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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是城市综合客运交通

网络的重要节点，是城市客流集散和中转换

乘的平台。作为多种交通方式的衔接和换乘

场所，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也是城市公共空间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具有交通节点和城市

场所的双重特性。城市客运交通枢纽的建设

和良好运转与其周边用地开发有直接而密切

的联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撑。一方

面，枢纽凭借其优越的可达性能够带动周边

地区土地升值和产业集聚，诱导人口及就业

王 晶 1，陆化普 2

(1.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北京 100044；2.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要：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建设与周边用地开发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其一体化建设迫切需要相关规

划设计理论的指导。结合国内外经验，探讨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周边用地一体化建设的范围、空间布

局模式、用地性质及开发强度等要素，并在这几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建设提出对应的指

导建议。然后，以实现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和公共交通主导为目标，从交通接驳设施、枢纽周边

道路网络和步行系统三方面阐述一体化换乘系统的规划设计策略。最后，梳理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与

周边用地一体化建设的思路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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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ublic transit terminals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surrounding land use develop-

ment, which urgently needs the corresponding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lines or specifications.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elements of integrating public tran-

sit terminals with the surrounding land use in development scope, spatial layout,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as well as resultant guidelines. Aiming at providing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among different trav-

el modes and public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ies

for an integrated transfer system in three aspects: transfer facilities, roadway network in the vicinity of ter-

minals and pedestrian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the framework of integrating public transit termi-

nals construction with surrounding land u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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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在周边分布，从而形成新的城市或区域

中心；另一方面，枢纽周边高密度的混合功

能土地开发和大量积聚的人口带来充足的客

流，确保枢纽正常运营。枢纽与周边用地的

一体化设计能够提供多种换乘空间，方便更

多市民靠近公共交通、利用公共交通，确保

多种交通方式便捷换乘和客流高效集散。因

此，应在考虑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

做好交通枢纽的规划和建设。

当前，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处于快

速发展期，与之配套的枢纽建设也逐步受到

重视。然而，中国在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与周

边用地一体化建设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迫

切需要相关规划设计理论的指导。在此背景

下，借鉴国内外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开展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与周边用地一体化建设的

思路与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分类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分类

为合理确定一体化建设的范围、不同性

质用地的空间布局和开发强度、综合交通系

统的结构以及接驳方式等，应首先确定城市

客运交通枢纽的分类。现有研究对城市客运

交通枢纽的分类标准大体可分为场所导向、

节点导向和“节点+场所”综合三大类。场

所导向主要考虑车站服务区域的城市功能；

节点导向则侧重于枢纽本身的交通功能(见

表 1)。城市客运交通枢纽由于所处区位不

同，接驳交通方式的种类、数量以及客流集

散和换乘规模不同，交通接驳设施的规划设

计和周边用地一体化建设的模式和要求也会

不同。因此，应兼顾交通节点与城市场所的

双重特性，根据枢纽承担的交通功能和所在

区域的城市功能定位，对枢纽进行分区分

类，以便有效指导不同类型枢纽周边的一体

化建设。

综合考虑中国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建设情

况，根据枢纽接驳交通方式的类型、数量、

所处城市区位及区域功能定位对土地开发的

不同要求，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可大体分为城

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片区综合交通枢纽、一般交通枢纽和城市普

通站5种类型(见表2)。

22 规划设计范围与用地配置规划设计范围与用地配置

东京、新加坡、首尔、中国香港等高密

度亚洲大城市在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与周边用

地综合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人口

基数大、土地资源紧张，上述成功案例对中

国城镇化发展和推进绿色交通具有重要的借

类型

场所导向[1]

节点导向[2]

分类标准

位于大城市中心、有地铁的车站地区

位于中等城市中心、有很强区域功能的车站地区

位于城市边缘的车站地区

位于边缘城市的车站地区

位于小城市中心的车站地区

位于大型居住组团的车站地区

接入站(access station)，位于城市外围并且与传统铁路网络没有联系

二级车站，位于城市外围但与已有铁路有联系

绕过高速铁路线，与传统线路有联系但无新建车站

新旧线路的换乘车站

新线路之间的换乘车站

在本地或其他城市地区有很强的中心地位

没有很强的中心地位

有特定的区域功能

没有特定的区域功能

多种主导功能

单一主导功能

有一系列相关功能

只有一种限定的功能

表1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分类标准

Tab.1 Classification criterion of urban public transit ter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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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意义。

