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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促进北京市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

展，发挥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综合效益，对现状站点地

区在规划建设中存在的轨道交通与土地不协调问题进

行剖析，借鉴TOD理论及日本、香港相关实践案例的经

验，从规划设计的层面，对北京市地铁 9号线花乡站地

区规划设计实践进行了探讨。提出轨道交通站点地区

整体规划设计的思路，并从优化调整周边土地利用、创

造为人行服务的交通环境、综合利用地下空间、塑造高

品质的站区景观环境4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规划对策。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between rail transit and land use in Beijing,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se developments around rail transit sta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ransit

and land use in exist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round

transit stations. Meanwhile, the paper show cases the plan-

ning and design of Huaxiang Station, Line 9 in Beijing,

with insights gained from the TOD theory and experienc-

es from Japan and Hong Kong. The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idea of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design around

transit rail stations, and makes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

pects: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land use around station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walking, utilizing under-

ground spaces comprehensively, and shaping high-quality

environment by landscaping within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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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北京市正处在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时期。相关理论

和实践经验表明，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密切。轨道交通与

土地的协调发展将有助于城市交通拥堵的改善、环境品质的提高以

及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以往北京市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规

划建设中，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还存在一些脱节的问题。为此，本

文以TOD理论为支撑，探索在规划设计层面如何促进轨道交通与

土地利用相协调，发挥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综合效益。

1 问题分析

北京市轨道交通车站与土地利用不协调的问题在以往规划建设

中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1.1 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土地利用模式不匹配

一方面，轨道交通车站设置未与周边用地的功能布局和开发改

造相结合，导致一些站位设置与周边土地利用不匹配，一些高密度

开发地区或需要轨道交通支撑的重要公共设施周边没有安排车站，

或距离车站较远，而一些低密度开发地区或是控制建设的地区却设

置了车站。例如，在地铁9号线原总体规划方案中，从降低线路工

程实施难度的角度出发，与规划地铁 10 号线在南马连道路站换

乘，而该站所处地区为城市绿化隔离地区，其直接影响范围内规划

为绿色空间，是限制建设的地区，如在此设站势必吸引开发建设，

不利于绿化隔离地区的建设和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实现。

另一方面，部分车站周边的土地利用未能形成适应轨道交通的

功能布局和开发强度。以对地铁 5号线沿线用地的统计和分析为

例，根据 2005 年北京中心城控规修编中规划用地功能图进行测

算，5号线线路两侧 1 000 m范围内规划居住用地与公共设施用地

比例约为53%。而根据轨道交通沿线主要用地分配比例的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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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1 000 m 左右范围内居住、商用和公建用地比例

达到 70%~80%会更有利于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

发展[1]。

1.2 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城市环境不融合

轨道交通车站在地区环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未被

充分重视，由于缺乏对车站地区交通接驳、公共空间环

境、地下空间利用等方面整体化、人性化、细节化的规划

设计，从而导致很多车站与周边环境品质低下。主要表现

为换乘不便，缺乏接驳停车设施和集散广场，车站与周边

建筑地上地下衔接不紧密，导向指示标志不清晰，出入

口、风亭、冷却塔等构筑物缺少整体景观设计等。

导致北京市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不协调的因素是较为

复杂的，涉及规划、建设、管理等各个层面。就规划设计

层面来说，受我国传统的规划设计技术体系和规划编制方

法的影响，不少规划虽提出了“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

发展”的理念，但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系统性的规划互动研

究。一方面，在轨道交通网络布局、站位布点、车站出入

口设置等规划设计中，时常过于注重工程技术的可行性和

工程建设成本的控制，忽视了轨道交通与城市功能的密切

结合，尤其是与规划的城市功能相结合；另一方面，在规

划城市功能布局、确定建设用地规划指标、进行城市空间

环境设计等工作中，对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也存

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2 TOD理论与实践案例

2.1 TOD理论

第2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小汽车的普及以及受到私人

汽车享受思潮的影响，美国的土地利用呈现以郊区蔓延为

主要模式的无序扩张，引发了一系列恶劣的社会、经济和

1 000 m500 m

医院、福利设施
学校、幼儿园
公共设施
商业设施
公园、绿地
文化设施
停车场、存车处
大型写字楼

图例

图 1 千里新城中央车站地区设施布局

Fig.1 Facilities layout around Central Station in Qian Li New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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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反思，20世纪 90年代初，

