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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标选择和应用的研究是评价土地利用与交

通发展是否协调的基础条件。在充分调研美国波特兰

大都市区、芝加哥大都市区、亚特兰大北区城市规划的

基础上，结合北京市城市特点、发展方向，提出了城市

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评价指标集。从土地集约化程

度、交通系统效率与服务水平、环境质量3个方面进行

评价指标的选取，建立了宏观、中观分区和中观功能区

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应于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界定的规划区域范围。

Abstract： It's critical to identify indicators for evaluat-

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a thorough study on urban plan-

ning for Portland, Chicago and Atlanta, together with an

analysis of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Beij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 of indica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coordination be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e paper looks in-

to three aspects in selecting these indicators, such as col-

lective land-use, the efficiency and service level of trans-

portat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quality. Meanwhile,

three systems of indicators are established, i.e. regional,

subarea, and functional zones. The three systems corre-

spond to the planning areas defined in general and de-

tailed contro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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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

系。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需求的根源，城市交通发展又反过来影响

城市的空间布局、用地性质等。二者关系的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城市

交通系统能否健康发展、能否较好地保障城市土地开发。评价土地

利用或城市交通系统的指标有很多，有些指标反映某个方面，有些

指标则是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协调程度的综合反映，了解这些指标

的深层含义，提出能够真正反映土地与交通发展协调程度的指标，

同时要易于获得、便于计算，才能够指导城市土地开发和交通系统

建设。

1 美国城市规划中的方案评价

美国城市发展经历了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从分离到整合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评价方案对于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

整合程度的指标和方法[1]。

1.1 波特兰大都市区域规划

为了应对城市蔓延引发的大规模公路建设、交通拥堵以及相关

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波特兰市确定了 2040年大都市区的发展目标，

并在此目标下进行交通与土地规划。具体发展目标为：高效利用城

市土地，防止城市向外无序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现有

社区，提供多样化住宅，交通方式选择多样化。

1.1.1 规划方案

1995年，波特兰都市区进行了人口和就业预测，预计到2030年

都市区内人口达到300万，就业岗位数达到215万。以此为基础，使

用城市发展分析工具和预测技术分析了不同的发展管理策略，提出

了“向外发展”、“向上发展”和“卫星城市”3种方案(如图1)，并

将各方案对区域环境、交通系统、自然资源和主要城市公共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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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作为确定最优方案的依据。

1.1.2 评价指标选取和方案评价

在最终方案比选时，依据城市所关心的问题和未来的

发展目标，选用了 6个评价指标：①城市发展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UGB)内的新增土地消耗面积，用以评

价土地集约使用；②氮氧化合物(NOx)排放量，用以评价

对环境的影响；③高峰小时拥堵路段长度，用以评价交通

系统的服务水平；④UGB内小汽车开行的车英里数，用

以评价对环境的影响；⑤公交客运量，用以评价所提供交

通方式的多样性；⑥公交服务时间，用以评价公共交通的

服务水平。

根据公众意见，对所有方案进行调整，形成了“理性

增长”方案。该方案倡导在城市中心和交通走廊上进行开

发，强调UGB内的重新开发，保护现有社区。图 2方案

比选表明，“向上发展”的优势最为明显，耗费土地量

少，且对环境的污染最小。公众推举的“理性增长”方案

总体评价虽略逊于“向上发展”，但相比基础年方案、

“向外发展”和“卫星城市”，仍显示出较大的优势，同时

该方案的新增土地消耗量最少，最贴近公众的意愿。

1.2 芝加哥大都市区域规划

芝加哥大都市区域规划以新增的就业和居住人口数作

为规划方案的约束条件，形成3个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

方案，并通过土地与交通模型，输出评价指标，采用评估

矩阵的方法进行评价。

芝加哥规划案例中的输出指标非常多，但在北京市比

选方案时，仅采用可比性较强的几个指标，见表1。需要

说明的是，住房指标和公平性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土地与

交通的协调程度，但在北京市这些指标较难获得，故在指

标借鉴中暂不考虑。

图 1 波特兰 3 种区域发展方案

Fig.1 Three typical scenario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Po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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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方案比选

Fig.2 Scenario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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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亚特兰大北区规划