22..11 一体化规划设计范围一体化规划设计范围

1998—2002 年，文献[3-4]以大量高铁

枢纽站区开发案例为基础，对高铁枢纽的影

响范围和层次进行研究，提出以高铁车站的

可达性为区分标准的站区空间圈层发展结构

模型。第一圈层为核心圈层(primary devel-

opment zones)，指高铁枢纽周边步行 5~10

min的范围，是高铁车站的直接影响区。由

于土地和房地产升值很快，第一圈层适合开

发高等级的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故多

采用高密度开发模式。第二圈层(secondary

development zones) 指高铁枢纽周边步行

10~15 min的范围，是高铁车站的间接影响

区。作为第一圈层功能的拓展和补充，第二

圈层物业价值和开发密度较低，城市开发功

能以商务、办公为主。第三圈层(tertiary de-

velopment zones)指高铁枢纽周边步行超过

15 min的范围，受高铁车站影响不明显，外

缘基本与城市普通发展区融为一体。据此，

一体化规划设计范围主要为第一二圈层。

从距轨道交通车站的距离、所处自然环

境条件等方面，量化统计东京、新加坡、首

尔、中国香港的一体化规划设计范围 (见

表 3)。案例的一体化建设范围基本为枢纽周

边步行5~10 min的范围，具体受到车站密度

和自然环境等条件的约束。城市中心区由于

车站密度高，一体化建设范围差异不大，一

般为 500~600 m半径范围。而位于城市郊区

的车站，由于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规划目

标不同，各枢纽周围用地开发范围存在较大

差异。

中国城市正处于大规模的新城建设阶

段，是实现交通与用地一体化建设的最佳时

期，故应在更大尺度上考虑交通与土地使用

的一体化。目前，很多高铁车站及新机场周

边的新区建设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枢纽及其

周围用地的一体化建设，而是高铁新城和空

港新城的一体化建设问题。针对中国大城市

客运交通枢纽周边建设情况给出如下意见：

1） 枢纽半径 200 m 为核心影响范围，

该范围内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应重点进行

各种交通的接驳规划设计，实现枢纽内各种

交通方式的一体化换乘；

2）位于城市中心区的枢纽，可根据枢

分类

城市对外综合
交通枢纽

城市综合
交通枢纽

片区综合
交通枢纽

一般交通枢纽

城市普通站

功能

主要承担城市对外交通(铁路、航空、公路客
运、港口客运)功能

位于城市核心区，服务全市范围，以城市内
部交通为主

位于片区中心，服务城市某个片区或组团，
兼顾全市需求

主要服务城市某个功能区块

以服务社区、学校、高校等具体目的地为主

主要交通方式(按照优先顺序)

城际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共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共交通系统交汇衔接，包
含几乎全部城市交通方式

城市轨道交通为主，通过性公共汽车、自行车、
步行、出租汽车，少量小汽车

两条轨道交通相交；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为
主，自行车、步行、少量出租汽车

单个轨道交通车站，公交干线枢纽站，自行车、
步行衔接为主

表2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分类

Tab.2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transit terminals

城市

东京

新加坡

首尔

中国香港

城市中心区/m

650

500~600

600

500

城市郊区/m

1 500

750~1 000

1 000

700

表3 东京、新加坡、首尔、中国香港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范围

Tab.3 Scope of integrated public transit terminals in Tokyo, Singapore, Seoul and Hong Kong, China

资料来源：东京都市整备局网站(http://www.toshiseibi.metro.tokyo.jp/)，新加坡 2008年Master Plan以及现场调研数据，
首尔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报告：交通支撑下的社区模式发展现状(Developing Transit-Supportive Neighborhood Model in
Seoul, Seoul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7)以及现场调研数据，香港规划署网站(http://www.plan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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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间距的不同，将 500~1 000 m的步行范围