新城市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彼得·卡尔索尔普 (Peter

Calthorpe) 首 先 提 出 了 公 共 交 通 导 向 型 发 展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理论[2]。

TOD的核心特征是：①结构紧凑、混合的土地利用

模式；②土地利用和公共交通相辅相成；③有利于提高公

共交通使用率的土地开发；④公交车站成为区域内的交通

枢纽；⑤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临近公交车站；⑥鼓励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方式；⑦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

2.2 实践案例

2.2.1 日本千里新城中央车站

千里新城是日本最早开发的大规模新城，距离大阪市

北约15 km。轨道交通线路与新城同步建设，对引导大阪

市区人口向新城疏散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 40 年的发

展，目前，千里新城中央车站地区不仅继续担负着千里新

城中心的各种功能，而且已经成为大阪都市圈北部的城市

副中心和商业聚集地，起到了分散大阪市中心地区商业商

务功能的作用[3]。虽然千里中央车站地区建于20世纪六七

十年代，但其建设却充分体现了TOD的特征。

1) 混合的土地利用

以车站为核心，在 1 000 m范围内合理安排各种功能

设施：大型商业设施、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及高层公寓集中

在车站周围；大型写字楼、政府机关等公共设施分布在距

车站500 m范围内；学校及幼儿园等教育设施、医院及养

老院等医疗福利设施以及社区中心结合居住区布置，主要

分布在离车站 500~1 000 m的环行地带；公园、绿化带等

分布在距离车站1 000 m左右的居住区内。如图1所示。

2) 递减的开发强度

车站500 m范围内以较高开发强度的商业设施、写字

楼和高层公寓为主；500~1 000 m范围内以中低开发强度

的公共设施和多层住宅为主。

3) 通达的步行系统

车站地区提供全面的立体交叉步行系统，使行人和机

动车完全分离。步行商业街、广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

等将车站与周边的公共设施、公交车站、机动车和自行车

停车场相联接，创造了方便、安全、连续、舒适的步行环

境，如图2所示。

4) 良好的环境品质

规划建设十分重视城市景观、公共空间和自然环境的

营造。千里新城中央车站地区在设计中保持了原有丘陵地

图 2 千里新城中央车站地区鸟瞰

Fig.2 Bird's eye view of Central Station in Qian Li New Town

阪急千里新城车站

商业综合体

JR千里中央车站

机动车停车楼

二层步行系统

出租汽车站

公交首末站

商业中心

图 3 千里新城中央车站附近的公园

Fig.3 A Park near Central Station in Qian Li New Town

图 4 梦幻之城总体布局

Fig.4 Layout of Dream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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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地形特点，建筑空间布局错落有致，并将原有的竹

林、水体等自然要素保留下来，形成充满田园风光的公园绿

地，体现了新城的风貌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如图3所示。

2.2.2 香港将军澳梦幻之城

将军澳是香港新市镇之一，位于九龙市区以东。将军

澳新市镇的发展基本按照轨道交通引导发展的原则。目前

将军澳超过 80%的人口居住在车站 500 m半径的范围内，

出行十分方便。其中调景岭站、将军澳站、坑口站和 86

区车辆段均由香港地铁公司以“地铁＋物业”的模式来开

发，在将军澳地铁上盖物业中，以 86区的梦幻之城规模

最大、规划理念最为突出，其总体布局如图4[4]。

梦幻之城利用将军澳南站、将军澳线车辆段上盖和周

边地块，规划建设了一个综合性小型城镇。梦幻之城的地

块面积约 34.8 hm2，住宅建筑面积约 160万m2，规划提供

2~2.15万套住房，预计容纳人口约 5.7万人。除了住宅和

地铁站以外，梦幻之城将提供大量绿化空间，以及中小

学、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大型商场等多项公共设施，

在步行范围内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

梦幻之城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人车分离的规划理

念，车站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将上盖住宅、平
图 6 地铁 9 号线线路规划方案示意图

Fig.6 Scenario for line 9 rail transit

上盖的住宅

园林平台

行车道

商场

车辆段

公共汽车

地铁站

图 5 梦幻之城整体布局剖面图

Fig.5 Layout section of Dream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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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花园、购物中心以及居民出行联系在一起的节点，居民

