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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点用地调整及交通接驳实施策略和措施研究 

张协铭 杨宇星 李桂波 齐远 
 

【摘要】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根据 TOD 发展模式引导，是科学发展观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

具体实践。针对国内大部分城市开展此类项目一般着眼于微观层面，交通接驳设施仅从用地

落实角度进行规划布局的局限性，本文结合深圳与南宁的轨道交通衔接规划设计项目实践，

提出了基于 TOD 理念的轨道交通接驳规划设计层次体系，系统性地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层面对轨道沿线的用地进行调整，并对交通网络及设施布局进行整合规划设计，望能为其他

城市开展相关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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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我国正处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时期，资料显示，至 2015 年我国 25 个城市将拥有

共 2500 多公里的地铁线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地铁建设，前期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就显得

尤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用地调整与交通接驳设计是城市轨道交通建成前需重点开展的两方

面工作，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开展此类项目都着眼于微观层面，局限于站点周边小范围具

体的土地利用调整措施和接驳设施的简单落地，缺乏对整个城市发展格局的思考，这通常使

得项目成果与城市规划缺乏有层次的衔接，难以发挥轨道交通的最大化效益。本文在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对轨道交通站点用地调整和交通接驳规划设计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做到目标成

果与城市整体规划的有效结合。 

1、站点用地调整和交通接驳总体思路 

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性地对轨道沿线土地利用进行优化与调整，

对交通网络及设施进行整合规划与一体化设计，实现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建立以轨道为骨

干的一体化综合交通系统。 

用地规划调整方面：宏观层面明确轨道沿线城市人口岗位聚集目标；中观层面结合轨道

站点优化调整轨道走廊沿线的用地功能布局，建立以轨道为核心的城市布局形态；微观层面

提高轨道站点 500 米范围用地开发强度与功能混合比例，围绕轨道站点形成高密度、混合的

紧凑型建设模式[1]。 

交通接驳方面：宏观层面明确站点的功能分类及分段划分方案，在此基础上开展公交、

小汽车衔接分析，梳理轨道两侧干线道路功能，落实公交、小汽车接驳场站；中观层面对路

网进行功能划分，识别小汽车、公交、自行车及步行等优先通道，针对不同功能的道路开展

片区交通网络整合；微观层面，在上层次路网整合的基础上紧密围绕轨道站点进行交通设施

布局，开展人性化、一体化的交通接驳设施详细设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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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轨道交通站点用地调整和轨道交通接驳规划设计体系 

2、宏观层面措施 

2.1 用地规划调整 

用地规划调整在宏观层面确立轨道站点聚集人口岗位发展目标。通过确立城市一定比

例人口岗位在轨道站点周边聚集的发展目标，从整体上把握站点周边地区的土地用地功能、

用地布局和开发强度。结合香港 70%人口 80%岗位、新加坡 90%人口岗位在轨道站点周边

集聚的发展目标，提出国内主要大城市人口岗位在轨道站点周边聚集的发展目标。 

表 1 国内外部分城市轨道站点周边集聚人口岗位情况 

城市 现状水平 规划目标 

香港 
40%-50%的人口 70%的人口 

50%-55%的岗位 80%的岗位 

新加坡 80%的人口及岗位 90%的人口及岗位 

深圳 —— 60%的人口及岗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位于南中国海珠江口，面积 1100 平方公里，人口 700 万。香港依托轨

道交通形成了 11 个新市镇，聚集全港近 70%的人口。目前，香港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率

超过 83%，41%的人口居住在离地铁站 500 米的范围内，20%的人口居住在离地铁站 200 米

的范围内。 

 

图 2 香港轨道交通与人口岗位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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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半岛型国家，人口约 400 万，面积 680 平方公里。新加坡依托轨道交通串联城

市大部分商业、住宅及办公区，集聚全市超过 83%的人口。目前，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分担

率已超过 63%，80%的人口居住在离地铁站 500 米的范围内。 

 

图 3 新加坡轨道交通与人口岗位分布示意图 

2.2 交通接驳 

轨道交通接驳在宏观层面明确轨道站点功能分类及差异化分段划分方案，在此基础上

开展公交、小汽车衔接分析，梳理轨道两侧干线道路功能，落实公交、小汽车接驳场站。 

2.2.1 站点功能定位 

站点功能分类是影响轨道接驳方案最主要的因素。参考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地的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经验，站点的功能定位一般分为综合枢纽站、片区接驳站及一般换乘站。

综合枢纽站为轨道交通车站与重要的对外交通枢纽及大型常规公交枢纽结合的大规模综合

性客运枢纽，片区接驳站为轨道交通车站与常规公交场站及大型商业中心、大型居住区、密

集公用建筑区等结合的客运枢纽；一般换乘站为轨道交通车站与常规公交站点及片区商业中

心和居住区相结合的客运枢纽。 

站点功能分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站点周边用地性质、站点衔接客运交通方式种类及线路