作为一体化建设的主要控制范围；

3）位于城市郊区的枢纽，应结合枢纽

周边的自然环境条件具体考虑，当道路通达

性较好时，一体化建设的主要控制范围可扩

大至1 500 m；

4）枢纽应因地制宜，结合各自的区位

条件、地理位置等综合因素确定开发范围。

22..22 一体化建设的空间布局模式一体化建设的空间布局模式

根据枢纽种类不同，周边用地一体化建

设的空间布局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5]。

1）水平开发模式。

适用于大型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例

如高铁客运枢纽。由于客流量巨大，枢纽一

般作为城市地标独立建设，周边一定范围内

以高铁枢纽为核心进行混合功能的土地开发，

一般以枢纽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采用商业—

商务—住宅用地的圈层布局模式(见图 1a)。

典型案例为日本新宿铁路枢纽地区开发。

2）垂直开发模式。

又称上盖物业模式，适合经济发达且建

设用地紧张的国家或地区，普遍应用于各类

枢纽，是中国香港和日本轨道交通枢纽常见

的开发模式。该模式将交通枢纽与其他城市

功能体通过组合形成新型城市综合体，一般

最下层布置车站，上方依次布置商业、商

务、住宅等空间(见图1b)。这种模式的特点

是交通枢纽的形态被弱化、复合城市功能体

的建筑面积一般远超过场站的建筑面积，例

如日本京都站的车站本体面积与综合体总面

积之比达1:20。典型案例包括中国香港九龙

站，韩国龙山KTX高速铁路车站，日本新

横滨站，德国柏林中央车站等。

3）混合开发模式。

混合开发模式是上述两种模式的组合，

兼具二者的特征。这种开发模式的优点是能

够给城市带来长期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但其

建设成本也是三种模式中最大的。巴黎拉德

芳斯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开发和阿姆斯特丹

Zudias 站区开发计划是混合开发的典型案

例。Zudias站原本是位于城市南侧的一个小

站，20世纪末由于欧洲高速铁路网的建设而

升级成为国际高速列车的终点站。由于区域

地位大幅提升，政府决定对Zudias站进行升

级改造以带动城市发展。1998年，议会通过

Zudias地区的总体规划(见图2)。为保证城市

空间的连续性、解决铁路的阻隔问题，规划

最终选择将14 km2内的铁路基础设施沉入地

下，释放大量的地面空间进行商务、办公、

住宅、公园绿地等项目的开发。预计到2018

年，上盖区域的建设总量将达到 300万 m2，

这种建设量基本与法国拉德方斯新区持平，

对荷兰来说是史无前例的[7]。

目前，中国高铁车站等大型城市对外综

合交通枢纽地区大多采用水平开发模式。垂

直开发模式与混合开发模式体现土地集约化

和混合功能开发的特点，随着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两种模式应成为城

商业、商务、居住等功能体 高铁枢纽

±0.000

a 水平开发模式 b 垂直开发模式

图1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不同开发模式示意

Fig.1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transit terminals development

城市建筑
交通基础设施

公共空间 铁路下沉区域
水域

图2 阿姆斯特丹Zudias地区总体规划

Fig.2 General planning of Zudias area in Amsterdam

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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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客运交通枢纽开发的首选。