可以通过垂直交通设施，安全、舒适地步行到车站搭乘地

铁出行。而梦幻之城的路网设计，尽早地引导车辆驶进停

车场，以减少区内不必要的交通。由于车站、道路和公共

设施规划在花园平台下，梦幻之城大平台上拥有大量开敞

空间，形成既便利又宜人的居住环境，如图5。

2.3 启示

1) 合理选择轨道交通线位、站位是实现轨道交通引导

发展的前提条件，车站设置应能够极大地改善交通服务质

量和可达性，要与城市需要发展的地区相结合。

2) 建立以车站为核心的结构紧凑、混合的土地利用模

式。在轨道交通车站周围适于步行的范围内布置商业、居

住、就业岗位、公共设施和开敞空间，并形成以车站为核

心，向外递减的开发强度分布。根据现状条件和区位，不

同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功能定位将有所区别。重要的城市

轨道交通节点地区一般亦是城市或地区的公共活动中心。

3) 综合利用轨道交通地下、地上空间，充分挖掘土地

资源。在地下车站建设中，结合换乘以及与周边建筑衔接

等需求，进行地下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利用部分车辆

段、停车场上盖进行物业综合开发，集约使用土地。

4) 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车站地区的环境设计和

建设，将轨道交通车站融入城市生活。在车站地区提供人

性化的轨道交通服务、便捷的换乘条件、友好的步行系

统、宜人的景观环境，将轨道交通车站地区塑造为充满活

力的高品质地区。

3 花乡站地区整体规划设计思路与对策

自 2007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开展了十几个轨道交通

车站地区整体规划设计工作，下文以地铁9号线花乡站为

例，对北京市轨道交通车站地区整体规划的研究思路、规

划对策进行探讨。

3.1 花乡站简介

地铁9号线南起丰台区郭公庄，北至海淀区白石桥(见

图6)，与地铁4号线在白石桥站衔接换乘，全长约17 km。

该线连接北京西客站、丰台火车站、六里桥交通枢纽等大

图 7 花乡站地区交通组织图

Fig.7 Transportation organizing for Hua Xia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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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客运集散地，沟通中关村与丰台科技园区，是中心城西

部贯穿南北的重要客运通道。花乡站位于地铁 9号线南

段，地处中心城西南部丰台边缘集团的核心地带，是规划

的地区级公共服务中心，也是未来反映丰台区域商业、文

化特色，代表丰台宜居环境品质的地区[5~6]。而花乡站周边

现状用地功能较为混杂，产权单位众多，基础设施条件

较差，整体环境品质较低，临近车站尚有规模较大的待

开发改造用地，为实现轨道交通引导发展提供了较好的

条件。

3.2 规划研究思路

花乡站地区规划研究的思路分为两个层面：

1) 车站地区规划范围内的整体城市设计。车站地区规

划范围是以车站为核心500 m的覆盖范围。在此区域，重

点研究车站站位与周边土地利用优化、地区各类交通系统

及其组织、以及地区整体空间形态等问题。

2) 车站核心区的一体化设计。车站核心区指车站以及

与其直接相连的地面建筑和地下空间。重点研究车站主体

与周边建筑、道路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交通组织和接

驳换乘，以及人性化公共空间设计。

3.3 整体规划设计对策

花乡站地区整体规划设计的最终方案吸纳了土地利

用、交通系统、地下空间、城市景观环境设计等方面的理

念和作法，其主要规划对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3.1 优化调整周边土地利用

基于对花乡站地区发展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将花乡站

地区总体定位为：“和谐、宜居、繁荣、便捷的区域公共

中心”。借鉴TOD理论提出的车站地区土地利用模式，对

车站东侧可开发用地的现行规划进行了优化调整，更强调

图 8 花乡站与东侧建筑综合开发平面示意图

Fig.8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a Xiang Station and
the building in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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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花乡站与东侧建筑综合开发剖面示意图

Fig.9 Section of Hua Xiang Station and the building in the east

公共汽车站

地下商业

地铁出入口

18.000

±0.000
-3.900
-7.800
-11.700

地下商业
车库
车库

商业
办公大堂

办公

76.200

竖
向
交
通

24



轨道交通车站地区整体规划设计实践——以北京市为例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of Rail Transit Stations: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周 乐

