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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心城市视角下菏泽市综合交通发展研究 

 

 

尹茂林 

 

 

【摘要】构建快捷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实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体系。本文以鲁豫皖

苏交界地区菏泽市为例，为实现打造区域中心城市这一城市发展目标，探讨如何构建科学合理地综合交通

体系。首先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与相邻市协调发展路径及区域中心城市对市域各县辐射带动效应，解读区间

交通分离、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强辐射区—1 小时交通圈等理念，其次，阐述菏泽市域综合交通现状并剖析

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菏泽市域综合交通发展目标，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构建

“三纵四横两联一环”高速公路网，“中心辐射、内接外联”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构建多层次、放射状

铁路网实现县城火车站全覆盖，构建客货运集疏运系统，加强市域重大基础设施间衔接等 4 项综合交通发

展战略，以支撑菏泽市实现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发展目标。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省际交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战略 

 

 

1 引言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省际边界，下辖 4 区 7 县，地处鲁豫皖苏四省交界地带，三面

与省外城市相邻，北部、西部、南部分别与河南省的濮阳、新乡及开封、商丘相邻，东南与

安徽省宿州市、江苏省徐州市接壤，东部与山东省济宁市相连，与济南、郑州、徐州的直线

距离均约 200km。 

过去，菏泽农业人口较多，属于农业大市。2001 年底菏泽撤地建市，形成现今市域范

围。近年来，随着西部高新区行政独立、定陶撤县设区，菏泽市中心城区空间大幅拓展、框

架全面拉开。与此同时，菏泽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三次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口快速集聚，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机场、高铁等一批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将于近期建成投运。为稳固发展成果、加快发展步伐，落实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布局规划

确定菏泽市为国家公路运输枢纽的公路交通发展目标，落实西部经济隆起带城镇体系规划、

鲁南城镇带规划等相关规划确定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定位，2017 年菏泽市出台了《关于打

造区域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 

科学合理的综合交通体系是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体系，既是关键环节又是基础

环节。针对省际交界城市，围绕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开展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研究，探讨如何

构建市域综合交通体系，以支撑菏泽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为在编的新一轮菏泽市城市总体

规划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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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菏泽市区位图 

2 基础理论 

2.1 省际交界地带区域中心城市 

2.1.1 城际间协作发展 

省际交界地带地处省际边缘，远离省会城市群及经济发达城市群，处于省际区域发展的

“冷落区”，从而致使“冷落区”内城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交界地带各个城市纷纷通过“打

造区域中心城市”，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这也导致了省际交界地

带多个区域中心城市相互竞争的局面。但是，通常省际边缘区城市并不足够强大，不具备引

领省际交界地带内其他城市发展的能力。多个区域中心城市立足自身特色实际，加强联系，

相互协作发展，由“竞争发展”转化为“协调发展”，是省际交界地带和谐发展的主要途径

[1，2]。因此，区域中心城市间应建立快捷交通运输通道，加强联系，为促进省际交界地区协

调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2.1.2 市域内资源整合，集聚发展 

市域层面优化空间结构，提升市域空间的内聚性，形成以中心城区为主体的核心城镇圈，

培育其综合职能，突出强集聚、强核心作用，提升中心城区对县城的辐射带动能力。以县城

为主体的中小城市，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整合资源，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加强

产业上下游间联系、区县间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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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梳理市域内部综合交通，建设中心城区与县城间、县与县之间的便捷通道，相互紧密

衔接，避免市域外围县向相邻市产生过多经济联系的“虹吸”现象，是促进中心城区辐射带

动市域各县、发挥区域中心城市与相邻市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2.2 区间交通分离 

