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刘
泉泉

中中
国国
城城
市市

规规
划划
指指
引引
方方
法法
比比
较较

TOD
TOD

摘要：研究TOD指引的编制方法有利于规划管理部门保障轨道交通车站地区规划建设质量。通过

对不同TOD指引进行方法比较，从类型划分、圈层结构、规划内容与指标以及落实路径四个方面

进行分析，提出未来的TOD指引应该从更加综合的视角进行优化，以使TOD规划指引的方法更加

完善。首先，加强对规划区综合功能的系统考虑，进行类型划分；其次，加强对TOD内外空间的

整体考虑，确定圈层结构；再次，加强对不同要素的规划协调，引导规划内容，并制定指标；最

后，加强对规划管理机制的创新探索，拓展落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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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on TOD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lines is important for planning departments to en-

sure the quality of rail transit station areas planning. By comparing different guidelines in terms of type,

structure, content and index,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OD guidelines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a more integrated perspective, and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are also proposed: 1) con-

centrate on the integrated function design in planning area; 2) design the hierarchy by consider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ce simultaneously; 3) coordinate the different planning elements; and 4) enhance the inno-

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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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在低碳发展和集约建设的理念下，轨道

交通车站地区进行公共交通导向开发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愈加成

为城市建设普遍采用的方法。在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热潮中，如何确保大批量车站地区

TOD规划设计的成功，逐渐成为当前规划管

理的热点问题。其中，在区域、城市或线路

等不同层面编制车站地区TOD规划指引(以

下简称“TOD指引”)，进行整体系统的控

制引导是规划管理部门保障车站地区规划设

计质量的重要方法。

从历史上分析，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时

期对车站地区规划设计采用整体管理的方式

并不鲜见。19世纪美国[1-2]以及 20世纪上半

叶中国东北地区[3-4]的铁路城市开发建设均体

现了标准化规划设计管理的特征①。而在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的TOD规划中，针对车站

地区提出通则性的规划设计引导也受到重

视，如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的著

作《未来美国大都市：生态·社区·美国梦》

(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即是脱

胎于美国圣地亚哥和萨克拉门托等地 TOD

实践形成的规划设计指导书[5]。此后，佛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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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达、萨克拉门托、丹佛等州、县、市不同

层面的TOD规划中均存在编制规划指引作

为管理手段的尝试[6-8]。在中国，近年来部分

学者也建议在宏观层面编制TOD指引，作

为规划审查依据[9-11]。

11 中国中国TODTOD指引的主要类型指引的主要类型

TOD指引②是指在区域、城市、片区或

线路等层面，基于土地使用、交通组织和城

市设计等内容针对TOD地区进行规划管理

的指引文件，以便在特定区域内开展数量较

多的车站地区TOD规划时，对重要规划要

素形成整体而系统的引导。在实践层面，中

国大部分TOD指引采用专门编制规划技术

指引的形式。此外，也有部分具有TOD规

划引导要求特点的内容体现在城市规划技术

标准以及低碳生态规划等专项技术标准及规

划成果中。总体上，TOD指引包括两种主要

类型：专门编制的规划指引以及将引导要求

纳入其他相关规划或指引。

11..11 专门编制规划指引专门编制规划指引

1）方法指南。

方法指南是指面向全国城市编制的具有

普适性作用的规划指引，如住房城乡建设部

组织编制的《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

则》 (以下简称《TOD导则》 )，包括规划设

计指引和规划编制指引两方面的内容，针对

城市、线路和车站等不同层面，提出功能结

构、土地使用、建设强度、换乘设施、轨道

交通车站出入口、城市空间和步行系统衔接

等方面的引导要求，内容较为全面[12]。也有

部分规划研究机构或编制单位从宣传 TOD

规划理念以及服务规划设计实践的角度出发

编制了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指南，如《TOD在

中国——面向低碳城市的土地使用与交通规

划设计指南》 (以下简称《TOD指南》 )针对

轨道交通车站地区如何划小街区尺度、促进

单行道的车行交通模式、进行土地功能混合

利用以及采用人性化的建筑和空间设计等内

容提出设计方法和策略[10]。

2）区域层面的规划指引。

区域层面的规划指引是指区域层面以连

接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城际轨道交通车站地区

为对象编制的TOD指引。较具代表性的是

珠三角地区开展的城际轨道交通站场 TOD

综合开发规划(以下简称“TOD综合规划”)

