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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经济版图是倾斜的，经济集聚是当今

而可以说，当今经济也是属于城市的时代。

到国家尺度还是到区域尺度，经济活动在空间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正是在这种

的非平衡分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各种数据表

深刻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然而无论从全球尺度还

明，经济活动正愈发集中于一些中心地带，世界

是国家尺度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并未处在经济活

银行 2012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总量的

动的中心地带，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预期效

68% 集中于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

果是要发挥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带动整个欧亚

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意大利这 10 个经济

经济板块“裂谷”的发展，对中国而言是打通中

体。沈体雁等 提出的泛产出密度计算 （人均

国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同时撬动整个中国区域

GDP 是人口经济密度），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

经济板块的协调发展。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本、韩国、新加坡、瑞士、英国、卢森堡、马耳

设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在于其集聚效应能否发挥，

他和百慕大群岛每平方米陆地上集中的 GDP 超过

这其中的引擎正是经济带中的城市，我们认为大

10 000 美元，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毛利塔利

城市犹如“发动机”，中等城市犹如“车轮”，而

亚、蒙古、尼日尔不到 10 美元。而进一步来讲，

大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犹如丝绸之路经济带

全球经济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与其说是关于国家的

的“经脉”，因此可以说，城市兴则可带动丝绸

还不如说是关于城市的。2012 年全球有 52.6% 的

之路经济带兴。

[1]

人口居住在城市，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逆城市化

为此，要全局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

也并没有成为一般的和普遍的趋势，城市已经成

的总体分布状况，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于丝绸之

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OECD 数据显示，

路经济带中国段的部分。

规模分布的研究
—

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无论从全球尺度

44.56%、22.92%、45.09%、37.21%、41.6%。因

基于城市位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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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全球有 156 个城市对国家经济的集中度超
过 1%，有 31 个城市超过 10%，其中著名的国际城

一、相关文献综述

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首尔、墨西哥
城、雅典、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对国家经济的贡
献率分别为 7.26%、27.82%、31.86%、29.93%、

（一）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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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不少学者为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
间范围进行研究。郭爱君等、卫玲等不谋而合均

首先，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机制和扩散机制分别构

在空间范围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了广义和狭

成区域空间结构形成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种

义的划分，二者均对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做了

力量的动态平衡就是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聚

几个层次的阐释，包括国家层面、地域层面、地

力，由于集聚存在最优规模，而扩散也存在最优

形层面和节点 （城市） 层面

。随后，胡鞍钢等

边界，集聚和扩散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共同决定

在战略层面上指出，中亚经济带与环中亚经济

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状”空间格局，这是丝

带、亚欧经济带三者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

绸之路经济带真实的空间经济意义；其次，资源

[4]

心区、重要区和拓展区 。与之类似，白永秀等

禀赋的差异导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功能是解

提出，中国、中亚五国和俄罗斯构成丝绸之路经

决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而实现跨越空间的资源

济带的核心区，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

优化配置需要统一市场的建立，可见，优化力着

汗、蒙古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其他国家构成丝绸之

眼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制度框架的建设。丝绸之路

路经济带的扩展区，欧盟、西亚和日韩构成丝绸

经济带超越了孤立的、散点状的经济空间，强调

之路经济带的辐射区 。这些研究为本文开展关

的是经济带内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带的

于城市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鉴于目前多

本质是一种合作的制度框架；最后，战略通道构

数研究符合狭义空间范围界定，而中亚地区城市

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引导力。战略通道包含硬

数据很难保证完整性，在考虑数据和地域相关性

通道和软通道，前者是指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的

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的地域范围限定为中国的

实体商贸和物流设施，包含公路、铁路、管道和

西北五省 （区）。

航空等交通运输设施和航空港、物流港等集散和

[2-3]