数、轨道交通线路的层次、常规公交接驳区域及公交枢纽布局、站点集散量及换乘量等因素。

通过对上述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研究确定轨道站点的功能定位。 

2.2.2 差异化的分段划分方案 

仅从轨道车站单点无法科学、合理地开展轨道交通衔接规划设计工作，需要结合沿线功

能片区进行分段划分，针对不同功能分区的轨道站点制定差异化的交通衔接规划设计方案。

分段划分方案需要与城市做到三个“协调”。一是与城市或地区发展结构相协调，轨道沿线的

功能分段与城市或地区的发展结构有关，不同发展结构的片区其用地开发情况与交通设施情

况都有差异；二是与片区功能及规划前景相协调，片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前景决定着片区的

发展方向，影响片区用地的开发和交通设施的布局，对功能定位相近的控规片区应在分段时

予以合并；三是与片区现状建设水平及发展潜力相协调，轨道沿线的分段不能单纯的以控规

片区为基本单元，还应结合片区现状的建设水平和发展潜力，在分段时应充分考虑片区内部



4 
 

发展现状与潜力的差异。 

 

图 4 南宁轨道 2 号线站点功能定位示意图 

深圳轨道 3 号线龙岗段根据沿线片区的功能、现状及规划情况划分为截流衔接区，疏解

衔接区和加快衔接区，为制定差异化的轨道站点交通衔接规划设计方案提供了依据[3]。 

 

图 5 深圳轨道 3 号线龙岗区差异化衔接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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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交系统衔接分析 

公交系统衔接分析在轨道站点功能定位与分段划分方案的基础上开展，根据公交接驳系

统服务体系，围绕轨道交通梳理沿线公交线路，结合沿线用地及公交客运走廊研究确定公交

接驳场站。 

公交接驳系统由公交接驳干线（中运量、公交专用道）、普通公交接驳线路及公交接驳

支线构成的三级服务体系。公交干线与轨道交通线路平行，是轨道交通的有效补充；普通公

交接驳线路主要承担中短距离出行，承担衔接功能，是干线的补充和完善；公交接驳支线的

主要功能是为公交稀疏或空白区域服务，增加换乘时效性。 

  

图 6 公交接驳模式示意图 

轨道沿线公交干线梳理是打通轨道两侧平行的公交干道，将与轨道重合 10 站以上的公

交线路从轨道走廊调整到两侧平行通道。同时，根据轨道相交公交走廊及公交接驳区域分析，

结合轨道站点周边用地研究确定公交接驳场站。 

  

图 7 公交接驳通道示意图 

2.2.4 小汽车衔接系统分析 

小汽车系统衔接规划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利用轨道两侧平行的快速路或交通性干道作

为小汽车优先通道，分流轨道走廊的过境交通；二是设置“P+R”停车场，逐层截流进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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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的小汽车交通。 

利用轨道两侧平行的快速路或交通性干道，承担机动车长距离出行，分流轨道走廊的机

动车交通；利用停车换乘轨道交通的方式，截流进入中心城区的小汽车交通，达到缓解核心

城区的交通压力的目的。借鉴国内外轨道停车换乘的规划设计经验，按照“多层逐步截流”

的思路，选取外围片区靠近高快速路的轨道站点设置“P+R”停车场。同时，为提高轨道站点

周边土地的利用效率，建议结合商业综合开发进行预留。 

   

图 8 “P+R”停车场设置概念性示意图 

3、中观层面措施 

3.1 用地规划调整 

用地规划调整在中观层面优化轨道沿线片区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建立以轨道走廊为

核心的用地布局形态。 

土地珠链式开发是实现以轨道为核心的城市用地布局形态的有效途径，以轨道为轴线，

以站点为核心的“珠链状”的土地开发在平面布局上呈现以轨道线为轴、以车站为结点的珠链

结构，在立面形态上呈现“在车站附近建筑密集、在站间逐步降低高度和密度”的波浪形式[4]。

土地珠链式开发是实现土地利用与轨道交通运营高效耦合、良性互动的理想模式。 

用地调整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土地利用规划应结合轨道车站，形成珠链式土地

开发模式，并努力使各车站地区形成具有独特出行吸引特征的城市活动片区或节点；2、高

密度及高层建筑设置于车站上方或附近，密度及高度随着与车站距离的增大而减小；3、车

站核心区应优先布置商业、办公、居住等高收益类用地；4、提倡车站核心腹地采用小地块

的开发模式，用地布局力求集中、紧凑，最大可能减少用地之间分隔空间尺度；5、车站腹

地 200m 范围鼓励综合型功能的发展，兼容多种功能，如办公、商业、文化、娱乐等，其综

合型体现在平面和立面两个维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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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珠链式的土地开发模式 