形成的相关指引，包括《珠三角城际轨道站

场TOD发展总体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珠

三角TOD纲要》 )[13]和《珠三角城际轨道站

场TOD综合开发规划编制技术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珠三角指引》 )[14]。《珠三角指

引》包括对TOD综合规划八项重点内容的

引导要求③ [14]，也有部分土地利用、交通组

织和城市设计的指引内容和指标要求体现在

《珠三角TOD纲要》中[13]。

3）城市(城区)层面的指引。

城市(城区)层面的指引是指针对城市整

体层面或特定城区编制的 TOD 指引，是

TOD规划管理的重点层面，如中山市编制的

指引[15]。也有部分城市直接在总体层面TOD

规划中对车站地区提出规划指导要求，如深

圳市结合密度分区规划综合拟定各类型TOD

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对车站地区的道路网

形式和密度进行规划控制，对公共空间类型

进行划分和设计引导[16-17]。另外，还有部分

城市针对轨道交通车站核心区编制专门的指

引，如东莞市提出对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半径

200 m核心区域形成的共构地块④进行规划

引导[18-19]。

4）线路层面的指引。

城市轨道交通一般以线路为单位进行分

期规划建设，线路层面的指引由于能够在轨

道交通线路建设过程中对车站地区起到规划

管理的作用，因而受到规划管理部门的重

视。如深圳市地铁在线路建设之前，会对沿

线开展综合规划，对相关要素进行控制引

导，地铁 3号线规划研究提出在车站周边半

径500 m的腹地范围内毛容积率应达到1.5~3

等。再如西安市地铁 2号线，在规划中进行

了轨道交通车站分类研究，提出不同类型车

站周边土地利用控制的优化标准，用以指

导后续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的土地利用规划

调整[20]。

5）要素指引。

还有部分城市针对 TOD 地区的特定规

划要素(如公共服务设施)专门编制了指引。

如南京市以轨道交通车站换乘设施配套建设

为重点，对商业金融服务设施、商务文化服

务设施、医疗与安保服务设施、行政管理服

务设施、邮政电信服务设施及其他服务设施

等六类公共设施进行引导，并要求编制相应

的设施衔接规划，以便与详细规划对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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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将引导要求纳入相关规划及指引将引导要求纳入相关规划及指引

