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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世界几个城市的交通发展案例为基础，探讨TOD

的实施及其发展趋势。首先以巴西库里蒂巴、圣保罗，瑞典

斯德哥尔摩，美国旧金山湾区为例，探讨了TOD的3D原则：

高密度开发、多元化土地利用和良好的设计。强调TOD不

应局限于对公共交通车站和枢纽的开发，而是由一个点的

开发到以公交为导向的走廊，进而发展至整个区域。以瑞

典斯德哥尔摩、Hammarby，阿联酋马斯达尔城为例，指出

TOD发展的新趋势——绿色交通系统的开发，即TOD与绿

色建筑、绿色城市化相结合。最后，探讨了TOD在中国的应

用及面临的挑战。

Abstract：Based on th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several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es and de-

velopments of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Taking

Curitiba, Sao Paulo, Stockholm, and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s examples, the paper discusses TOD’s 3D principles, i.e.,

high density development, diversity in land use, and design ex-

cellence. The paper stresses that TOD is not limited in the de-

velopment of public transit station and terminals. It is also

about the extension of public transit oriented corridors in a re-

gional network. By presenting cases in Stockholm, Hammar-

by, and Masdar,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new trend of green

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tegrated with buildings

and green urbanism.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

tation of TOD 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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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私人小汽车为导向的城市发展会产生

很多问题，例如空气污染、过度依赖石化燃

料、有车人群与无车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等，

交通拥堵本身也是一种污染，对时间造成极

大浪费。以公交为导向的开发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主要指以公共交

通枢纽和车站为核心，倡导高效、混合的土

地利用，如商业、住宅、办公、酒店等，同

时，其环境设计是行人友好的。本文以世界

几个城市的交通发展案例为基础，探讨

TOD的实施及其发展趋势。

1 TOD与3D原则

TOD是一个“3D”的过程，即高密度

(Density)开发、多元化(Diversity)土地利用

以及良好的设计(Design)[1]。如果能够按照

这三个原则实施 TOD，将会使人均车公里

数减少。

1) 高密度。

高密度开发可以缩短出行距离，更加适

合非机动交通出行(步行、自行车)，也更加

适合公交出行。由此，公交客流量得到提

高，人均车公里数减少。比较巴西两个城市

——库里蒂巴和圣保罗，由于库里蒂巴有很

好的TOD规划，城市沿着公交线路高密度

开发，而圣保罗是没有经过规划的分散型发

展，结果是库里蒂巴公交客流量更大，对机

收稿日期：2010－12－10

作者简介：Robert Cerveror(1951— )，男，美国人，博士，教授，

加州大学交通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交通规划、可持续交

通政策与规划、交通与土地利用。

E-mail:robertc@berkeley.edu

城市交通第9卷第1期 2011年1月
■ 文章编号：1672-5328（2011）01-0024-05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Vol.9, No.1, January 2011

Robert Cervero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伯克利 CA 94720）

Robert Cerver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94720, USA)

Transit-Orien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DTOD与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Robert Cervero：TOD与可持续发展

动交通的依赖性更小。

2) 多元化。

混合土地利用并非指在一个地点多元化，而

是可以沿着一条轨道交通或公交线路开发，将居

住、工作、商业和日常活动排在一条公交线路沿

线。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沿着轨道交通线路进

行城市开发(见图 1)，把不同性质的用地串联起

来，克服了潮汐交通的弊端，提高了交通设施的

效率。

3) 设计。

对于交通枢纽，如果多功能区域设计得不

好，行人、自行车、公共汽车、私人小汽车汇聚

可能造成混乱；如果设计做得好，既能达到功能

要求，又能保障安全。

一个比较好的设计案例是斯德哥尔摩，对自

行车交通和机动交通进行分层设计(见图2)，在轨

道交通车站附近提供自行车停车设施，使行人、

自行车和机动车都有非常好的进入方式，见图 3。

给予非机动交通方式和公交更高的优先级，给予

机动交通停车最低的级别——越靠近车站，停车

空间越小。

美 国 旧 金 山 湾 区 轻 轨 (Bay Area Rapid

Transit, BART)[2]车站的一个案例对行人可达性的

处理就不是很好，出行者从轻轨车站前往国际大

道(International Blvd.)需要穿过一个停车场、穿越

人流量非常大的街道，对行人造成极大不便，见

图4。因此，设计时车站位置的选择非常重要。

美国旧金山湾区苹果谷的设计是比较成功的

案例。规划道路周边住宅分上下两种用途，下面

是商业，上面是住宅，首先实现了纵向的混合；

同时，对规划道路进行改造，强调良好的绿化景

观和步行环境。这一规划成果采用邻里社区工作

讨论会的形式，会议中没有使用规划图，而是做

一些效果图，从人的视角去看未来的街道，得到

a 1930年 b 1950年 c 1970年 d 1990年

图 1 斯德哥尔摩沿轨道交通线路的城市开发

Fig.1 Urban development along rail transit lines in Stockholm

图 2 斯德哥尔摩自行车交通与机动交通分层设计

Fig.2 Grade-separated cross-street pathways in Stockholm

图 3 斯德哥尔摩轨道交通车站方便自行车进出的设计

Fig.3 Bicycle access to transit station in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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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居民的认可。