22..33 一体化建设用地性质一体化建设用地性质

东京、新加坡等案例城市枢纽周边用地

具有如下特点：1)用地性质一般以交通、商

务、商业、居住和生活配套服务设施等为

主；2)在规划设计中注重不同功能建筑和用

地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混合开发；3)不同

级别、区位的枢纽在用地性质的比例分配上

差异较大。随着枢纽所在区域城市功能级别

的降低，商业与商务用地比例下降，居住用

地比例升高。具体而言，在城市对外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以及片区综合交

通枢纽地区强调商业与商务的混合；在一般

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和城市普通站，商业与住

宅的比例较高。因此在实际建设中，应根据

枢纽规模类型、地块位置等因素统筹考虑，

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设计。

本文针对不同级别的枢纽提出相应的用

地性质开发指导建议：

1）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

枢纽周边开发以交通用地为主，200 m

核心范围内优先建设交通保障设施(如集散

广场、交通接驳场站和换乘设施等)。土地

开发类型按重要性由内而外依次为交通设

施、商业、商务、居住。枢纽周边保证一定

面积的广场绿地等开敞空间，确保人流集

散、交通组织和防灾功能，展现城市门户形

象，彰显城市特色，体现建筑艺术。

2）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位于城市商业或商务中心。建议枢纽周

边开发以商业和商务为主，商业以金融商

贸、综合商业、公寓酒店、娱乐、餐饮等业

态为主。开发与城市中心相匹配的公共开放

空间，供乘客换乘和休闲活动。枢纽 200 m

范围内建议开发集零售商业、商务、餐饮娱

乐、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鼓励不同功能空间和用地性质在水平和垂直

空间上的混合开发。

应高度强调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

开放式设计、便捷的人流组织、良好的方向

感和场所可识别性，并通过站前广场与城市

道路系统的顺畅连接，突出地面层作为综合

枢纽的主体，体现绿色和景观。

3）片区综合交通枢纽。

位于城市片区中心，具有引导城市中心

区功能转移的作用，应加强针对本区域产业

的特色商务、金融保险、文化传媒和零售商

业的开发；同时配备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

配备片区级公共开放空间，为乘客中转换

乘、片区内出行服务。用地配置在保证交通

功能的基础上以商业、商务为主体。

4）一般综合交通枢纽。

结合服务对象行政中心、体育活动中

心、大型医院、科教、影剧院、旅游景点等

的特点进行用地开发，混合居住用地。在保

证交通功能的基础上以居住用地为主体。

5）城市普通站。

此类枢纽是轨道交通客流的主要来源。

用地开发以居住、生活配套服务设施为主

(便利店、超市、菜市场、体育活动场地

等)，兼顾以娱乐休闲、餐饮等业态为主的

商业开发。

22..44 一体化用地开发强度一体化用地开发强度

可达性良好的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具有影

响城市活动空间分布的能力，随之带来的集

聚效应能够拉动周边地区土地升值、产业更

新，形成新的增长极；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由

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从而缓解城市由于过

度开发引起的市区规模过大、地价飞涨、交

通拥堵、基础设施短缺、环境恶化等状况；

分解单中心城市生长过程中产生的集聚压

力，实现城市均衡、可持续发展。

东京都 1996—2013 年的开发计划中，

日本政府对东京站周边的CBD地区(大手町

—丸之内—有乐町)进行高强度开发规划，

在 1.2 km2 范围内容纳就业人口 23.1 万人，

商业和商务用地容积率达7.9以上[8]。

九龙新客站是香港赤躐角新机场规划中

西九龙快速交通走廊的最大枢纽，枢纽建设

与周边开发融为一体，共同规划形成一个功

能复合的站区新城。九龙枢纽中的交通综合

体共有 6层，集空港快运、公交总站、出租

汽车停靠、社会停车等交通功能于一身，同

时在顶层提供居住、购物、办公、酒店以及

娱乐等各项设施。其中，地下层主要是地铁

停靠及社会车辆停车空间；地面层以公共汽

车、出租汽车停靠为主；架空层以休闲、购

物及乘客进出站为主；站场顶层是车站建筑

以及为周边塔楼配套的开放空间及通道。乘

客可在站场内部进行便捷换乘，各种交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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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布局以分层进出为准则。站场顶层平台视

野开阔，大面积的屋顶绿化形成良好的城市

门户景观。枢纽周边以高层建筑为主，共规

划22座塔楼(其中包括8座高层住宅、2座办

公大楼、1座多功能建筑及 1座酒店)。站区

周边平均容积率 7.8，其中商业开发地块容

积率达到 8 以上，整个站区新城建筑面积

22万m2，可满足 5万人居住与生活[9]，成为

机场交通走廊上人气鼎盛、经济繁荣的核心

区域。

考虑中国开发建设的实际情况，本文采

用控制容积率下限以提升一体化建设范围内

用地开发强度的方法，给出枢纽周边开发强

度下限的建议(见表 4)。对不同性质用地应

根据所处区位和车站功能级别进行分类分区

控制。例如商业和商务用地的开发强度高于

居住用地。居住用地开发在适度提高容积率

的基础上要考虑日照间距和建筑朝向，营造

舒适、宜居的空间环境。所有枢纽的开发强

度上限不应突破各地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的最大值要求，位于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枢

纽开发不应超过相关限高要求，可考虑结合

风貌保护的要求开展专项研究，确定适宜的

开发强度和方式。

本文仅给出一个开发强度参考值，实际

中具体开发强度方案应结合地方城乡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在对用地性质、地块区位、枢