1）嵌入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及指引。

除了单独编制指引以外，TOD相关的规

划原则及要求也会以融入其他类型规划成果

或技术标准的形式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两种

类型，一是融入绿色城区或低碳生态城市

(区)的规划或指引，以引导和评价生态城

市规划建设，如广东省编制的相关规划指

引[22-23]，北京市[24]、深圳市[25]及广州市[26]等城

市针对绿色生态城区概念下控制性详细规划

(以下简称“控规”)调整方法所编制的指

引，以及一些开发商或城市运营商编制的规

划建设指引等[27]。这是因为将轨道交通和公

共汽车交通体系作为城区规划的框架结构、

鼓励绿色出行、控制小汽车交通是低碳生态

城区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TOD规划建设本

身就是低碳城市规划建设整体工作的一部

分。因此，上述指引大多会包含TOD规划

建设的内容。

2）融入城市规划技术标准。

另有部分城市进一步将 TOD 指引要求

纳入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如深圳市[28]、武

汉市[29]等。以深圳市2013年版的《深圳市城

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以下简称《深标》 )为

例，这一标准在用地分类与使用部分提出轨

道交通车站地区周边鼓励土地混合使用；在

密度分区和容积率部分提出对车站地区周边

的居住及商业(办公)用地容积率进行系数修

正，以提升开发强度；在公共设施部分提出

同一级别、功能的设施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和

公共汽车站集中设置，构建公共中心；在城

市设计和建筑控制部分则对轨道交通车站地

区的步行系统进行规划设计引导[28]。这些要

求成为指导车站地区详细规划和地块开发的

重要依据。

22 TODTOD指引编制的方法比较指引编制的方法比较

上述不同类型的 TOD 指引主要涉及四

部分工作：类型划分、圈层结构、规划内容

与指标以及落实路径。由于目标、条件等方

面的差异，不同指引中关注的重点存在区别。

22..11 类型划分类型划分

中国大城市的轨道交通车站数量众多，

在城市或线路层面进行规划管理时，分类控

制是合理的选择，如《TOD导则》《TOD指

南》以及珠三角、深圳市、西安市等均采用

分类指引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相关

指引中TOD地区的分类包括强调交通特征

和关注综合功能两种方法。

部分指引在进行分类时，强调轨道交通

车站在线路上的交通特征及区位上的分级特

征，将 TOD 地区划分为枢纽站、中间站、

端头站、车辆段站和一般站地区等类型，以

及城市中心级、次中心级和社区中心级等级

别。这种分类可以明确表现出不同轨道交通

车站地区的交通特征和区位条件，但对车站

具体的功能和空间特征的重视相对薄弱。如

TOD地区位于大学园区中心、商业中心、市

郊居住区等往往会表现出独特的空间形式和

设施需求等，在这种分类下，上述特征难以

显示出来。

另一部分指引在进行分类时，更加强调

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综合功能。如珠三角

TOD综合规划将TOD地区分为区域级综合

中心节点、专一功能中心节点、次区域级综

合中心节点、区域级交通枢纽、城市级和次

a 区域级功能节点 b 城市级功能节点 c 片区级功能节点

图1 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TOD地区的类型划分

Fig.1 Type of TOD area of inter-city rail transit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资料来源：文献[13]。

区域级综合中心节点
专一功能中心节点
次区域级综合中心节点
区域级交通枢纽

城市级中心节点
次城市级中心节点

社区型
产业型
旅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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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级中心节点以及一般社区型、产业型、