2 对TOD的新认识

对TOD的理解过去主要局限于对公共交通车

站和枢纽的开发，通过多年实践认识到TOD应该

像珠链一样，由一个点的开发到以公交为导向的

走廊，进而发展至整个区域以公交为导向。下面

举几个较好的开发案例。

20世纪50年代，美国很多城市居民向郊区迁

移居住，中心呈现衰败趋势，波特兰通过建设有

轨电车使老城区重新繁荣起来(见图5)。这条线路

是区域性的循环公共交通系统(见图6)，通过TOD

开发使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降低了35%。

另一个案例是库里蒂巴[3]。由图 7可以看到，

一个个走廊的开发就像一串串珍珠项链，走廊开

发密度非常高，走廊中间使用了三节式 BRT 车

辆，除此之外，走廊周边还有一些站距较长(2~3

km)的小公共汽车作为衔接线路，见图8。正是这

些公交系统为高密度开发提供了支撑。

美国TOD最好的案例之一是华盛顿周边的一

个郡，在整个区域内建设公交系统和轨道交通大

通道。通道内不只是一条干线，其他交通可以接

入，通道两侧是最高密度的开发，使双向公交都

非常有效，整个通道设施利用率达到最大，不仅

抑制了潮汐交通流，还有效减少了人均车公里数。

图 5 波特兰利用有轨电车复兴老城区

Fig.5 Development streetcar for urban regeneration in Po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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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波特兰有轨电车沿线开发

Fig.6 Development along the streetcar route in Portland

BRT车站

城市中心

图 7 库里蒂巴 BRT 走廊发展形态

Fig.7 Development along Curitiba BRT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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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旧金山湾区轻轨车站不利于行人的设计

Fig.4 Unfavorable design for pedestrians access
in Bay Area Rapid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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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D发展的新趋势

TOD发展的新趋势是绿色交通系统的开发，

即以公交为导向的开发与绿色建筑、绿色城镇化

的结合。比较好的案例是斯德哥尔摩，通过以公

交为导向的建设减少了动态运行车辆的污染和能

源消耗；建设绿色建筑，使静态的设施更节能、

污染更少，例如废物回收，利用社区的绿色花

园、屋顶花园等。由此，使整个通道上动态和静

态的设施都达到污染和能源消耗最小化。

瑞典的 Hammarby 案例，不仅使用了有轨电

车，还建设了很好的自行车设施以及拥堵收费系

统，提高了低碳交通方式的使用比例[4]。

目前知名度很高的阿联酋马斯达尔城(Masdar

City)，整个区域完全是无车的(见图9)，同时还有

另一项发明，以太阳能为动力的个人快速公交

(Personal Rapid Transit, PRT)车辆(见图 10)，对于

石化燃料的消耗量几乎为0。

4 TOD在中国的应用

世界上机动车、私人小汽车增长最快的是中

国，国际能源协会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预测，到2050年中国机动车拥有量将达到10

亿辆(见图11[5])，相当于目前全世界机动车的拥有

量，在此基础上还将有更多的机动化。因此，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了很大的挑战，TOD可以发

挥巨大的作用。中国正经历快速城镇化阶段，政

府对高铁的建设非常支持，很多城市在自行车发

展方面做了工作(如北京、苏州)，深圳也以TOD

的模式进行投融资。香港围绕着轨道交通进行了

高密度、高质量的开发(见图 12)，不但使地铁客

流增加，同时财政收入也大幅提高，弥补了地铁

建设和运营费用。

然而，中国实施TOD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首要的挑战是大型住宅小区，特别是在城市边缘

地区建设的小区，会使城市各种功能发生很大的

分割和分裂，很难依靠公共交通解决通勤问题。

以上海市为例，如果将居民从传统居住地区迁移

至没有轨道交通的郊区，则人均车公里数会增加

46%，如果引入轨道交通车站，则增加比例为

22%，如果进行更好的TOD设计，这一比例还会

减少。

图 8 库里蒂巴 BRT 走廊

Fig.8 BRT corridors in Curitiba

图 9 马斯达尔城规划

Fig.9 Masdar City planning

图 10 太阳能个人快速公交车辆

Fig.10 Personal rapid transit vehicle by sola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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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香港地铁车站周边开发

Fig.12 Land use development along rail transit line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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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世界各国机动车增长趋势预测

Fig.11 Motorization trend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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