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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hyperspace has arrived, reciprocal a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viation technology bring about much more innovation to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The advantages of large 

civil airport air transportation force various production and living elements flowing into the airport. Cased by the aviation 

industry and airport economic zone’s rapid expansion and interaction, the region around the airport has turned into a new urban 

form taking airport as the core. The size and function of the airport have substantial changed with the enlarging of the civil 

aviation business and showed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The present thesis, by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airport,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for the airport city further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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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进入大空间时代，信息技术、航空技术和物联网的交互作用实现了信息和物质的快速交换。大型民用机场

凭借航空运输的交通优势使各类生产生活资源要素向机场聚集，航空业及机场临空经济区的快速增长和相互作用，逐

步发展形成以机场为核心的空港城市，机场的规模、功能、交通等多方面随着航空业务量不断增加而产生实质性的变

化，显现出了更多的“城市化特征”。本文通过对机场的城市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探讨空港城市的融合与发展。 

关键词：机场，城市化，空港城，城市中心 

 

1．大空间时代的机场建设 

当前依托信息技术和航空运输，世界正在实现信息和

物质的快速交换。信息技术、航空技术和物联网的交互作

用带来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革新，世界已经进入“大空

间时代”。 

航空运输的速达性和易达性，可实现各种资源要素在

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成为大空间时代的物

质基础[1]。预见到大空间时代对航空运输快速增长的需求，

世界各地区加强了枢纽机场建设。近期投入使用的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机场一期工程，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000万人次

的需求，航站楼建筑面积达到144万平方米；机场整体工

程完全建成后，其年旅客吞吐量可达1.5亿人次；同时在

航站区前建设大型商业区，包含了购物中心、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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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会议、学校、医院和公寓以及清真寺，宛若一个微

型城市，成为欧亚大陆极具竞争力的大型国际枢纽机场。

2019年9月正式通航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总建筑面积约

143万平方米，包含了78万平方米的航站楼，本期可满足

45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代表，

中国已经开启了建国以来第五代机场的建设，机场建设整

体投入的规模之大世界罕见。在亚洲许多城市包括香港、

新加坡、首尔、吉隆坡、雅加达、曼谷等地区都在加快国

际枢纽机场的建设，以激发地区经济的提升。 

 

图1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图片来源：网络）。 

 

图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图片来源：网络）。 

进入21世纪，国内外大型枢纽机场除了自身基础设施

的升级扩张外，还加强了临空产业的开发和城市融合。机

场由于航运功能的价值和航空业的规模化而表现出超强

的吸附效应，各类生产生活资源汇聚于航空港，相较于传

统单一的交通职能，其功能和形态更趋于综合化，机场越

来越显现出城市化的特征。 

2．城市化特征和机场的特点 

城市的概念是相对乡村存在的。“城市化”即城镇化，

是指农村被城市“同化”的过程。本文的“城市化”主要是指

机场演化为城市的状态和形态。 

城市以要素聚集为基本特征。首先，城市化表现为城

市的规模化。人口、产业快速在城市区域内聚集，并对周

边形成较强的经济、文化辐射影响，吸引周边或腹地更多

的人口和产业从郊区以外更广大地区向城市集聚，人流、

物流、信息流愈加频繁，城市空间范围也不断向外扩展。

其次，城市逐渐显示出功能的复合化。各种功能在城市中

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功能配置的不断完善与资源的高效

利用使城市逐步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多功能大型综合体。此

外，城市交通逐渐枢纽化。为解决人口聚集、功能叠加带

来的交通流量的密集化，最大限度的提高交通效率，各种

运输方式之间、各区域交通之间组网衔接、换乘联运，交

通模式的转换和贯通，也成为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飞行是最有魅力、最快捷和

最安全的长途旅行方式。”[2]机场则是陆空交通的转换站

和过渡区，其规划建设包括了飞行区、航站区、货运区和

工作区等。 

机场的建设需结合空域条件，飞行器的特殊性使机场

选址远离城市，独立成场成港，成为中心城市的卫星城之

一，依靠陆路交通与城区相连[3]。机场之初作为航空交通

运输设施，与火车站、客运站、港口码头等同属于集疏运

体系的交通设施，高效快捷地实现旅客和货物的换乘、集

散和转运，因其规模和体量成为城市重要的“空中门户”，

承担着以航空运输为主的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

的职责。机场的运行以高新科技为支撑，旅客出行以快捷、

舒适、远距、国际化以及科技文化的体验为特色，成为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机场的这些特点都成为城市

