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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交通需求迅速增长和城市布

局的重新调整，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首先

介绍了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 3E原则。以上海市为例，通过常

年的调查研究，从轨道交通网络规模效应、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

结构、轨道交通与社会公正性 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

了轨道交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并提出了我国城市交通

发展与土地开发建设的 5D 原则，即 POD > BOD > TOD >

XOD > COD。

Abstract： Facing the rapid urbanization，motorization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chan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ail tran-

si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pa-

per start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3E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principles.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and through years of in-

vestigation,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issues related with size-ef-

fects of rail transit networks, and relations between rail transit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between rail transit and social equit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with urban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Finally, the 5D principle,

that is POD > BOD > TOD > XOD > COD, is summarized to im-

prove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develop-

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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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规

模不断扩张，带来了交通需求的迅速增长和空间布局的重

新调整，常规公交已经不能适应一些特大城市的发展，这

就需要选择适合我国高强度土地开发模式的大运量公共交

通[1]。研究普遍认为，轨道交通是改善城市交通状况的根

本途径，是未来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也是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选择[2~3]。据有关统计，第一轮建设轨道交通的15座城

市，远景年轨道交通网络总里程达 6 000 km，若加上第二

轮城市，以及目前进入研究准备的10多座城市轨道交通远

景规划，总里程将接近 9 000 km，相当于目前世界各国轨

道交通已开通运营里程的总和[4]。可以观察到，各城市纷

纷积极行动，大力投入轨道交通建设，似乎轨道交通线网

越长，其客运量就会越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越强。

1 交通可持续发展的“3E”战略

小汽车的过度使用会带来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城市

发展的无序蔓延等一系列问题。环境和资源已经成为制约

我国发展的瓶颈。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许多城市提

出了轨道交通的建设计划，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探讨城市

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的交通政策必须满足3个主要的要求，如图1所

示。首先，它必须保证存在一种持续的能力来满足日益提

高的生活水平，而这种持续能力归功于经济和财政的可持

续性。其次，它必须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总体生活质

量，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这又归功于环境与生态的可

持续性。最后，交通产生的利益必须被社区的各个部分平

等共享，即所谓的社会可持续能力。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

这三者的平衡和互动，即 3E原则(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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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这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平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要求[5]。

如果轨道交通能够吸引足够的客流，减轻政府的财政

负担；能够支撑已有的城市中心的发展，而不是任其衰落

下去；能够为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所共享，我们就有理由

认为轨道交通的建设的确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当然，轨道

交通作用的发挥也还有赖于与城市空间策略的配合。下面

将分别从轨道交通网络规模效应、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

构、轨道交通与社会公正性3个方面分析轨道交通与可持

续发展的关系。

2 轨道交通网络规模效应

许多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模之所以一再扩大，其中一

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轨道交通一旦成网以后就会产生网

络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乘客。何为网络效应？即客流量

的增长应该大于网络规模的增长。然而从北京和上海的统

计数据来看，都存在网络规模效益递减的规律。如图 2

和图 3所示，某些线路实际客流比同期客流预测低一半

还多[6]。如果缺乏足够的客流，我们又希望维持一定的服

务水平，必然会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若加大行车

间隔，则又增加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降低了轨道交通的

吸引力。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持续发展与非可

持续发展的两难境地。

3 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

3.1 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根据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相互作用的一般原理，轨道

交通车站与城市公共活动中心这两类节点相互耦合，一方

面会促进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轨道交

通提供了客流，保证轨道交通的经济效益。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影响，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之间的

相互作用使得城市空间表现出围绕车站节点(交通可达性

最优点)自发组织的空间特征和相关效应。有关研究表

明，即使在两类节点相互分离的情况下，车站地区的可达

性和人流集中的优势在空间上会吸引原来的城市中心向车

站地区转移。两者的相互作用可以表述为以下4个阶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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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角形各边上的要素是其相应的两个端点之间需要平衡的内容举例；小三角形内部的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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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可持续发展的“3E”战略

Fig.1 "3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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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的车站难以设置在已经存在城市中心的地区，因