3.2 交通接驳 

轨道交通接驳在中观层面通过完善片区路网并对其进行功能划分，并按照功能进行交

通设计，形成“功能清晰，各行其道”的路网体系。 

结合城市旧改或商业地块开发，尽可能打通站点周边道路，构筑细密路网，提高沿线

片区路网密度；同时，对轨道周边道路划分功能，识别小汽车优先通道、公交优先通道、

自行车优先通道和人行优先通道，按照道路功能进行交通设计，形成“功能清晰、各行其

道”的路网体系。以分功能的路网为基础，指导微观层面的站点交通接驳设施布局规划。 

 
图 10 “功能清晰、各行其道”的路网体系示意图 

识别小汽车优先通道并进行交通设计。小汽车优先通道应选择在站点腹地外围，以减轻

核心区交通压力。小汽车优先通道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一为区域外围的小汽车主通道，承担

过境交通；二为内部的集散通道，承担区域内部小汽车的集散功能，并与小汽车主通道相连

接。小汽车优先通道的横断面应设置中央、路侧分隔带，以减少对向交通间的相互影响，同

时保障小汽车交通与和自行车、步行交通的分离。 

识别公交优先通道并进行交通设计。公交优先通道选择能够直接联系轨道站点的道路，

尽量布置公交专用道或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为了保障公共交通的快速

通行要求，公交优先通道应保证双向 4 车道及以上，公交停靠站点尽量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

站，双向 6 车道的通道设置公交专用道路，同时，公交优先通道相交路口应设置公交专用进

口道。 

识别自行车、步行优先通道并进行交通设计。自行车优先通道选择与公交、小汽车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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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平行的次干道及以下等级道路，以减少自行车与小汽车及公交车之间的相互干扰，同时

通道应确保自行车具有 2.5 米及以上的专享通道；步行通道的核心要求是与轨道站点的无缝

衔接，可结合商业建筑形成以轨道站点为中心向外发散的步行通道网络系统。 

 

图 11 小汽车优先通道及推荐断面图 

 

图 12 公交车优先通道及推荐断面图 

 

图 13 自行车、步行优先通道及推荐断面图 

4、微观层面措施 

4.1 用地规划调整 

用地规划调整在微观层面提高轨道站点 500 米范围用地开发强度与功能混合比例，围

绕轨道站点形成高密度、混合的紧凑型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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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站点周边用地现状进行评估。了解现状站点周边 500 米范围开发总量，覆盖居住

人口和人口岗位，平均毛容积率等。然后对原规划用地进行评估，评估用地功能，按照城市

控规用地规划测算，核对规划用地的商住、商办类用地比例是否符合 TOD 用地比例标准；

评估土地开发强度，对城市控规的站点 200 米范围、200-500 米范围的平均容积率进行测算，

并与 TOD 容积率标准进行核对。 

表 2 TOD 用地比例标准 

用地性质 纯居住 商住 商业 商办 公共服务 公共空间 
综合枢纽站比例（%） — 10-15 0-5 20-40 5-15 10-20 
片区中心站比例（%） 20-30 15-25 5-10 5-10 15-25 10-15 
一般站比例（%） 30-45 10-15 5-10 5-10 20-30 10-15 

 

最后制定用地调整方案。通过对现状建筑物的梳理，对用地潜力进行评估，提出站点周

边用地规划调整方案。对不满足 TOD 用地梯度开发要求的，进行适当调整。 

 

图 14 站点周边用地规划调整方案图 

4.2 交通接驳 

轨道交通接驳设计在微观层面结合各站点的客流集散需求及各方式接驳比例，确定各

种交通方式的接驳规模。紧密围绕轨道站点进行交通接驳设施规划布局，并开展人性化、

一体化的详细设计。 

 
图 15 人性化、一体化交通接驳设计示意图 

轨道交通接驳详细规划设计主要内容如下：1、根据之前站点功能定位及片区网络整合，

对站点特征及周边现状交通进行分析，识别优先通道，明确站点接驳设施需求；2、进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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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接驳设施规划总体布局，包括“P+R”停车场与公交枢纽、公交停靠站、出租车接驳站、自

行车接驳站等接驳设施；3、对站点周边 500 米范围的道路进行交通详细规划设计，结合车

站周边现状用地、道路交通条件与规划道路红线，对站点周边部分路段及主要交叉口进行渠

化设计。通过设置右转渠化岛、增加进口道车道数、设置专用左转道、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

设置自行车过街专用道等有效组织站点周边交通,提高站点周边路网通行能力；4、进行站点

区域内的交通组织引导，主要包括公交车、小汽车、自行车及人行等等。 

 

图 16 轨道站点交通接驳设施布局方案图 

5、结语 

本文提出的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轨道交通站点用地调整及交通接驳规划设

计体系，弥补了常规规划设计中与宏观、中观层次衔接缺乏的问题，强化了微观片区规划设

计与宏观、中观的城市整体规划的结合，这在深圳市和南宁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中得到了很

好的实践。然而，不同城市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不同，本文提出的规划设计体系仍需在实践

中不断检验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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