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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导向型城市规划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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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轨道交通导向型城市规划理论（transit oriented city，TOC），旨在构建层次分明、衔接合理的城市
公共交通系统，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用地调整策略。首先，划分轨道站点多层次服务范围，并建立轨道交通
为主骨架，长途公交作补充，常规公交、自行车、步行为主要接驳方式的公共交通体系。其次，提出用地调
整策略：站域用地实施混合开发，使居民能够在站域内完成大部分非工作出行，降低平均出行距离。最后，
站间用地实施差异性控制，合理分布站间客流，降低局部线路负荷过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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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urban planning technology of transit oriented city (TOC) was presented,
aiming to build structured, rational articulated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as well as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land use adjustment strategies for large cities. Firstly, we delineate transit station
multi-level catchment area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consisting of transit as
the backbone, long-distance bus as supplemented, regular bus, bicycle and walking as shuttle modes.
Secondly, we adjust land use type and proportion within catchment areas so that residents can complete
most of none-work travel within one area, thus reducing the average trip distance. Thirdly, we adjust land
use type and proportion between catchment areas, achieving a reasonable passenger volume distribution
among transit stations and reducing the possibility of overloading a partial transi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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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交通体系作为城市的引擎、骨架和血脉，对城市的生存、发展、演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交通

拥堵降低城市活力，加剧环境污染，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顽疾。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城市形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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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之间的双向作用开始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相继涌现出区位理论、芝加哥学派规划理论及新城
市主义学派规划理论三大主要体系。
1）区位理论[2~3]：区位理论产生于 19 世纪 20～30 年代，其标志是 1826 年德国经济学家屠能发表的
《孤立国同农业和农民经济的关系》，提出了农业区位论，从运费支出最少、利润最大化出发，构建了以
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同心圆农业圈图，阐明了交通系统对农业土地利用区位的重要作用。
2）芝加哥学派规划理论[4]：芝加哥学派主要从社会学、人文生态学角度研究人类活动城市地域空间
的合理结构，代表性成果是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三理论。伯吉斯（Burgess）在城市同
心圆结构理论中最早提出了中心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的概念。
3）新城市主义规划理论[5~8]：随着城市交通拥堵的出现，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逐渐
得到公认。美国“新城市主义”学派提出了著名的步行邻里街区（pedestrian pocket，PP）、公共交通导
向 的 邻 里 开 发 （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和 传 统 邻 里 街 区 开 发 （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TND）模式，寄望通过土地利用的有机组织减少交通出行距离与出行量。
为治理交通拥堵，减少交通能耗，相关学者逐渐达成两点共识：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应以公共交通
为导向[9]；用地和交通的同步规划有利于在源头上缓解交通拥堵[10]。基于以上两点，这里将公共交通规
划与城市用地规划相结合，提出 TOC 理论，旨在构建层次分明、衔接合理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并提出
与之相适应的用地调整策略，为可持续型公交城市建设提供理论基础。TOC 用地调整策略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降低出行需求。出行需求受人均出行次数与人均出行距离 2 个因素影响。人均出行次数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若横加抑制势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损失；而平均出行距离则可以通过调
整用地布局加以控制。居民的日常出行目的主要包括工作、就学、购物、休闲等，如果轨道站点服务范
围内能够合理配置相应用地类型，将尽量多的出行控制在步行或自行车距离，则意味着长距离出行对城
市交通系统所造成的压力将得到缓解。
另一方面，优化出行分布。居民出行均为完成特定的社会活动，出行起讫点的用地差异性是出行产
生的内在驱动力，两站点服务范围内用地类型差异越大，出行吸引力越大。通过控制各服务范围之间用
地的差异性，控制各服务范围之间的出行分布，使出行合理分配到轨道线网上，则能够降低线网局部负
荷过高而导致全局拥堵的可能性。
为验证 TOC 理论的可行性，以北京市为例，完成轨道交通站点多层次服务范围划分，并通过服务范
围用地特征与轨道交通进站量的相关性分析，证明站域轨道交通出行率受混合用地比例影响，且轨道交
通分布量与站间用地差异性之间具有正相关性，验证 TOC 理论用地调整策略的可行性。