[5]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卫玲等基于区

转运中心；后者是指不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的有

域空间结构和形成机理的视角提出了丝绸之路经

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包含信息高速公路和

济带的定义：即秉承“古丝绸之路”文化、由中

制度通道。战略通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效率

国倡导、为实现欧亚大陆腹地复兴，在中国和中

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是为产业和人口集聚提

亚的政治和能源合作的基础上，通过交通便利流

供向心力的“磁场”
。

通和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人口和产业沿着“点

（三）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计

轴”集聚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结构和一体化经济

战略问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热点，

组织 。白永秀等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古丝

诸多学者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

绸之路为文化象征， 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

其中胡鞍钢等提出在战略框架方面以上海合作

共同体为主要合作平台，以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

组织为主、多机制并举；在战略步骤方面先易

络为纽带，以沿线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支点，以

后难、稳扎稳打；在战略内容方面，以经贸为

跨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动

主、多维度推进 [4]。王保忠等提出了“新丝绸之

力，以区域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以货币

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路径，即在交通、能

自由兑换和人民友好往来为保障， 以实现各国互

源、产业、城市、贸易、金融、文化、生态等

利共赢和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带状经济

八个方面实现一体化，而实现产业、能源、交

合作区 。而赵华胜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目

通和城市一体化则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

前只是一个概念，其内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化的初级阶段，实现文化、生态、贸易、金融一

和完善，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言，丝绸之路经

体化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的高级阶段 [8]。

济带超越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并且与学术界的

卫玲等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两端点、三

“西进战略”和官方的“向西开放”有相通之

通道、四纽带、六核心”的空间战略构想：其

处，其目标虽以经济为核心，但也是综合性的和

中，土库曼巴希和连云港构成了第一阶段丝绸之

软性的 。

路经济带的两个端点；以中哈原油管道和新亚欧

[3]

[5]

[6]

（二）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机理的阐释
2

带的形成机理包含内聚力、优化力和引导力 [7]。

大陆桥主线为依托的“北部通道”、以中国—中

卫玲等运用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述了

亚天然气管道和新亚欧大陆桥南部支线为依托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机理，指出丝绸之路经济

“中部通道”、以南疆铁路和规划中的中吉乌铁路

带、天山城市带和里海—图兰城市带构成了丝绸

于多中心区域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经

之路经济带的“四大纽带”；西安、兰州、乌鲁

济带建设的物理依托是战略通道的形成。战略通

木齐、阿拉木图、塔什干和阿什哈巴德构成了丝

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

绸之路经济带的六大核心。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

资金流等要素流动的“轴”，而城市则构成这些

济带建设的初级阶段、深化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战

要素汇聚的“点”，因为大城市往往是主要铁

略步骤 。

路、公路、管道、民用航线的站点和中枢，是区

[7]

综上，目前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主要

域内空间相互作用的着力点。因此，战略通道的

是集中在战略设计和内涵阐释两个方面，鲜有研

建设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只有城市繁荣了，才会

究深入中观层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展开研究，本

产生各种要素流动的需求和动力，进而使战略通

文希望能实现突破。

道发挥最大的效用。
（三） 城市是经济活动空间倾斜的主要表现
极不均匀，并表现出显著的聚合特征，而这种聚

（一） 城市构成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空间场域

合正是发生于城市层面，城市构成的聚合体成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亦成为

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人口的集聚一方面为产业提

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的差异的具体体现，只有

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

用空间的维度来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才能有效

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市场，要形成一个充满活力

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全局；唯有把握丝绸

的经济区域，产业和人口缺一不可。如果将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重点，才能准确把握丝绸

之路经济带比作巨型列车，那么其车轮就是沿线

之路经济带内各个区域单元之间的空间相互作

的各个城市经济体，因为城市恰好是产业和人口

用，才能有效把握各区域单元的特征和比较优

集聚的空间，城市的本质就是集聚经济，在全球

势，这是最终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劳动地域分工

化的时代，各国、各区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城市

的基础，也是基于产业生命周期认识丝绸之路经

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城市是经济带各种

济带区域生命周期的关键步骤，最终把丝绸之路

要素交流的枢纽和节点，城市集聚了各个区域的

经济带的建设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止步于战略构

优质资源，是各区域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窗口。另

想层面。

规模分布的研究
—

经济区域发展的支柱是产业，产业的集聚会

基于城市位序
——

如同人口一样，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也

二、城市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作用机制

·

一方面，城市是打造经济区域增长极的支点，成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
位序 — 规模分布演变