亚特兰大北区的案例是评价规划方案中土地利用与交

通系统的协调程度，以此为依据，确定最优方案。该研究

采用了一系列独立的模型，将输入和输出联系起来，最终

输出各项指标。决策者根据最关心的问题以及目前最需要

解决的问题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依据综合效益值，选取最

优方案。具体指标见表2。

1.4 小结

美国城市规划案例研究表明，方案评价应贯穿于方案

规划的始终，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具体实施方案能否满足

既定目标的同时，还对不同方案进行优化比选。

1) 方案规划思路

在进行大都市区规划时，首先确定城市区域的发展目

标，然后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规划年的人口和就业

岗位数，以此为依据形成了多种方案。通过评价体系对各

种方案进行优劣对比，确定最终规划方案。最终规划方案

的综合效用指标并不总是最优的，但是能基本满足土地与

交通协调发展的目标，同时具有可实施性。

2) 评价指标

表 1 芝加哥可借鉴的评价指标

Tab.1 Beneficial indicators of Chicago

评价目的

新增的土地耗费面积/hm2

指标借鉴

平均土地利用密度/(人·km-2)

人均小汽车出行距离/(km·人-1)

小汽车日出行距离/(km·d-1)

人均通勤时间/(min·人-1)

通勤延误/min

非小汽车通勤比例/%

步行或公交出行分担率/%

单位城市化面积交叉口数量/(个·km-1)

现有与规划的公共汽车站0.5英里内的家庭数与
规划范围内总家庭数的比例/%

现有与规划的公共汽车站0.5英里内的就业机会/个

公共汽车线路0.25英里内的家庭数和就业机会/个

土地的
集约利用

环境保护

职住平衡

交通服务水平

可选出行方式
多样性

公共交通
服务水平

表 2 亚特兰大北区可借鉴的评价指标

Tab.2 Beneficial indicators of north area in Atlanta

评价目的

各交通方式分担率/%

指标借鉴

区间、区内公交通勤出行量/辆

小汽车日行驶里程/(车英里·d-1)

各交通方式平均每次出行时间/h

平均每次出行费用/美元

研究区域内公交车站覆盖的家庭数/个

可选出行方式多样性

环境保护

职住平衡

土地的集约利用

各交通方式平均每次出行距离/英里

表 3 评价指标汇总

Tab.3 Indicators collection

指标借鉴

新增的土地耗费面积

评价目的

平均土地利用密度

研究区域内公交车站覆盖的家庭数

通勤延误

现有与规划的公共汽车站0.5英里内的家庭数与规划范围内总家庭数的比例

现有与规划的公共汽车站0.5英里内的就业机会

土地的集约使用

整体交通服务水平

公交服务水平

可选出行方式多样性

职住平衡

环境保护

公共汽车线路0.25英里内的家庭数和就业机会

非小汽车通勤比例

步行或公交出行分担率

各交通方式平均每次出行时间和距离

单位城市化面积交叉口数量

人均通勤时间

平均每次出行费用

人均小汽车出行距离

小汽车日行驶里程

小汽车日出行距离

交通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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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评价城市规划方案和交通方案的协调程度时，以

土地模型和交通模型为基础，从城市交通、土地、经济、

环境等方面对模型中的量化指标进行分析评价。借鉴美国

城市规划案例并进行分析，形成了评价土地利用与交通协

调程度的指标集，见表3[2]。

2 北京市土地与交通协调的评价体系

2.1 北京市土地规划与交通规划编制协调问题

北京市在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

规划一直处于分离状态，表现为4个方面：①交通规划表

现为单向的配合土地规划，未能对城市空间调整优化给予

充分的支持。如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时，交通规划深度不

足。虽然在交通规划分析中可能对用地规划提出评价，但

实际上总体规划中用地的调整空间非常有限；②土地开发

项目的设计未能充分考虑交通设施的承载能力，对未来交

通的影响缺乏科学的评价分析，对土地与交通的协调程度

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③现有的交通影响评价有助于

弥补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但实际上交通影响评价是在对

控规指标进行后评价，时序上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导致规划

实施中出现许多问题。

2.2 评价体系结构

北京市土地与交通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基于现有

的规划编制和实施体制，结合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年)》对城市未来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北京

市城市规划中最关注的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建立了宏观和

中观评价体系，如图 3。所有评价指标均用于评价 3个核

心目标[3]：①土地集约化程度；②交通系统效率与服务水

平；③环境质量。

2.3 评价指标体系

宏观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城市发

展的空间战略方案和交通发展战略方案，为《北京市城市

总体规划》的完善和下一次修编提供参考意见和依据。其

评价范围为北京市域，重点在于评价中心城与新城，新城

与新城之间通道上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程度。

2.3.1 宏观评价指标体系

在以往的宏观层面土地与交通协调评价过程中，往往

表 4 宏观评价指标体系

Tab.4 Indicators system for regional zones

指标

人口密度/(人·km-2)