此设置在中心的周边地区。

2) 由于车站地区人流集中，站前商业设施开始聚集，

与此同时，中心区的商业设施受到影响，规模开始减少，

但并不明显。

3) 站前商业发展速度和潜力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中心

区的现有功能衰退并向车站地区进行空间转移。

4) 车站内部的联合开发也趋于立体化和综合化。车站

以及周边地区再开发的规模增大，进一步向周边拓展，同

时开发品质进一步提升，成为该地区新的城市中心(包

括原有中心的部分地区)，或者比原有中心更高级的城

市中心。

当然，各级城市中心与轨道交通车站之间相互作用的

强弱，取决于轨道交通在整个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度，以及

现有中心地区的发展。现实中，由于许多城市中心发展已

经比较成熟，交通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同时在社会文化

脉络等因素的影响下，新设置的车站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

变城市中心的功能、规模以及空间上的迁移；另外，在一

个分散和高度机动化的城市中，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相对

可达性的改变影响很小，对城市空间影响的作用也会减

弱，北美许多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点[9]。

3.2 轨道交通支撑城市副中心的发展

城市副中心发展的早期就需要轨道交通支撑，上海市

徐家汇地区的发展是城市中心建设与交通枢纽耦合的一个

成功案例。对比徐家汇和五角场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通

过公共交通到达这两个地区的比例都高达70%左右，其中

通过地铁到达徐家汇地区的比例为41%，公共汽车的比例

为 32%。而五角场地区的公共交通仅有地面公共汽车(电

车)，见图4。

比较徐家汇地区与五角场地区的辐射范围，可以认为

正是由于轨道交通的建设，改变了城市可达性的空间分

布，扩大了徐家汇地区的辐射范围，从而形成了城市的副

中心。根据这一规律，如果轨道交通枢纽能够与城市各级

公共活动中心在空间上叠合，就可以保证轨道交通的客

流，而足够的客流又支撑了城市公共中心的活力，便形成

了一种良性的耦合模式。

根据《上海市中心城分区规划》、《上海市中心城控

制性编制单元规划》、《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规划》

的图纸和数据，将城市中心体系空间分布与现状(2003)和

规划(2020)的轨道交通车站网络空间布局相叠合，分析各

级城市中心地区与轨道交通车站地区在空间布局上的结合

情况发现，仍有42%的地区级公共活动中心、37%的社区

级公共活动中心缺乏轨道交通车站的支撑。

3.3 引导城市用地布局调整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中心体系需要根据轨道交通

的布局加以调整，以更合理地体现土地利用与交通的互动

关系。外围车站地区应适度布置办公和城市商业、公共设

施用地，增加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为轨道交通线路提

供充足客流。图 5为轨道交通 1号线和 2号线双向实施的

比较。2号线跨越黄埔江两岸，连接陆家嘴和南京路人民

广场地区，双向客流就比较均匀。而在其他外围地区，由

于围绕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办公和商业用地比例远远低于

上海市中心内环，缺乏服务和办公的就业岗位，轨道交通

客流呈现一种潮汐现象，1号线北延伸段的双向不均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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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长度和客运强度

Fig.2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effect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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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effect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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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高达6.7：1。双向客流的不均匀性导致一个方向容量不

足，而另一个方向能力过剩。这说明在轨道交通1号线的

北延伸段上应增加对城市次级中心建设的考虑。

4 轨道交通建设与社会公正性

轨道交通沿线常规公交乘客的急剧减少，又会让我们

关注另一个问题，即昂贵的轨道交通带来的城市机动性改

善的效益分布问题，以及它的潜在影响。例如，因为公共

汽车线路的减少，使居民不得不乘坐轨道交通，从而增加

了家庭的交通支出；因为公共汽车班次的较少，增加了某

些低收入者的出行时间；道路条件的改善鼓励了小汽车交

通出行。对上海市几个街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如图 6)，低

收入者使用轨道交通的比例远远低于社会其他阶层[11]。如

果进一步推论的话，即昂贵的轨道交通建设将加剧社会的

分化，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5 结论

1) 以轨道交通为导向的交通发展模式有利于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但其建设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保持轨道交通机动性的相对优势。

2) 理论上，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将会产生网络效

应。然而，当轨道交通建设达到一定规模时，增加轨道交

通线网长度所带来的效用，将会低于改善一般公共交通的

效用。受到部门规划的局限，目前还缺少效用的综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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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效用的轨道交通将会给社会和政府带来高昂的财政

负担，这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3) 伴随着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城

市机动性改善的效用分配问题，公共汽车服务减少产生的

职工下岗和转岗问题都需要及早研究。

4) 目前TOD的发展模式在我国受到普遍的重视，然

而基于北美经验提出的TOD模式如何适应我国的发展依

然有待探讨。城市交通的系统性决定了任何一种模式都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多模式交通[12]是一个必然选择。

针对我国城市交通的发展状况，城市建设首先要有利于步

行和自行车的使用，大力发展高性价比的公共交通，同时

要注意改善城市形象，控制小汽车的发展。城市建设考虑

问题的优先顺序应该是 POD > BOD > TOD > XOD >

COD，以良好步行环境为导向的开发建设要优先于以方便

自行车适用为导向的开发建设，在此基础上倡导以公共交

通为导向的开发建设，再其次考虑城市的形象改善工程和

小汽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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