功的城市是成功的区域的先决条件，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的主要抓手是沿线的城市之间的合作 。
[3]

区域空间结构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分别由人口
和产业的集聚机制和扩散机制构成，向心力和离
心力的动态平衡形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聚

（一） 位序—规模
位序—规模：
： 区域经济集聚程度的透
视

力。集聚和扩散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共同决定了

城市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即规模不同的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状”空间格局 。而城市

市的有序聚集，是经济活动区位的一个重要规

本身就是集聚经济的象征，城市是集中承载这种

律。合理控制各层次城市的数量及人口规模，将

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点。因此，城市对于丝绸

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城市社会结构

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起着关键作用。

的分异，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9]。为了

[7]

（二） 城市是沟通战略通道的关键节点

合理规划区域城市布局，优化城市体系的功能、

城市之间基于功能联系的人流、物流、技术

结构，需要对城市体系规模的分布特征加以研

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城市区

究，对其规模结构演变的规律性加以探析[10]。关

域内次级节点与顶级节点关系的重构。包括经

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研究主要包括瓦尔特·克

商、会务、求学、旅游、文化交流、务工为主要

里斯塔勒 （Walter Christaller） 提出的中心地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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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因此城市区域形成网络化的交通格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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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战略通道；陇海城市带、祁连—河西城市

戴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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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定地域的同质性和交通体系的方向均质

的经验性规律，是反映区域内经济集聚效应的重

性，认为任何区域均有其核心，即向周围地区提

要手段，是表现区域内城市规模与其在整个城市

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城市。不同规模和等级的

体系中的能量等级的相关性的定量方法，通过这

城市分布一般遵循以下规律：1） 等级越高，城

种技术方法可以获得区域内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

市数量越少、规模越大；2） 城市等级越高，提

特征和发展趋势，表明经济在城市层面上的集聚

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越全；3） 等级越低，相邻

程度，即城市规模分布均匀与否，各城市之间的

的同一等级中心地距离越短；4） 不同等级城市

差距明显与否，首位城市的集聚程度显著与否

的市场区域分布模式遵循市场最优、交通最优或

等。通过位序—规模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区域

行政最优原则 。

内的城市之间在规模上的分布体系，城市的人口

[11]

位序—规模法则是指城市规模与位序之间存

规模和经济规模随着城市的位序而发生的变化，

在的规律性关系，真正最早对城市分布的位序—

从而发现在区域内经济集聚在城市层面上的经验

规模特征进行研究的正是法国经济学家奥尔巴克

证据。

（F. Auerbach）

，并于 1913 年最早提出了位序

（二）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位序—规模的演

[12]

①

—规模分布规律，后经罗特卡 （A. J. Lot-ka） 、
辛格 （H. W. Singer）

变

进行了发展，1949 年齐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

对城市位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

地域，具体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

进行了拟合，提出了著名的“齐普夫定律”，认

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西北五省

为城市的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即

（区） ②，包含 30 个地级城市，城市规模用市辖区

夫 （G. K. Zipf）

[14]

[13]

第一大城市规模约为第二大城市的 2 倍，约为第

总人口表示。

三大城市规模的 3 倍，以此类推。我们将一个城

2002 年到 2012 的 10 年间，西安始终保持着

市体系内所有城市按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对位

西北地区的首位城市地位，兰州由第二大城市下

序和规模取对数，根据位序—规模分布，它们大

降至第三大城市，西宁由第五大城市降至第 10 大

致成线性关系，具体如下：

城市，而宝鸡则由 10 名以外迅速晋升至第四大城

ln(M j ) = c - q ln(R j )