人均通勤出行距离/(km·人-1)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BRT)网络800 m覆
盖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比例/%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快速路和主干路上拥堵路段比例/%

人口密度/(人·km-2)

城市主要放射通道上的不均衡系数

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BRT)网络800 m覆
盖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比例/%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人均车公里数/(车公里·人-1)

节约土地用量，避免向外扩张，对交通建设
用地和建筑开发用地的需求少

合理布局，混合开发，有利于城市理性增长，
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好

鼓励TOD的开发模式，高密度高强度开发
需要有大容量公共交通的支撑

整个城市或分区内交通运行顺畅，延误少

占用的农田和耕地少，土地消耗量少，需要
新增的交通设施也少

时间上：城市出行方向潮汐性减缓，多中心
的布局

空间上：交通设施的能力被充分利用，有充
足客源，在大容量交通周围高密度开发

大气污染物排放少，车辆废气排放量少

土地与交通协调表现

开发总量

业态布局

开发强度

畅达

环境保护

高效

能源节约

土地
集约
化程
度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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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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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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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图

Fig.3 Structure of indicator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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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侧重于交通的畅达性、土地消耗总量等方面。本研究立

足于总体目标中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的3个层面，从

土地开发总量、业态布局、开发强度，交通的畅达、高

效，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7个方面建立宏观评价指标

体系，如表4[4~5]。

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的某种特性可以通过多个指标评

价，反之，同一指标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土地利用与

交通的协调。总结表 4，得出 7个指标用于反映宏观区域

范围内土地利用和交通的协调程度：①人口密度；②人均

通勤出行距离；③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④骨干公共交通

(轨道交通及 BRT)网络 800 m 覆盖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比

例；⑤快速路和主干路拥堵路段比例；⑥城市主要放射通

道上的不均衡系数；⑦人均车公里数。

对宏观指标进行计算时，需要对各层指标赋予权重，

进行综合评比。对于能够同时从不同侧面反映土地与交通

协调程度的指标，根据它与所表征问题的相关程度，只将

该指标在最相关的层中进行计算。指标分层架构见图 4，

实线表示直接反映，虚线表示间接反映。

2.3.2 中观分区指标体系

在满足北京市整体发展目标的前提下，需要考虑中观

分区(新城、中心城等)在北京市域内的定位，以及分区的

自身发展特点。根据城市经济发展趋势和区域联系的主导

方向，综合分析各新城的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在中观层面上，土地与交通协调的表现需要从

操作层面上考虑得更细致，如交通方式应考虑步行和自

行车，在土地开发上应考虑城市设计的要素、配套公共

建筑等。

表 5为中观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在中观分区层面上，

共有9个指标可以用于反映土地利用和交通协调程度：①

人口密度；②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BRT)网络 800 m

范围覆盖的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③就业岗位、就业人

口；④对外主要连接道路的服务水平；⑤公共交通出行分

担率；⑥非机动交通出行分担率；⑦主要功能中心之间的

平均出行时间；⑧区内主干路和次干路拥堵路段比例；⑨

人均车公里数。指标体系分层构架见图5。

2.3.3 中观功能区指标体系

中观功能区对应于一个有着自身典型特征的片区，尺

度比中观分区小，其特征包括：①功能定位明确(如居

住、商业、工业、旅游等)；②功能区边界一般由城市主

干路、高速路或河流等分隔；③容积率和建筑高度成为规

划的要素。结合宏观评价指标和中观分区评价指标的研

表 5 中观分区评价指标体系

Tab.5 Indicators system for subarea zones

指标

人口密度

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
BRT)网络800 m范围覆盖的
就业岗位/个和居住人口/人

就业岗位、就业人口
对外主要连接道路的服务
水平

区内主干路和次干路拥堵路
段比例
主要功能中心之间的平均出
行时间/min

人口密度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非机动交通出行分担率

对外主要道路的服务水平
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
BRT)网络800 m范围覆盖
的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