旅游型等多种类型(见图1)[13]。在西安市地铁

2号线的研究中，梳理区域功能、交通功能

和用地功能等因素，形成居住型车站、公共

型车站、商业服务型车站、交通型车站、产

业型车站和混合型车站等类型 [20]。二者相

比，后者的分类更加合理，不仅注意到轨道

交通车站的交通特点，更加重视车站地区整

体综合功能，有利于加强TOD地区规划管

理的针对性。TOD 地区的类型划分汇总见

表1。

22..22 圈层结构圈层结构

在中微观层面，TOD地区的圈层结构划

分主要受到步行尺度、用地功能、级差强度

和地价分布等要素的影响[30]。中国多数指引

更加关注TOD地区内部的圈层划分，所设

计的TOD模式图大多表达半径 800~1 000 m

范围的TOD地区内部的规划布局关系，如

深圳市[31]、杭州市[32]等。即便是强调部分类

型的车站影响范围应该扩大，但一般也不会

超过半径1 km，基本控制在轨道交通车站步

行联系的影响范围以内。以深圳市国际低碳

城为例，规划将TOD地区分为内圈层、中

圈层以及外圈层三个层次，均位于半径800 m

内⑤ [31]。也有专门的指引重点关注车站半径

200 m内核心区的规划控制，如东莞市[19]。

这些核心区域虽然重要，但 TOD 地区

与周边其他用地的关系同样不应被忽视。卡

尔索普 20世纪 90年代提出TOD概念时，构

建了TOD直接影响区与外围邻近的次级区

域(Secondary Area)两个圈层协调发展的结

构，提出次级区域可以覆盖至半径1.6 km[5]。

在城市整体层面，中国大中城市更多的

是面临中高强度蔓延发展的环境条件，TOD

地区高强度开发簇群形态的出现依赖于对非

TOD地区进行相应的规划控制。缺少对周边

地区的规划建设进行统筹，仅仅针对 TOD

地区内部进行强度控制和功能组织，并不能

保障TOD地区开发强度和功能集聚高于周

边地区。此外，在设施尚不完善、开发尚不

充分的城市外围地区，TOD地区影响范围以

外的区域与TOD地区如何协调更应受到重

视。因此，沈阳市、广州市、宁波市等部分

城市的规划研究愈加重视TOD地区与周边

区域的联系[33-35]，提出外围发展区、间接影

响区或E-TOD(Extended-TOD)等概念，并尝

试开展有针对性的规划设计。

尽管部分规划研究及实践加强了对TOD

周边区域的重视，但明确针对这些外围次级

区域提出管理引导要求并纳入TOD指引的

案例尚不多见。对于如何协调次级区域与

TOD地区的关系，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指引要

求也远远没有对TOD地区内部的引导内容

丰富和全面。因此，TOD规划应该从类型划

分和圈层结构的角度塑造更加整体的 TOD

模型，将TOD地区外围的次级区域纳入进

来进行规划管理。

22..33 规划内容与指标规划内容与指标

从指引编制来看，TOD指引关注的内容

大多集中在用地功能、交通组织和空间设计

三个主要方面[9, 11, 36-37]。在此框架下，TOD指

引的主要作用是对基本原则进行规划落实，

在轨道交通建设快速发展的现阶段，回答什

么样的规划才是好的TOD规划，并围绕重

点内容提出路径安排和落实方法。TOD规划

的基本原则为 3D 原则，即高密度开发

(Density)、多元化土地利用(Diversity)和良好

的设计(Design)，并衍生出 5D原则⑥、八原

则⑦等多种表述。《珠三角指引》及中山市的

指引基础是依据 3D原则[13-14]；《东莞市轨道

站点共构地块规划设计指引(草案)》的基础

是5D原则[18]；《TOD指南》则是关于如何落

实八原则的规划指南[10]。上述几类原则均较

为关注用地功能混合、容积率、街区尺度、

交通接驳、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以及公

共空间等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也成为相关指

引关注的重点，并形成六类主要指标，包括

功能混合、开发强度、街区尺度、慢行交

通、停车管理、公共空间[38]。

从 TOD 规划的基本原则分析，上述主

要内容具有较强关联性，如采用缺少轨道交

表1 TOD地区的类型划分

Tab.1 Type of TOD areas

分类方式

基于区位差
异的分级

基于交通特
征的分类

综合多种因
素的分类

TOD地区的类型

城市级和社区级

枢纽站、中间站、尽端站、车辆段站和一般站

区域级综合中心节点、单一功能中心节点、次区域
级综合中心节点、区域级交通枢纽、城市级和次城
市级中心节点以及一般社区型、产业型、旅游型

居住型车站、公共型车站、商业服务型车站、交通
型车站、产业型车站和混合型车站

案例来源

文献[5]

文献[13]

文献[20]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5, 13, 20]整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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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公共汽车交通体系支撑和功能单一的高