用地功能的混合性，而不再进行纯粹的商业开发。最靠近

车站的用地为商业金融用地，向外依次为公建与居住相混

合的用地、文化娱乐用地、居住用地。其建设强度也由车

站向外围逐渐递减(地块容积率从 4.5下降至 2.8)，从而形

成以花乡站为核心5~10 min最佳步行区域内的中高强度、

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创造集换乘、商业、零售、餐饮、

办公为一体的全天候地区公共中心。

3.3.2 创造为人行服务的交通环境

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是影响轨道交通车站能否发挥交

通功能的重要因素。成功的TOD案例均十分重视车站周

边道路、公交接驳、自行车和步行环境等的设计，其核心

理念是创造为人行而非车行服务的交通环境，提供便捷、

安全、高效、舒适的交通换乘条件以提高轨道交通的吸引

力，从而使其成为更多人选择的出行方式。

为此，将公交驻车功能与接驳功能分离设置，缩短公

交与地铁的换乘距离，并使紧邻车站地块能够发挥更高的

土地价值。在地铁出入口附近设置公交港湾、出租汽车停

车位、自行车库及地下车库，并以简单的换乘流线实现各

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连接。地铁车站方案也进行了优化，增

设了过街出入口，并将出入口与待开发地块的建筑结合设

置，如图7所示。

3.3.3 综合利用地下空间

利用地铁开挖建设的契机，将地下车站与周边用地以

及道路的地下空间进行综合性开发是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

源的一种有效途径。例如，日本、香港等地的一些地下车

站通过通道、地下街、换乘大厅等形式与周边公共建筑，

特别是商业建筑的地下空间相连通，形成了汇集换乘、停

车、过街、零售商业、餐饮服务、娱乐休闲、人防等功能

的综合开发区域。

方案借鉴了上述经验，在万寿路南延路幅下车站南端

设置宽敞的地下空间，将道路西侧的公园及道路东侧的下

沉式商业街有机连接，并在车站站厅层适当安排便民服务

型的商业设施，使地铁与周边建筑的地下空间融为一体。

如图8，图9所示。

3.3.4 塑造高品质的站区景观环境

优良的城市景观环境设计是实现轨道交通车站地区整

体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有助于引导更多的人使用轨

道交通。很多实践案例也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轨道交通

车站地区必须具备良好的空间环境品质，因此，车站地区

景观环境设计的核心目的是如何增强车站和地区的吸引力。

方案将车站核心区作为重点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进行设

计，突出了车站地区作为公共中心的空间形态特点。方案

沿万寿路南延东侧设置带飘廊的下沉式商业街，与车站以

及沿街建筑地下出入口相衔接，不仅营造出安全、舒适、

图 10 花乡站东侧下沉式商业街效果图

Fig.10 Perspective of commercial street on the east of Hua Xiang Station

图 11 花乡站核心区整体效果图

Fig.11 Perspective of core area of Hua Xia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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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愉悦的城市公共空间，还形成了特色化的车站地区

景观。此外，将出入口、风亭等设施也纳入到街道或地区

的整体景观设计中，使其与地区环境相协调。如图 10，

图11所示。

4 结语

轨道交通车站地区整体规划设计对策为：

1) 优化车站站位与周边土地利用，使二者相辅相成。

2) 创造为人行而非车行服务的站区交通环境，提供安

全、高效、快捷的换乘条件。

3) 综合利用轨道交通空间(车站地下或车辆段上盖)，

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4) 整体设计景观环境，塑造站区高品质公共空间。

此外，真正实现以轨道交通引导的车站地区整体开

发，不仅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实现轨道交通、用地规

划等专业部门的协同配合，还要完善规划审批管理机制，

确保规划设计与规划审批的对接和落实。同时，实施阶段

的部门协作联动、相关保障政策措施的制定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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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确的问题；其次，在土地开发强度方面，从轨道交

通建设融资的角度来说，效益最大化极易导致土地的高强

度开发，但目前的规划设计水平、建设施工水平、交通管

理水平还不足以应对高强度土地开发带来的交通组织问

题；再次，在利益分配方面，轨道交通建设投资者开发所

获得的收益返还的实施原则、受益范围、返还方式、返还

标准、返还时间等尚未深入探讨，因此很容易陷入画饼充

饥的状态，使轨道交通建设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惠。

4 结语

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关系到轨

道交通系统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关系到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能否如期实施，关系到城市交通结构的优化和交通效率的

改善，关系到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等。因此，必须关

注和重视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北

京市在现有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应制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

措施，使之既能获取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

又不影响土地使用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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