的进一步扩展；为尽量避免

较高，但由于产业布局单调，缺乏相

空气污染，西北—东南的盛行风向

关产业的支撑，以致未能起到良好

也决定了两个开发区西北和东南向

的集聚效应。
２．５ 区域协作的推动

的位置格局；出于防风固沙的需要，
郑州北郊以旅游观光、居住和现代

郑州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

３ 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思考
郑州市的发展方向和空间结构
经历了较大的变革，这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郑东新区的
开发建设和郑汴一体化，郑州市面

下。随着产业分工合作的进一步深

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很

化，郑州必须与周边各地市协同发

多问题，比如城市首位度不高、城市

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比如省会迁郑、

展，这样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避免

定位模糊、传统工业产业发展较慢、

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和郑东新区的发

产业重复和不必要的竞争。近年来

中心城区基础设施条件滞后、开发

城市规划是决定城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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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将其置于区域协作发展的大背景

农业为主。
２．４ 规划政策的引导

６５

区发展缺乏持续动力等。这些问题

成为优先发展的城市轴线。

［１３］王恩涌，赵荣，张小林，等．人文地理

能否有效地解决直接决定了郑州市
空间结构演变的进程，因为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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