一般而言，区间交通分为城市内部交通、城市对外交通、过境交通三种类型。城市内部

交通是城市居民每天为满足购物、工作、居住等日常生产生活需求而发生的出行活动，往往

发生在城区范围内。其特点是，出行起讫点均在城区内部，出行活动的产生能够促进城区经

济发展；城市对外交通是由一座城市内部产生，与周边县、市发生联系而产生的出行活动。

其特点是出行起点、迄点在不同的城市，出行活动的产生同时促进两座城市的发展；过境交

通，其他市之间发生的出行活动，并未在本市停留。其特点是出行起讫点均不在本市，出行

活动的产生并未促进本市的经济发展。通过上述分析，过境交通应适当远离城区，避免过境

交通对能够促进本市经济发展的城市内部交通、城市对外交通产生干扰。绕城高速或环城公

路，可实现减少过境交通对城市的干扰。城市对外交通的需求是快速衔接城市对外出入口与

城市内部交通。因此合理布局城区对外出入口，便于城市内部与各方向城市的联系，减少城

市内部交通与城市对外交通重叠，缓解城市内部的交通压力。 

2.3 交通圈 

交通圈的理念是由国外的都市圈、交流圈演化而来[3]。全国科学技术名词鉴定委员会提

出了交通圈的定义，指一定时间的可达范围[4]。各省市纷纷通过打造 1 小时交通圈、2 小时

交通圈等，加强两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促进城市间协调发展。对于区域中心城市而言，对周

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随时空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一般情况，1 小时的可达范围是区域中

心城市的强辐射区[5]。一般而言，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域范围及市域行政界限周边县处于区域

中心城市的强辐射区范围内。因此强力打造区中心城市的 1 小时交通圈，是避免“虹吸”现

象，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市域各县融入区域中心城市协调发

展基本途径。 

3 市域综合交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菏泽市现状综合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有公路、普通铁路两种运输方式。机场、高铁、水运

航道及港口等运输方式正处于项目立项或建设阶段，其中机场、高铁预计 2020 年左右建成

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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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市域综合交通现状 

3.1.1 公路 

市域内高速公路网（下图已建暗红色、在建蓝色）结构为“两横三纵”，“两横”分别为

日东—长济高速、在建枣菏高速。日东—长济高速，为菏泽市中心城区北侧，向西可至河南

省新乡市、焦作市，向东可至山东省济宁市、临沂市。在建枣菏高速位于菏泽市中心城区南

侧，西起纵向日兰高速，东至济宁市、枣庄市。“三纵”分别为日兰高速、济广—德商高速、

济广—济祁（在建）高速。日兰高速北起日东高速，南至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许昌市。济

广—德商高速北至山东省聊城市、德州市，南至河南省商丘市、安徽省亳州市。济广—济祁

（在建）高速，北至山东省济南市、南至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县级

市）。 

国道（下图浅红色）网结构为“三纵一横”，分别为 G106（纵向穿过市域西部）、G220

（东北—西南向穿过市域中部）、G105（东北—西南向穿过市域东南部）、G327（横向穿过

市域中部）。省道（下图绿色） 共计 12 条，市域内形成“两纵四横六连”的省道公路网。 

3.1.2 普通铁路 

菏泽境内现状有 2 条普通铁路。纵向京九铁路与横向新石铁路十字交汇与菏泽中心城

区。京九铁路对外连接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是国家南北大通道的组成部分，菏泽

境内设站 5 座，均承担客、货运功能。新石铁路横贯山东省南部，是山东省与中原经济区联

系的重要通道，菏泽境内设站 6 座，其中 3 座仅承担货运功能。 

3.1.3 其他在建基础设施 

机场。菏泽机场性质为国内中型支线机场，选址于菏泽市中心城区东侧，定陶区与牡丹

区交界处的定陶区境内。预计 2019 年 10 月 1 日试运营。 

高铁。根据有关规划，菏泽境内建设“一纵一横”两条高铁线路，纵向建设京九客专，

与京九普通铁路大致平行，于郓城县、菏泽中心城区、曹县分别设置高铁站。横向建设日（照）

菏—菏兰（考）城际铁路，目前正在建菏泽至日照段，预计 2020 年底建成投运。该线路于

巨野县、郓城县唐庙镇、菏泽中心城区、曹县庄寨镇分别设置高铁站。其中菏泽中心城区高

铁站为京九客专、日（照）菏—菏兰（考）城际铁路共用站。 

内河航运。目前洙水河Ⅲ级航道通航工程已完成，万福河通航工程于近期开工建设。根

据有关规划，菏泽市境内设置郓城、巨野、成武、菏泽（定陶）4 处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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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市域综合交通现状图 