资源聚集的必要条件。上世纪中叶，随着临空经济区的产

生，围绕机场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聚合了一系列相

关产业，新型空港城市初露端倪。 

3．空港城的发展 

纵观城市的发展，交通一直是城市形成、发展的重要

条件。水运交通促成了港口城市的成长，如番禺（广州）、

明州（宁波）以及大连、青岛等城市，借助于优越的地理

位置和水运交通的优势成为今天中国重要的经济贸易中

心；陆路交通促使了枢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如铁路陇海

线和京广线交汇点的郑州，依托发达的铁路运输成为了中

国核心枢纽城市。 

空港城凭借机场航空运输的交通资源，其发展经历了

由航空运输区到临空产业区，再由临空产业区逐步发展成

空港城市的过程[4]。最初机场功能单一，以单纯客运交通

为主，逐渐附加一定量的货邮运输业务；随着客货吞吐量

的增加，为保障生产、运营和服务的安全与高效，机场的

基础设施日益齐全、配套趋于完善，与之相关联的生产资

源要素齐聚空港，包括货运物流、航食仓储、保障运维、

生产加工、酒店商务和建设开发等，逐渐形成了临空产业

区[5]；依靠机场航空运输的集聚功能、辐射效应、成本优

势以及高效快捷的特点，商贸经济、会展经济、旅游经济、

总部经济、房地产经济等汇聚成临空经济，以机场为中心

形成了空港新城，城市机场转变为机场城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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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场城市化特征 

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正在建设的“机场城市”，总占地

面积约25公顷，包括零售、餐饮、娱乐、办公、酒店等多

种功能。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也启动了包含商务、旅游、娱

乐、教育、医疗等为一体的机场空港城的建设计划。可见，

今天的机场更加看重商业化、旅游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反

映了机场城市化的进程。 

 

图3 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空港城规划（图片来源：网络）。 

 

图4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空港城规划（图片来源：网络）。 

城市化是一个内向聚合与外向扩展共存的发展过程。

航空港带动临空经济并直接影响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机

场的中心作用和纽带作用日益凸显，其规模、功能、交通

等多方面随着航空业务量不断增加而产生实质性的变化，

包括空港城市的建设，都表明大型枢纽机场呈现出的城市

化特征。 

4.1．综合交通枢纽 

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实现交通体系内交通方式的互

联互通、融合集成，以客运为主的枢纽一体化衔接，以货

运为主的枢纽集疏运功能，是国家交通系统的战略化升级。

[7]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以航空为中心，整合多种交通模式一

体化协同，依托陆侧地面交通中心，实现以机场为主的多

式联运组织。 

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强调不同交通模式之间的高效转

换，实现航空与高铁、地铁、公交、出租车以及社会车辆

等多个交通系统的无缝衔接、零换乘，尤其是航空和轨道

交通的转换，承担城市与城际间的主要旅客输送。综合交

通枢纽在机场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撑作用，

是交通发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综合交通枢纽使

得机场交通功能大为扩展，也加大了机场辐射范围，加快

了空港城的建设形成，提升了机场城市的交通地位、经济

地位及城市地位。 

4.2．港城一体化 

临空经济促进了空港城的发展，围绕机场形成了重点

以客货运输、仓储加工、综合贸易、商业服务、会议展览

等临空产业为特色的综合性新型门户城市，作为提升国家、

地区以及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手段。 

 

图5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与空港城一体化设计（图片来源：网络）。 

空港城以机场为核心，沿着机场交通走廊，呈现出显

著的圈层式布局特征[8]。大型枢纽机场“由港而城，为城

兴港，”港城一体化高度依存、紧密关联。[9]主要表现在：

以多种交通方式整体协同组织、高效联运转换的交通一体

化；以多种功能相融合，保障生产、生活需求的功能一体

化；以航站区与空港商务区地上、地下城市空间整体贯通、

资源共享的空间一体化；以建设美丽空港，整合港城景观、

延续城市建筑风貌的景观一体化；以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港城全方位网络交互的信息一体化；以利用机场资源，

