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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 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口
的增长， 人们自然而然地对交通工具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高速铁路也就应运而生了。
自高铁在中国开始出现以来，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国关于高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已经展
开了诸多研究，其中宋文杰、朱青等对主要研究了高铁对不同
规模大小的城市发展影响， 研究发现高铁促使了大城市第三
产业的空间极化发展， 但对第二产业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
工合作、均衡发展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外高铁促进了相
邻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同时也使巨型城市周围的中
小城市获得扩散作用的有益影响 [1]；谌丽、石敏俊等对高铁对
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讨论， 并获得了高铁对
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 而且越早开通高铁站点的城市
经济增长幅度越大的结论[2]；夏瑛在高速铁路对杭州旅游产业
的影响分析与对策思考的研究中， 认为高铁能够促进旅游业
的发展[3]。 从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数只局限于高铁影响
的某一方面，缺少综合性多方面的研究。而杭州作为中国最大
铁路枢纽站受到高铁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因此，本文将具体分
析高铁的发展现状情况， 以及高铁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具体影
响，尤其是高铁对杭州市的发展产生的各种影响。
1 高铁发展现状
1.1 我国高铁发展情况

我国的高铁网络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高速网络，运行
里程达到 2 万 km，每天运行高速列车 4200 多列，超过世界
其他国家的总和。 高铁已经成为我国客运的绝对主力，占铁
路总量 1/6 的里程，运量可达到 60%以上。 现在中国高铁网
络仍然以每年向外延伸速度约 2000 km， 预计到 2025 年，高
铁的总长度将达到空前的 3.8 万 km，覆盖中国 240 座以上的
中型城市，将彻底改变中国土地上距离和时空的概念 [4-5]。
1.2 杭州高铁发展情况

中国高铁迅速发展的同时，杭州高铁也在不断发展。 杭
州东站的建筑面积达 32 万平方米，车场规模达 15 台（28 台
面）30 线，预留磁悬浮 3 台 4 线。杭州东站为全国八大铁路客
运枢纽之一，其规模超过上海虹桥和南京南站，号称“亚洲大
型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第一站”。 日均发送旅客可达 10000 万
余人次。
2 高铁对杭州发展的影响

杭州高铁的迅速发展对杭州市的社会经济、区位条件、旅
游文化、人才技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区位提升
沪杭高铁连接上海至和杭州以及周边城市群，沪杭高铁

的开通，使得上海到杭州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到 45 分钟，真
正迎接长江三角洲“一小时城市圈”时代的到来。 另外，杭州
都市圈内建成了沪杭高铁、宁杭高铁、杭甬高铁等，使得都市
圈范围内实现了“半小时”到达。 距离时间的缩短，有利于城
市间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结构，提升杭州市
的区位优势。
2.2 对产业发展结构的影响

快捷便利的交通条件将给杭州带来更多的人流、 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促使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进一步推动杭州
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和
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6]。 黄苏萍等使用可达性度量潜力模型法
分析高铁对沿线城市科技创新潜力演变的影响，发现高铁开
通前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科技创新潜力值差异不大，高铁
开通后则差异凸显，部分城市科技创新潜力因高铁影响出现
重新排序[7]。 杭州作为长三角高铁的中心区域，所获得的人才
与技术更加丰富， 再加上杭州高校数量较多以及政策引导，
杭州的科技创新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另一方面，如果在
创新环境、人才待遇方面不能完善和提高，无疑会使得技术
人才选择周边地区。 因此，在面对高铁带来的优势的同时，更
要完善城市设施，提高人才待遇和创新环境，及时做好应对。
2.3 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交通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交通
的便利程度影响到游客对旅游日程的安排和设计单位对旅
游线路的规划，更影响到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整体
的发展[3]。 因此，杭州高铁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市旅游业的
发展。 其中，高铁对杭州市旅游业的影响主要为以下几个方
面：1）促进了杭州地区客流量的增加；2）刺激了中短途旅游；
3）促进了商务旅游的发展；4）高铁的开通使得区域旅游合作
进程得以加快。 总体而言，高铁的高速发展为杭州市旅游业
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4 对商贸业发展的影响

将杭州打造成为“购物天堂”是杭州市的发展目标之一。 高
铁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杭州打造“购物天堂”的可能性，为周
边地区的居民到杭州进行购物消费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进一
步促进了杭州商贸业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是，高端购买力可能
会流向上海等大城市，杭州商圈发展环境竞争更加激烈。
2.5 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

随着高铁技术的发展， 地区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幅度减
少，利用高铁通勤于都市区和非都市区的客运班次将大幅增
加，这使得通勤圈扩大，人口逐渐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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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都市区外围分布的状况。 居住环境将会
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蔓延式的城市道路状况将会得到扭转，
有力地促进杭州东部地区城市建设， 实现杭州市区同城效
应。 相反，随着高铁的发展，住房郊区化的现象愈加明显，从
而使得海宁、桐乡等杭州周边城市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会逐
渐演变为杭州的卧城，因此对于杭州主城区的住宅类房地产
需求无疑会减少，这就使房地产商不得不重新审慎调整房地
产业的产品结构。
3 总结

高铁的快速发展，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
新的时代里，积极影响一直占据主流，因此能够不断发展前
进。 但是，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在我们享受着便利的同
时，也会受到消极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提前做好规划，提出
应对措施，使得积极的影响能够更加深刻广泛，而消极影响
可以尽量避免，更快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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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提高产量，提升农民的收益 [4]。
2.5 人才的流失

目前，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诸多因素，导致
许多专业农业机械维修人员外流，维修技工紧缺，而新的技术
人员又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引进，在人员方面出现了断层。在一
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没有专职的维修人员，通常都是由农
户自己凭借主观经验判断故障，进行维修。加上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专业机械维修人员的待遇较差，导致优
秀的农业技术人才流失，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技术人员补充，现
有的维修人员文化层次较低， 观念老旧， 对于新的设备不了
解，导致不能准确判断机械的故障。一个专业的农业机械人员
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更主要的是能够与时俱进，了解
更多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在农业维修系统中，这样全面
的人才少之又少，在现有的人员中，他们只能通过自身的经验
判断机械故障，由于缺乏专业的知识，以及对农业机械结构的
了解，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机械的维修。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是保障农业生产顺

利进行的前提，是农业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保障，目前，
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农业机械维修的现状，加强对技
术人员专业技术的培养，提高他们排除故障的能力，应对各
种各样的农业机械维修问题，提升农业机械维修的质量与效
率，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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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建设，使得农机补贴得到了切实的
落实，促进了农机推广工作的进行，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
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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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可以在农机购买时，实行统一管理，就像汽车使用一样，
在购车之后都有一套上牌流程，按要求进行每年的检查。 这
样就减少了在农机使用过程中，出现安全的问题。 对不进行
农机培训的操作者，进行严格管理和约束，保证每个人对农
机的操作流程、规范了然于心。 根据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适
合什么样的农机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必要时可以选一个农业
大户，进行农机作业的试点，推而广之促进农机使用的普及，
使新技术与农业紧密结合。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业发展中，传统的耕种逐渐转变为机械
化，农机占据了农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很多新式
的农机需要更专业的技术操作，因此对农机的培训工作也是
非常重要的。 农机的培训能够使得农机被更多农户接受，有

利于农机在市场上的推广，提高农业的工作效率，减少农民
的体力劳动。 目前，农机的培训迎来了新的机遇和面临更严
峻的挑战，把农机培训工作做好，是促进农业经济技术发展
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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