强度开发，就不能算作 TOD 规划的内容。

但不同的TOD指引对这种关联性的关注程

度存在差异。大部分规划指引是基于不同要

素本身的要求提出相对独立的分项引导，如

高强度开发、鼓励功能混合等，而对不同要

素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考虑较少。

也有部分指引针对不同要素的关系提出

相互协调的引导要求，引导内容体现了较强

的关联性。如 2013年版《深标》具有这种

综合性特征，提出在密度分区基础上，按照

用地功能、地块尺度、临路条件、轨道交通

车站支撑条件的差异，设置不同的修正系

数，综合测算提升开发强度的可能性。这种

方法对街区尺度、开发强度和轨道交通车站

支撑条件等要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联动，例

如临路条件越好(理想状态下形成独立小街

区)，位于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地区的用地修

正系数越高[39]。因此，TOD指引的编制应该

增强不同要素引导内容之间的协调关系，以

更加复合的方式体现出TOD规划对塑造良

好空间形态的综合性要求。

22..44 落实路径落实路径

在规划管理落实方面，控规是法定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总体规划与修建性详细

规划(以下简称“修规”)之间承上启下的关

键环节，也是城市规划管理的重要依据。因

此，TOD指引大多以控规为落实载体，进一

步将引导要求向修规与建筑设计层面进行传

递。但不同指引的传导路径不同，主要包括

间接传导和直接传导两种方式。

间接传导路径是指规划指引要求编制专

门的TOD规划，如《TOD导则》《珠三角指

引》及东莞市的相关指引要求编制轨道交通

车站一体化规划或TOD综合规划以及城市

设计等 [12, 14, 19]，以间接的方式指导轨道交通

车站地区控规的修编和调整。直接传导路径

是指如《深标》等，将TOD规划要求纳入

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便使规划管理部门

依托标准直接对控规编制提出TOD规划相

关的引导内容及指标要求。二者相比(见图

2)，直接传导路径对TOD规划理念的落实更

加直接和有效。

从内容上分析，TOD规划与传统规划的

重点站详细设计
一般站规划管理导则

详细规划调整 工程设计

深圳市轨道交通二期工程
地铁三号线详细规划

开发项目

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

指导

指导

d 线路指引

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交通
换乘设施一体化衔接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
换乘设施规划标准

开发项目

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

指导

指导

e 要素指引

a 方法指南

指导低碳生态城区规划、指
导其他绿色城市导则编制

法定图则(控规)
详细蓝图(修规)

深圳市绿色城市
规划设计导则

开发项目

各省市规划管理部门、各设
计单位及研究机构组织编制

指导

f 嵌入低碳生态规划等相关规划或指引

功能混合、
容积率控制
等TOD内容
融入低碳城
市规划指引

指导

法定图则(控规)
详细蓝图(修规)

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

开发项目

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

指导

g 融入城市规划技术标准

功能混合、
容积率控制
等 TOD 内
容融入标准

开发项目

b 区域指引

开发项目

c 城市指引

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开发项目

图2 TOD指引的传导路径

Fig.2 Transmission path of TOD planning guidelines

总规纲要的TOD规划
设计指引、TOD规划
编制技术指引(试行)

总规纲要的功能
网络体系组织

广东省厅组织编制

珠三角城际轨道站场TOD发展总体规划纲要

珠三角城际轨道站场TOD规划

控制性详细
规划调整

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调整

+

指导

指导

指导

指导

轨道站点TOD综合一
体化规划与周边地块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共构地块包装(土地出
让条件，东莞特有)

东莞市轨道站点共构地
块规划设计指引(草案)

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

指导

指导

轨道交通引导城
市发展专题报告

城市层面规划引导

轨道站点一体化
规划

站点层面规划引导

轨道沿线土地
使用调整规划

线路层面规划引导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

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指引，
各省市分别编制相关规划

层层递进的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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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存在差异。传统法定规划大多控制开发

强度上限、停车位下限等，而对城市设计管

理缺乏关注。而 TOD 规划及指引则不同，

开发强度更多控制下限，或采用上下限兼顾

的区间控制，以保证车站地区的开发集聚；

停车位则控制上限，以保障对小汽车交通的

制约，达到促进公共交通出行的目的；更重

视城市设计管理，如针对公共空间的尺度、

位置、街道界面通透率等内容形成量化指

标，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指引等 [38]。因此，

指引编制应该进一步关注 TOD 规划目标、

原则及引导要求，特别是规划指标向控规落

实的方法，保障控规方案符合TOD规划的

实际需求。

33 TODTOD指引编制的建议指引编制的建议

由于规划层面、对象条件及编制主体的

差异，TOD指引内容各有侧重，体现了不同

的规划管理意图。无论是TOD地区的分类

方法、圈层结构、规划内容与指标以及落实

路径，均表现出不同的关注重点和方法区

别。因此，TOD指引应该从更加综合的视角

对相关方法进行综合和优化，以使指引的内

容和方法更加完善。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33..11 系统考虑规划区综合功能系统考虑规划区综合功能，，进行类进行类