(1)

其中，c 为常数，Mj 为 j 城市的规模 （以人口

市，至少在关中地区，宝鸡成为除西安之外集聚
能量最大的城市，关中地区其他城市在城市体系

计算），Rj 是 j 城市位序 （位序 1 表示最大城市，

中的能级正在下滑，如咸阳和铜川相继被挤出 10

位序 2 表示第二大城，以此类推），在实证研究

名以外。从整个城市体系来看，2002 年西北地区

中，q 是估计参数，城市规模大小和城市位序之

200 万以上规模的城市只有西安一个，100 万以上

间呈对数线性关系，如 q=1，则齐普夫定律成

规模城市有 5 个，而到 2012 年，200 万以上城市

立，最大的城市正好是第 n 大城市的 n 倍，这是

增加至 3 个，100 万以上规模城市增加至 8 个，而

理想状态下的最优城市规模分布，但在现实中很

且对比 2007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100 万以上规

难找到证据；如果 q 小于 1，那么城市人口分布

模的城市数量在 2007 年前没有变化，在 2007 年

比较分散 （如果 q 等于 0，那么所有城市规模相

实现了突破，2007 年后，200 万以上规模的城市

等），大城市集聚效应不足，小城市发育较好； 数量并没有变化，这一方面表明该地区城市能量
等级正在迅速提升，城市体系趋于完善，集聚效
若 q 大于 1，则大城市将比齐普夫定律预测得更
大，高位序的城市规模很突出，也就是表明更多

应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表明，200 万以上规模的

城市的集聚。

特大城市发展速度要逊于 100 万以上规模的大城

位序—规模分布是城市体系分布的一个显著

市 （表 1）。

1995 年版第 255-257 页，
第 287-294 页。
① 见周一星，宁越敏编著《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② 将整个西部甚至是东部地区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理性的，必须要考虑到地缘联系、交通通道和历

史渊源等因素，西北地区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带，至今也是通往中亚地区的陆上要道，从现实的合作上看，西北五省
区与中亚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2014 年 7 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西北调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与西北五省区省级政府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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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张高丽要求各地要找准自身定位，科学确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职责”。他提出西北五省区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要依托。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在西北。

2007 年

2012 年

规模

位序

城市

规模

位序

城市

规模

位序

西安

497.38

1

西安

549.19

1

西安

572.8

1

兰州

191.7

2

乌鲁木齐

222.31

2

乌鲁木齐

251.8

2

乌鲁木齐

167.74

3

兰州

208.03

3

兰州

206.4

3

天水

120.05

4

天水

124.41

4

宝鸡

143.4

4

西宁

115.72

5

西宁

107.17

5

天水

132.4

5

武威

98.42

6

武威

99.85

6

安康

101.9

6

安康

93.93

7

安康

97.92

7

武威

101.8

7

渭南

90.52

8

渭南

94.39

8

银川

100.2

8

咸阳

82.33

9

咸阳

87.97

9

渭南

98.5

9

铜川

74.53

10

宝鸡

86.91

10

西宁

91.8

10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 年、2008 年、2012 年）。

第 26 位城市的预测人口为 36.49 万，这比较接近

内，城市之间存在着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从而可

于第 26 位城市 （克拉玛依市） 的实际人口——

以推测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人口密度也

37.6 万。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12 年，人口数量从最大的

信息：

91.8 万，第一大城市是第十大城市的 6.23 倍，对

第一，对于首位城市西安而言，由于其特殊

比 2002 年，第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第十大城市

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明显的区位优势和集

的 6.67 倍，这与齐普夫定律存在出入，理论上

聚效应，往往不按照位序—规模分布发展。按照

讲，第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应该是第十大城市人
口规模的 10 倍，这说明首位城市并没有发展到超
乎寻常的规模。
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可以在城市层面上获取
一些验证。我们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 30 个
地级以上城市按照市辖区人口规模由大到小依次
排列，最大的城市位序为 1，第二大城市位序为
2，以此类推。同时，我们对人口规模和位序分