人均车公里数

鼓励TOD开发，高密
度高强度开发需要大
容量公共交通的支撑

整个分区内交通运行
顺畅，受到过境交通的
干扰小，延误少

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好，
步行和非机动出行可
达性好

对外交通衔接方便，枢
纽换乘方便，通达性好

节约土地用量，避免向
外扩张，对交通建设用
地的需求少

出行方向潮汐性减缓，
分区内部土地开发功
能齐全，设施完善

占用的农田和耕地少，
建设土地消耗量少，需
要新增的交通设施少
大气污染物排放少，车
辆废气排放量也少

土地与交通协调表现

土地
集约
化程
度

交通
系统
效率
与服
务水
平

环境
质量

项目

土
地
与
交
通
协
调
发
展

交通系统
效率与服
务水平

土地集约
化程度

环境质量

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
BRT)网络800 m覆盖范围
内的建设用地比例

快速路和主干路上的拥堵
路段比例

城市主要放射通道上的不
均衡系数

人均车公里数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人均通勤出行距离

人口密度

图 4 宏观指标体系分层架构图

Fig.4 Structure of indicators system for regional zones

土
地
与
交
通
协
调
发
展

交通系统
效率与服
务水平

土地集约
化程度

环境质量

骨干公共交通网络(轨道交通及
BRT)800 m范围覆盖的就业岗
位和居住人口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非机动交通出行分担率

主要功能中心之间的平均出行
时间

对外主要连接道路的服务水平

就业岗位、就业人口

人口密度

区内主干路和次干路拥堵路段
比例

人均车公里数

图 5 中观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分层架构图

Fig.5 Structure of indicators system for subarea zones

34



北京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评价指标研究A Study on Indicators of Evaluating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Beijing褚浩然 等

究，根据功能区的自身特征，形成了中观功能区的评价指

标体系，见表6。

总结表 6，在中观功能区层面上，共有 8个指标可用

于反映土地利用和交通的协调程度：①非主要功能性质的

用地比例；②道路交叉口平均间距；③就业岗位、就业人

口；④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BRT)网络 800 m范围覆

盖的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⑤区内道路拥堵路段比例；⑥

区内居民的非机动交通出行分担率；⑦区内就业人口的非

机动交通出行分担率；⑧功能区对外主要出入口服务水

平。指标体系分层架构见图6。

3 结语

参考借鉴美国城市规划案例中的评价指标选取和方案

评价，结合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需要，将北京市土地利用

与交通发展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宏观和中观两个层

面，在中观评价指标体系中又细化为分区和功能区两个层

面，针对各个层面提出了具体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征：①能够符合北京市

的城市特征，适用于北京市域、分区或功能区；②服务于

研究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③每个指标都能够从不

同侧面反映土地与交通的协调程度。

由于数据的缺乏、土地与交通整合模型的不成熟，评

价指标体系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①宏观评价指标体系

用于北京市域范围，必须在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基础上才能够进行评价；②由于中观的定位范围广泛，因

此对于不同的中观范畴，需要在原有中观评价指标体系

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区域的功能定位和特性，进一步增

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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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观功能区评价指标体系

Tab.6 Indicators system for functional zones

指标

非主要功能性质的用地比例/%
就业岗位、就业人口

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BRT)
网络800 m范围覆盖的居住人
口和就业岗位

区内居民非机动交通出行分担率/%
区内就业人口的非机动交通出行
分担率/%

区内居民非机动交通出行分担率/%
区内就业人口的非机动交通出行
分担率/%
区内主干路和次干路拥堵路段比
例/%

功能区对外主要出入口服务水平

区内主干路和次干路拥堵路段
比例/%

道路交叉口平均间距/m

避免单一的成片开发，
鼓励混合土地利用，理
性增长

鼓励TOD开发，高密度
高强度开发需要大容量
公共交通的支撑

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好，
步行和非机动出行可达
性好

大气污染物排放少，车
辆废气排放量也少

对外主要出入口交通通
畅，受到过境交通的干
扰小，通达性好

整个区内交通运行顺畅，
受到过境交通的干扰小，
延误少

避免大院式开发，促进
功能区的微循环系统

土地与交通协调表现

土地
集约
化程
度

交通
系统
效率
与服
务水
平

环境
质量

项目

土
地
与
交
通
协
调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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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服
务水平

土地集约
化程度

资源环境

骨干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及
BRT)网络800 m范围覆盖
的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

区内道路拥堵路段比例

区内居民非机动交通出行
分担率

区内就业人口的非机动交通
出行分担率

就业岗位、就业人口

道路交叉口平均间距

非主要功能性质的用地比例

功能区对外主要出入口的服
务水平

图 6 中观功能区评价指标体系分层架构图

Fig.6 Structure of indicators system for functional zones

更正

本刊 2008 年第 4 期第 71 页文章题目为《美

国出入口管理策略——聚焦城市土地开发与交

通》。特此更正。

《城市交通》编辑部

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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