型划分型划分

TOD地区的分类包括强调交通特征和关

注综合功能两种方法。二者相比，关注综合

功能的分类方法更加合理，这是因为 TOD

地区类型划分的本质是对具有轨道交通支撑

条件的城市发展节点或片区而不是对车站本

身进行分类。依据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交通

或工程特征进行分类或依据区位条件进行分

级，没有办法充分展示出这些区域的发展需

求和空间特色。与之相比，基于综合功能进

行的类型划分视角更加全面，更能反映TOD

地区的用地功能、空间环境及发展前景等特

点及其在整个城市的综合价值。

因此，TOD指引应进一步加强对规划区

功能、空间及交通等综合特征的系统考虑，

进行类型划分。可借鉴北美城市TOD地区

分类采用的城市特征+交通特征相结合的矩

阵分类法 [11]，基于车站所在地区的用地功

能、空间环境及发展前景等要素进行分类。

如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Edmonton)将TOD地

区分为商务中心、一般中心、就业区、大

学、一般社区、新社区以及提升社区等七种

类型[40]。

33..22 整体认知整体认知TODTOD内外空间内外空间，，设计圈层设计圈层

结构结构

目前的TOD指引更加侧重于对TOD影

响半径范围内(如 500~800 m)的规划引导，

而对半径外区域的规划引导缺乏关注，这不

利于对具体轨道交通车站所在区域的整体开

发统筹。从规划管理角度分析，TOD指引应

该在类型划分和圈层结构组织的阶段将TOD

周边的次级区域纳入考虑，增强规划管理的

整体性。

在 TOD指引中，TOD地区与次级区域

的规划协调至少应该包括三部分工作：1)结

构上，由于轨道交通车站对TOD地区开发

建设的引导带动作用不能对次级区域进行完

整覆盖，因此次级区域应该构建相对独立的

功能组织结构，并提出TOD核心区与次级

区域组团中心的功能分工关系；2)交通上，

由于TOD地区大多以步行尺度为主要参照

划分边界，因此次级区域的车站连接应该依

托常规公共汽车或自行车交通，打造具有间

接联系特征的低碳化交通组织方式；3)功能

上，TOD地区与次级区域之间应该在避免内

部竞争和促进协调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形成

基于整体视角差异化功能发展的思路。

33..33 综合协调不同要素联动关系综合协调不同要素联动关系，，制定制定

引导内容及指标体系引导内容及指标体系

无论 TOD 规划基于哪些原则，要实现

其所追求的理想目标需要不同要素相互协

调、共同作用，如高强度开发必须以轨道交

通和公共汽车交通体系为基础，并以用地的

混合功能为支撑。这是因为一旦缺少了这一

基础，单纯的高强度开发必然造成因小汽车

出行带来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而如果缺

少了功能混合，高强度开发将进一步造成钟

摆式通勤、服务不便，并形成空城和鬼城

等。此外，如果缺少小街区和人性化的空间

环境，高强度开发形成的建设地区也难以吸

引足够的居民和公共交通使用者。因此，不

同规划要素之间的联动与协同对于TOD规

划的成功十分重要。不过，在针对不同要素

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规划引导方面，不同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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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的综合性程度不同，并非所有指引都能明