纽的集散能力等因素综合权衡的基础上确定

相关指导建议值。

33 一体化换乘系统规划设计一体化换乘系统规划设计

33..11 发展现状发展现状

交通枢纽是影响交通系统效率的关键因

素，建设多种交通方式便捷换乘的综合客运

交通枢纽，以此为基础进行枢纽与周边用地

的一体化建设是发达国家城市的共同策略。

良好的可达性是保证枢纽周边地区高强度综

合开发的前提条件。文献[10]研究表明，如

果枢纽周边地区提供足够的交通网络并制定

鼓励综合开发的配套政策，周边地区的土地

价值将至少提高20%。反之，如果枢纽没有

完善的交通接驳网络，则会降低客流量及枢

纽可达性，从而限制枢纽触媒—集聚效应的

发挥，无法形成类似日本新宿的发展模式。

中国多种交通方式一体化换乘尚处于起

步阶段，枢纽在规划、建设与运营服务等环

节受体制和综合协调不足的制约，存在不同

交通方式之间衔接不够、换乘不便、枢纽运

行效率较低、接驳方式结构不尽合理，各种

交通方式的运力配置以及面向乘客的服务信

息缺乏有效整合等一系列问题。

33..22 一体化规划要点一体化规划要点

为发挥综合交通网络的整体功能及效

率，应重视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对枢

纽的设施布局、运营管理、信息服务、票制

票价进行综合考虑，一体化规划设计，一体

化运营管理，以最大限度地方便乘客、提高

公共交通分担率和服务水平为根本目标。

应高度强调多种交通方式在水平和垂直

方向的无缝衔接和零距离换乘，尽可能缩短

接驳换乘的物理距离。确保城市轨道交通与

铁路系统实现站内换乘，优先鼓励垂直换

乘；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应建立建筑物内的

便捷换乘通道；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应具有便

于接近、方向明晰、亲和力强等特征，成为

市民喜爱的公共活动场所和城市综合体。

33..22..11 交通接驳设施一体化交通接驳设施一体化

1）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干，以常规公

交为主体，重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换乘体

系，根据客流需求合理确定各种接驳场站的

规模。

2）各种接驳场站采用一体化立体布局

模式。柏林市 Lehrter Bahnhof 站是欧洲最

大、最先进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城

际铁路和地铁等多种线路于一体，日发送旅

客量 30 万人，列车日停靠频率 1 100 次 [11]。

其最大特点是采用高度立体化的布局，将各

种交通方式分层布置，从而节省土地资源，

提高换乘效率。

交通枢纽分类

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片区综合交通枢纽

一般交通枢纽

城市普通站

容积率控制下限

平均

2.5~3.5

3.5~4.0

2.5~3.0

2.0~2.5

2.0

商业、商务

5.0~6.0

5.0~6.0

4.5~5.5

3.5~4.5

3.0~4.5

居住

2.0~2.5

3.0

3.0

2.5~3.0

2.0~2.5

表4 枢纽周边开发强度下限

Tab.4 Lower limit of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the vicinity of ter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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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要合理安排

大运量交通方式与市内多种中小运量交通方

式的一体化接驳，实现铁路与轨道交通、公

共汽车、出租汽车、小汽车的无缝换乘。应

优先考虑与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站场的衔

接，尽可能缩短换乘距离。其他枢纽公共汽

车站应靠近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并且结合

进站口合理布局自行车停车场。

4）对私人小汽车停车场实施差别化停

车供给策略。位于城市中心区的枢纽周边鼓

励公交换乘，控制停车位供给量，适度提高

停车收费标准等，抑制小汽车过度使用。城

市中心区外的枢纽可设置大型停车场，鼓励

私人小汽车与公共交通的停车换乘。

5）灵活设置枢纽的步行出入口。鼓励

枢纽出入口及换乘通道与周边公共建筑结合

设置，统一规划、同步建设。对无法同步建

设的项目需预留通道和接口，建议对开发商

给予相应的容积率奖励。东京新宿站通过地

下通道结合大型商场与购物中心，在超过

2 km2的面积内布设超过100个出入口，实现

交通与建筑群体的一体化，在提高换乘空间

环境品质的同时，确保客流高效、安全、舒

适地集散。

33..22..22 枢纽周边道路网络规划枢纽周边道路网络规划

1）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站区外围道

路系统的组织应当有效分离各种交通，与城

市的高等级道路有便捷的联系，确保枢纽在

服务范围内的高可达性。通过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合理布局，分流过

境交通，集散枢纽交通，疏导地区开发产生

的日常交通，避免不同交通之间的冲突与干

扰，确保枢纽集疏运活动正常、有序展开。

2） 采用小街廓、密路网的规划思路，

完善站区周边路网结构和功能。在交通性主

干路满足需求的基础上，以枢纽为核心，架

构生活性次干路和支路网系统，不仅增加枢

纽的可达性，还给枢纽周边地区进行高强度

开发创造基础和条件。

3）道路横断面设计突出步行和常规公

交两种集散方式的重要性，结合用地功能布

局对客流通道进行识别，通过合理调整道路

红线和横断面分配，增加公共交通通行空间

和步行空间，实现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

间、轨道交通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之间相互

支撑与协调发展。

33..22..33 步行系统空间规划设计步行系统空间规划设计

步行和自行车不仅是绿色交通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客运交通枢纽的主要

集散方式。例如，东京站出站客流中 88.7%

通过步行疏解[12]；市民离开枢纽后，通过步

行即可到达单位、学校、商场等目的地，其

中约90%的出行时间小于10 min。因此，枢

纽内部及其周边用地应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提供安全、连续的通行空间，并解决好步行