促使资本、产品、技术、人力等集中，拉通港城产业链条

的经济发展一体化。 

机场与空港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客观上要求采用

一体化规划设计、一体化建设，则更有利于港城融合，使

二者在建设之初产生互动，构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

机整体，强力带动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10]。 

4.3．城市副心 

随着大城市中心区的衰弱和变迁，城市向多中心发展。

城市副中心也是城市经济流的高效聚集区，可以分散城市

空间结构，缓解人口、疏散功能。依托上海虹桥机场综合

交通枢纽的虹桥城市副中心，总占地面积约86平方公里，

规划建设国际化的中央商务区（虹桥之“核”）和国际贸易

中心新平台，带动上海经济发展转型，服务国家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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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优势使机场及其周边逐渐形成特色独立的

功能型城市。其超强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可将周边地

区纳入发展轨道并与空港城融为一体，使人口、产业在更

广范围内不断集中，也将对中心城区的依赖性下降，逐渐

具备自身造血能力，进入经济内循环模式，成为大都市圈

的城市副心。大型枢纽机场航空功能的增长，促进区域内

新型经济的融合，航空港空间显现出城市化表象，空港城

市也将成为人们出行的目的地，起到区域的交通中心、商

业中心、科技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形成依托航空交通

功能而特色鲜明的新型城市中心。 

 

图6 上海虹桥城市副中心规划设计（图片来源：网络）。 

4.4．航站楼城市综合体 

航站楼作为机场航站区的核心建筑，展示着机场的主

体形象，标志着地区的空中门户，承载着地域文化和城市

记忆。航站楼对于市民和旅客来讲更是城市的会客厅、迎

来送往的公众广场，航站楼的标准、质量决定着机场的美

誉度。如果说空港是大都市，那么航站楼就是空港大都市

里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机场航站楼传统单一的客运交通功能已经不能适应

现代机场的发展和旅客多样化的需求，机场当局引入大量

的非航空功能，更愿意让行色匆匆的旅客在航站楼里流连

忘返，体验机场提供的服务；旅客也希望能享受到机场的

便利，欣赏到一个展示当地文化与艺术，融汇最新科技的

航站楼建筑。现在的航站楼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城市的社会

功能和商业功能，复合型、综合化的配置使航站楼由传统

的航空运输枢纽逐步演变为集交通、购物、餐饮、休闲、

文娱和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和城市旅游

集散中心，为人们提供了“两全一站式”（全天候、全方位、

一站式）服务。航空业务非航化，非航功能商业化，实现

以航站楼综合体为基础的价值机场的营建。 

5．城市化引导机场规划建设 

城市化趋势今后将成为大型机场规划、设计和建设的

导向。结合城市化特征，机场和空港城应按照城市发展规

律和产业需求展开规划，遵循机场自身运营特点，顺应交

通枢纽功能，围绕航空交通的核心，完成港城一体化的城

市规划、产业经济结构规划及综合交通系统规划等工作

[12]。 

航空城市的规划设计首先要充分研究城市背景、行业

背景，确定空港城的功能构成与空间格局、产业链条、建

设控制要素、投融资和开发模式；[13]其次，梳理规划设

计内容，包括航站楼综合体、会展设施、物流产业、周末

产业以及航空工业园的开发建设，同时还包含了航空城的

环境建设、信息化建设、城市航站楼设施和航空生活城的

建设规划；第三，空港城建设应改变传统工业园区的规划

观念，引入最新城市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协调机场航运限

制，打造区域门户形象，营造美丽空港和花园机场；第四，

规划应避免出现重产业轻城市、重交通轻功能、重基础设

施建设而轻城市空间塑造、重城市形象而轻人文关怀等现

象和问题；同时规划应避免功能单一，注重城市功能的复

合多元化；避免过多超大尺度的工业化设计，应注重营造

宜居、宜游的人性化城市尺度。 

6．结语 

习近平主席在大兴机场建设过程中提出：新机场建设

是我们国家发展一个新动力源。 

新型机场的城市化不仅带动了所在区域社会经济的

全面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资源合理配置，

同时也使机场城市形象和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大空间

时代”的到来，世界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加速了社会的物

质交换和信息交换。产业的聚集、空间的圈层效应和规模

化趋势使得大型枢纽机场转变为空港城市，出现了航空交

通枢纽下独具特色的新型城市经济体。这需要我们重新认

识和适应这种新型城市的规划建设，让机场城市也成为能

够自我循环、宜商宜居的新型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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