3.2 现状存在的问题 

3.2.1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且与相邻市的联系通道较少 

与相邻市相比重大基础起步较晚，高铁线路的建设明显滞后于相邻城市，河南省新乡市、

开封市、商丘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江苏省徐州市，山东省济宁市等城市高铁线路已

经建成投运。机场建设明显滞后于济宁市。安徽省已将德上高速修至省界，菏泽市刚刚完成

立项程序而启动建设程序，江苏省已将菏徐铁路修至省界，菏泽市尚未开展前期立项程序。

菏泽市与省外城市的长距离出行，需依赖现有公路或普通铁路，转至济宁市、徐州市、商丘

市乘坐高铁，转至济宁市或郑州市实现航空出行。而公路、铁路与周边城市联系通道较少，

难以满足菏泽至省外城市长距离出行。公路方面，市域高速公路出入口共计 8 个（在建 2

个），与河南省濮阳市、安徽省宿州市、江苏省徐州市等市暂未实现互通互联。G327 止于菏

泽市西部东明县，与河南省北部国道网缺少联系。普通铁路方面，菏泽与河南省濮阳市、开

封市，以及徐州、安徽等相邻临省市，缺少联系。 

3.2.2 市域内区县联系不畅，部分县与县缺少联系 

公路方面，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菏泽境内高速公路里程占全省的 5%，一级公路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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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全省的 5%。与相邻 9 座城市相比，高速公路里程居第 5 位，密度居倒数第 1 位。至 2020

年，在建的 2 条高速公路通车后，方可实现市域各县高速公路全覆盖。市域范围内干线公路

缺乏有效衔接，各县城之间联系不畅。菏泽中心城区与成武、单县共用 1 条省道 S351。市

域东部郓城、巨野、成武三县纵向联系仅靠 S254 实现联系。东明与鄄城间、东明与曹县间、

曹县与单县间缺乏高等级公路联系。 

铁路方面，市域 7 县中，成武、单县 2 县没有铁路。京九铁路穿鄄城县域东南部的边缘

地带而过，距鄄城县城区约 20km，县域大部分区域使用铁路不便。 

3.2.3 多种交通运输方式联运能力较差 

高铁、机场于 2 年内即将投入运营，而与机场、高铁站与周边路网衔接的快速通道尚未

启动建设。市内 4 处内河港区将纷纷启动建设，而与之运输能力相适应的集疏运系统尚不完

善。 

4 市域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4.1 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以促进鲁豫皖苏交界地区多区域中心城市间协调发展、增强菏泽市中心城区对市域各县

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宗旨，对外构建铁路、公路便捷的多向、立体交通网，加强与相邻省市的

交通联系，与省外区域交通融为一体；对内以打造 1 小时交通圈为抓手，完善市域综合交通

网络，确保中心城市经济强辐射区覆盖整个市域，同时加强县县间交通联系，促进产业上下

游的经济联系；加强重大基础设施间的衔接，构建客货运集疏运系统，促进多种运输方式协

调发展。 

4.2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4.2.1 构建“三纵四横两联一环”高速公路网 

保留现状济祁—济广、济广—德商、日东-长济、日兰及在建枣菏等 5 条高速公路的基

础上，新建“一纵一横两联”四条高速公路，形成“三纵四横两联一环”高速公路网，实现

与周边城市全面衔接（市域对外出入口由现状的 8 个，增加至 15 个），在市域范围内实现县

县通高速公路，每个县城区周边横向、纵向各有一条高速公路，同时在菏泽中心城区形成绕

城高速，分流过境交通。 

新建一纵，新建河南濮阳市至湖北阳新县高速公路，途径中心城区西侧、曹县县域中西

部后，进入河南省。 

新建一横，新建徐（州） 民（权） 高速公路，东起江苏省徐州市北部沛县，经菏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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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南部（单县南部、曹县南部）后，进入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终止于郑民高速与连霍高速

交汇处。 

 