和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问题。

1）通过地下空间、地面和周边建筑综

合体进行一体化设计，利用人行地道、人行

天桥、地面广场、屋顶平台等设施打造枢纽

与周边用地之间连续的立体步行系统。为行

人提供安全、连续、舒适、无障碍的步行空

间，使旅客能够便捷的到站、离站以及在各

种交通方式之间换乘。

2）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应重视铁路

两侧步行系统的连续性，既可方便旅客出

行，也有助于消除铁路对城市的分割，带动

铁路客站两侧的城市街区整体发展。

3） 步行系统应有完善的标志系统设

计，导向明确且便于乘客识别，能够准备高

效地引导乘客集散。

4）步行系统是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一

部分，在满足人流集散要求的同时需注意空

间设计的趣味性，充分挖掘步行空间的商业

和文化价值。

44 一体化建设工作流程一体化建设工作流程

一体化建设涉及机制、法规、用地、规

划、设计、实施等众多方面，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为保证一体化建设实现预期目

标，建议遵循特定的框架流程进行操作(见

图3)。

1） 建立一体化建设组织与决策机构。

需成立一个专门的职能部门进行决策、监管

和控制，全方位地协调枢纽建设及各项土地

开发活动。针对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要成

立统一的枢纽投资建设法人、统一的运营主

体，运营管理部门提前介入，完善运营管理

机制，统一管理枢纽内部多元化服务主体，

协调内外交通方式的运行时间。

2）引导建立枢纽一体化建设全过程的

协调保障机制。着力解决规划衔接、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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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问题。协调各部门合作，对城市枢纽与

周边土地开发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指导，保障

一体化建设中各环节顺利实施。

3）一体化建设规划。首先，综合分析

上层规划的需求，明确枢纽的功能定位。此

后，确定一体化建设范围和开发强度，需进

行用地需求分析和交通需求特性分析。最

后，确定用地开发模式和规划核心方案。

4）取得一体化建设的土地开发权。建

议政府实行分层、分片区土地供给政策，即

商业开发用地的出让部分采用招拍挂形式，

枢纽部分采用土地划拨形式。可引进欧洲经

验由设计方案竞赛优胜者取得开发权，以保

证开发质量、品味、特色符合总体规划要

求。应建立立体土地地籍管理体系，完善相

关法律，明确分层土地产权，保证分层土地

出让依法实施。采取特许经营、土地年租金

等方式，使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与城市土地开

发的一体化建设具备法律保障和可操作性。

5）一体化建设组织与决策机构根据要

求确定开发模式和开发主体。现有市场土地

开发模式包括自行开发、出让土地及合作开

发。不论哪种模式，开发主体必须是一个建

立可持续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模式的团队。

6）进行一体化设计方案招投标。采取

多家设计公司竞标的方式确保最优方案的产

生。设计方案应结合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包括不同交通方式的换乘方案、TOD模式下

各类建筑的开发强度、区域交通系统方案、

城市综合体设计及建筑设计方案，以及生态

景观设计方案和公共基础设施设计方案等。

7） 方案论证与完善。设计方案完成

后，经由专家论证，结合相关部门和公众参

与的评价、讨论，给出建设性意见和改良方

案。设计方根据论证意见进行多次合理化改

进，使一体化设计方案更加完善。

8）经过多次研究、论证和完善，最终

得到最优设计方案。

9）确定枢纽和周边用地一体化设计的

实施方案。

10）将实施方案上报政府职能部门进行

审批，通过即可进行工程实施。

55 结语结语

中国正处于提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特

色、实现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开发、建设绿

色交通系统，从而实现宜居城市、幸福城市

这一发展目标的关键时刻。实现城市客运交

通枢纽与周边用地一体化建设的需求日益紧

迫。本文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

体化建设的规划设计思路和方法。在实际建

设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可根据具体的项目

特点，进一步形成切实可行的规划实施方

案，不断推进公共交通主导的城市客运交通

枢纽与周边用地一体化建设的理论与方法体

系的构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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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与周边用地一体化建设工作流程

Fig.3 Procedures of integrating public transit terminals

with surrounding land u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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