确地做到这一点。

TOD指引的编制应该增强不同要素引导

内容之间的联动关系，以更加综合的方式促

进TOD规划目标的实现。如借鉴 2013年版

《深标》的方法和理念，以容积率计算规则

为核心，将功能混合、开发强度、轨道交通

车站支撑条件、街区尺度及道路条件等因素

综合起来，从而使TOD规划的原则成为规

划建设的价值选择和开发动力。

33..44 创新探索规划管理机制创新探索规划管理机制，，拓展落实拓展落实

路径路径

TOD规划大多以控规为主要落实载体，

规划指引编制应该进一步关注TOD规划内

容(特别是针对TOD规划与传统规划的目的

和方法差异)向控规落实的方法。同时，也

应该注意到TOD规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

响具有综合性，TOD指引中对容积率的控制

对城市整体密度分区具有结构性作用；车站

核心区的一体化规划及交通接驳是否合理则

直接关系到车站核心区开发的成败。

因此，要充分发挥 TOD 指引的作用，

需要在落实路径方面加强对规划管理机制的

创新探索。如将指引的内容纳入密度分区规

划、将容积率及街区尺度的相关要求以修正

系数等方法落实到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

使TOD规划的意图充分与宏观、中观和微

观等不同层面的城市规划管理结合起来，以

使其在控规及其他层面规划中的落实更加

有效。

44 结语结语

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建设条件复杂、

发展需求多样。并非每个城市都具有丰富的

规划经验。因此，在区域和城市等整体层

面，通过编制指引的方式对TOD规划进行

管理引导是一种可行且必要的方式。通过比

较TOD指引的编制方法和内容，总结TOD

地区的分类方法、圈层结构、规划内容与指

标以及落实路径，以更加综合的视角提出优

化建议，为未来的规划建设提供有效的管理

框架参照，规避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遗憾。

TOD规划与实施的成功不只是单纯的技

术问题，还涉及诸多层面的利益博弈。这些

博弈往往关系到轨道交通选线、车站设置、

建设时序、物业开发的安排乃至影响到TOD

建设的整体成效。如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

TOD综合开发规划即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

进行了充分关注，将协调工作集中在建设成

本补亏、土地指标分配和合作机制设计等关

键方面；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创新性提

出“土地增值收益省市共享”，采用“一地

一策、切实可行”的合作原则等[41]，以灵活

的机制协调各方利益，促进轨道交通建设和

TOD开发工作的落实。因此，TOD规划在

完善自身规划技术合理性的同时，应该进一

步加强规划统筹方法和利益协调机制的设

计，从而更加高效地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注释：

Notes:

①安东尼·莫里斯(A E J Morris)发现 19世纪在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铁路车站地区的开发建

设中，规划设计是采用标准化方式完成

的；而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注意

到这一时期美国铁路沿线出现了数百个城

镇结构形态的近似性。在中国近代东北城

市规划中，也可以发现铁路车站地区规划

设计的模式化特征，不仅仅不同车站地区

的平面布局形态近似，而且当时的殖民者

会以出台相关法规、技术标准的形式系统

化地保障这些规划实施。

② TOD规划相关的技术指引包括规划设计指

引和规划编制指引两种类型。不同规划技

术指引可能包括上述两方面内容，也可能

只包括其中一方面内容，本文所说的TOD

指引是指前一种指引。此外，TOD规划相

关的技术指引也包括宏观尺度下城市整体

TOD结构规划指引内容和微观尺度下车站

周边地区TOD指引内容，本文研究的规划

指引主要是以比较车站周边地区TOD指引

为主。

③八项内容包括：功能定位、用地布局原则、

土地混合利用原则、开发强度分区、站场

交通接驳设施规模及布局要求、道路网密

度、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设施布局要求、

省市合作开发备选用地及启动区的范围和

规模。

④ 轨道交通车站共构地块是指距离车站半径

200 m范围的核心圈层以内，计划与轨道交

通车站实现功能契合、高度协同的开发地

块。共构地块应满足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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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距离轨道交通车站半径 200 m范围内(以

开发地块边线至车站外结构线水平距离为

准)；2)与轨道交通车站站厅层通过步行廊

道直接相连或有条件直接相连；3)基于 5D

理念贡献符合相关标准的公共设施。

⑤三个圈层分别是内圈层(商业功能为主，半

径 300 m)、中圈层(新型产业及产业与服务

业混合功能为主，300~500 m)以及外圈层

(产业和居住功能为主，500~800 m)。

⑥ 5D原则由 3D原则细化而来，包括高强度、

高密度(Density)，混合度、多样性(Diversi-

ty)，距公共交通距离 (Distance to Transit)，

目的地可达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人

本、精细的设计(Design)五个方面。

⑦八原则即建设步行优先的邻里社区；优先发

展自行车网络；创建密集的街道网络；支

持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建设多功能混

合的邻里社区；将土地开发强度和公共交

通承载能力相匹配；确保紧凑型发展，提

倡短程通勤；通过规范停车和道路使用，

增加出行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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