规模分布的研究
—

集 聚 城 市 西 安 的 572.8 万 到 第 十 大 城 市 西 宁 的

通过三个时段的线性拟合结果可以找到以下

基于城市位序
——

同时，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十大集聚城市之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集聚现象透视

城市

戴江伟

2002 年

拟合的模型预测，2002 年首位城市西安的实际规
模跟预测规模相差最大 （尽管此时的拟合优度很
低）（图 1），预测值为 1 344 万人，而实际人口为
497.38 万人，2007 年预测人口为 475 万人，实际
人口为 549.19 万，到 2012 年，预测值为 513 万，
实际人口为 572 万，但同时可见，西安这个首位
城市正在逐渐靠近位序—规模分布。

别取自然对数，最后，我们将城市排名位序的自
然对数值和人口规模的自然对数值绘制在图上，
并选取 2002、2007 和 2012 年的数据进行了对比
（图 1、图 2、图 3）。采用 2002 年数据拟合的直线
解释力很低，只能说明城市之间差距的 66.96%，
而采用 2007 年数据以后拟合的直线解释力提高
了，可以说明城市之间大小 94.45% 的差异性。

图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位序—规模分布 （2002）

而采用 2012 年的数据绘制的对数线几乎是一条直
线，沿着这条直线简单往后退，估计可以出现下
面的位序—规模分布：
ln （人口） = 6.241 - 0.8115 × ln （位序）

(2)

这个推测可以说明城市大小 98.4%的差异
性。例如，我们可以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

图 2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位序—规模分布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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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十大集聚城市的位序变化 （2002-2012）

第四十三卷

兰
州
大
学
学
报

下，当今全球的经济可以说是城市的时代，我们
将研究重点锁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因为
城市正是集聚经济的集中体现，是经济活动空间

）

总第一百九十二期

·

（

社
会
科
学
版

二
○
一
五
年
第
二
期

倾斜的主要表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和产业
集聚的空间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通道的关
图 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位序—规模分布 （2012）

键节点，城市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和繁荣
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城市正在

而城市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丝绸之路经

不断趋近于位序—规模分布，但是分布比较分

济带区域网络的经济效应的发挥，也关系到具体

散 。 按 照 齐 普 夫 定 律 ， 估 计 参 数 q （2012 年）

的产业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性。我们使用位序—

仅为 0.8115，小于 1 的阀值，这明确说明，丝绸

规模方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城市体系进

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城市人口分布比较分散，

行了考察，试图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集聚程度的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不足，小城市集聚人口的能

经验证据。分析结果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

力反而比较好，同时，图 3 也表明，越是向着

市体系正在趋于完善，特别是中等城市的发展比

横轴的右边移动 （城市位序越低），则城市规模

较迅速，整体的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分

差异越小，分布也越密集。总体而言，该区域

布法则。然而，我们也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特大城市的集聚能量尚未充分发挥，这与表 1

城市体系没有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或者说城市的

显示的现象一致，第 1 大城市的规模要远小于

集聚程度比较低，城市的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大

第 N 大城市人口规模的 N 倍，而同时第 29 大城

城市发展并不突出，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比较好。

市和第 30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未达到位序—规

作为首位城市的西安，远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

模预测的水平，发展水平不足，存在进一步提

模，其集聚效应很有限。

升的空间。

鉴于此，本文建议，要特别重视丝绸之路经
济带特大城市的培育，要让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

四、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充分发挥，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要逐
步提升中小城市的功能，让中小城市更多地带动

在集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的背景

周边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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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of its agglomeration effect, whose engine is exactly the cities on the belt. By using the urban area po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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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 data, collected in 2002, 2007 and 2012, of thirty prefectural cities in five provinces of north-western
China and referring to the order-size distribution ru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urban establishments o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ch turns out to be quite low.
The result also shows that the urba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scatter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ig cities is
not conspicuous. It is suggested that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ultivation of mega-cities o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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