图 3 市域干线公路交通战略研究图 

新建两条联络线，第一联为沿黄高速公路，连接济广高速与日兰高速，东起济广高速，

经菏泽市域北部（郓城县北侧、鄄城县北侧）、西部（东明县西侧），至日兰高速。第二联为

菏（泽）聊（城）高速，连接日东高速与聊（城）莱（芜）青（岛）高速。途径菏泽市域中

东部（牡丹区与巨野县之间、郓城县东侧）。 

构建 1 环，菏泽中心城区北侧，平行于现状日兰高速公路北侧 5 公里处，新建北绕城高

速，衔接濮阳至阳新高速与济广高速。利用濮阳至阳新高速（西绕城线）、枣菏高速（南绕

城线）、济广高速（东绕城线）及新建的北绕城线，形成菏泽中心城区的绕城高速公路。弱

化菏泽中心城区内日兰高速、日东高速，作为城市快速路。 

此外，向西延伸枣菏高速至沿黄高速，并预留向西与河南新乡高速公路衔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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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构建“中心辐射、内接外联”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 

落实国道、省道调整，将现状 4 条国道和 13 条省道，调整为 6 条国道和 11 条省道，形

成以国道为骨架、省道为主要连接线的国省干线公路网结构，实现县县通国道、一级公路快

捷互联。本着“近城不进城”的原则，国省干线公路绕城而过，形成城区环城公路。 

国道包括 G105、G106、G220、G240、G327、G518 等，全部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省道包括 S242、S250、S251、S252、S319、S327、S328、S329、S318、S517、S518 等，

全部按照不低于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提升公路等级，实现县县一级公路快捷相连。曹单路由现状三级公路提升为一级公路，

加强市域南部曹县与单县联系；提升 S242 成武县城区至郓城县城区段为一级公路，加强市

域东部郓城县、巨野县、成武县的联系；提升沿黄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加强市域西北部东

明县与鄄城县的联系。 

4.2.3 构建多层次、放射状铁路网，实现县城火车站全覆盖 

构建由 1 条客运专线、1 条城际铁路和 4 条普通干线铁路等 6 条铁路线构成的多层次铁

路网络，形成由 6 座高铁站、10 座普铁站组成的铁路场站布局。 

高速铁路方面。落实京九客专、日（照）菏（泽）兰（考）城际铁路建设，预留菏泽至

濮阳、菏泽至徐州高速铁路建设通道；普通铁路方面，保留现状京九、新石铁路，规划新建

菏徐铁路、菏兰铁路（新石-陇海铁路连接线）。菏徐铁路建议路径为，由东南向进入菏泽市

域后，经单县城区北侧、成武县城区南侧，后与现状京九铁路并线，过鄄城县现状火车站后，

与京九铁路分线后转向西北，至鄄城县城区南侧设置普铁站，并预留向西延伸进入河南省的

建设空间。菏兰铁路建议路径为，起点段与京九铁路、新石铁路共线，于菏泽中心城区西侧，

与新石铁路分线后，转向南，大致与菏兰城际铁路平行进入河南省。 

4.2.4 构建客货运集疏运系统，加强市域重大基础设施间的衔接 

4.2.4.1 客运集疏运系统 

新建 2 条机场客运集疏运道路，横向集疏运道路衔接菏泽中心城区—机场—G105，纵

向集疏运道路衔接 G220—机场—G518，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利用机场集疏运道路及市域

公路网，提高机场与各区县的可达性。开辟菏泽中心城区—普铁站—高铁站—机场公交快线，

加密公交班次，促进机场乘客高效分流，远期预留轨道交通建设空间。开辟各县与机场之间

的公交专线，提高道路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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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市域铁路、航空、水运交通战略研究图 

4.2.4.2 货运集疏运系统 

提升 S328 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结合菏泽（定陶）港区、成武港区疏港公路，实现快

速疏解菏泽港区、成武港区货流。提升 S327 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新建一级公路连接日东

高速与 G327，结合巨野港区疏港路，实现快速疏解巨野港区货流。利用 G220 及郓城港区

疏港路，实现快速疏解郓城港区货流。 

5 结语 

菏泽市地处四省交界地区，处于省会济南都市圈经济辐射区的边缘。2007 年，菏泽市

已被确定为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布局规划）。西部经济隆起带城镇体系规

划、鲁南城镇带规划，相继将菏泽市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从市域综合交通现状来看，与

国家公路枢纽的差距还很大，无法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目标。本文围绕塑造区域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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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开展市域综合交通发展研究，构建对外互通互联、对内紧密衔接的快速便捷综合交

通体系。一般情况，地方城市往往不具备掌控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如铁路、城际铁路等）的

主动权，但通过地方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努力，积极争取项目落地，届时将会夯实区域中心

城市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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