1

TOC 理论规划步骤
第一，划分轨道站点多层次服务范围，并建立轨道交通为主骨架，长途公交作补充，常规公交、自

行车、步行为主要接驳方式的公共交通体系。第二，进行站点服务范围内用地调整：站域用地实行混合
开发，使居民能够在站域内完成大部分生活出行，降低平均出行距离；第三，站间用地实行差异性控制，
合理分布站间客流，降低局部线路负荷过高的可能性。
1.1

轨道站点多层次服务范围划分与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轨道交通多层次服务范围以轨道站点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别包括步行区、接驳区（自行车区、公交

区）及潜在区。步行区是指居民通过步行前往轨道站点的可接受范围；接驳区是指通过其他交通方式换
乘到轨道交通的可接受范围，包括自行车区与常规公交区；潜在吸引范围是指不属于任何站点的步行区
或接驳区，但仍有轨道交通出行需求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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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京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确定了步行区的服务半径为 770 m，接驳区的服务半径为 3 800 m（其
中自行车区半径 2 400 m，常规公交半径 3 800 m）. 居民出行过程中倾向于选择距离最近的轨道站点，通
过泰森多边形解决了服务范围重合区域，以及接驳区之外区域的归属问题[11]。
泰森多边形也称为 Dirichlet 图（1850）、Voronoi 图（1908），荷兰气候学家 THIESSEN[12]于 1911 年
将其引入气象学，用来描述不同区域的降雨强度，并称这个多边形为泰森多边形，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虚线区域即为点 a，b，c，d，e，f，o 相应的泰森多边形。泰森多边形具有如下特性：每个
泰森多边形内仅含有一个离散点；泰森多边形内任一点到相应离散点的距离最近；位于泰森多边形边上
的点到其两边离散点的距离相等。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完成北京市轨道站点（基于 2012 年数据）的多层次
吸引范围划分，如图 2 所示，其中离散点为轨道站点，内圈圆形区域为步行区，外圈圆形区域为接驳区，
外圈圆形之外的区域为潜在区。

图1
Fig. 1

泰森多边形示意图

Sketch map of Thiessen polygon

图2
Fig. 2

北京市轨道站点吸引范围示意图

Sketch map of Beijing transit station catchment areas

相较于传统交通小区，这里所提多层次交通服务范围随轨道线网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城市管理者宜
据此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1）步行区内，优化步行环境，提高居民短距离内通过步行乘坐轨道交通的积极性，同时选择性地限
制私家车进入，如图 3 所示。该措施有利于促进行人与机动车各行其道，实现人车分离，缓解城市核心
区人车混行严重、交通效率低下的现状。
2）自行车区内，完善自行车专用道施划等基础设施设计规划和建设，并在轨道站点和大型居民区、
办公区、商业区等客流吸引点附近增设自行车租赁点，提高居民利用自行车与轨道交通接驳的积极性，
如图 4 所示。建立标准化、统一化的自行车停车场，实现自行车停车管理规范化，如图 5 所示。

图3
Fig. 3

步行区内交通基础设施设计示例

Example of pedestrian zon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design

图4
Fig. 4

自行车区内交通基础设施设计示例

Example of bicycle zon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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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规公交区内，在轨道站点和大型居民区、办公区、商业区等客流吸引点附近增设接驳公交站点，
并根据客流量特征调整发车频率，提高居民乘坐公交、换乘地铁的积极性，如图 6 所示。

图5
Fig. 5

图6

自行车停车场设计示例

Example of bicycle parking design

Fig. 6

常规公交区内交通基础设施设计示例

Example of regular bus zon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design

4）潜在区内，在出行强度较高区域，适当增设通往城市主要功能区的快速公交、轻轨交通等公共交
通方式，完善长途公共交通服务，避免交通运力空白，如图 7
所示。
除上述各分区内的交通基础设施设计外，在轨道交通导
向型的城市规划设计中还应尤其重视综合性交通枢纽的规划
和建设，从交通特性、科技支撑、经济投入、环境影响等多
方面考虑，合理规划枢纽内部布局，以有效衔接不同交通方
式，构建完整、统一、协调的公共交通体系。
1.2

站点服务范围内用地调整策略
轨道交通对于城市交通结构重构，乃至城市用地二次布

局，均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虽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居民

图7

出行总量只升不降，但利用轨道站点周边用地重构契机对站

Fig. 7

域及站间用地进行有目标性的调整，能够有效降低居民平均

潜在区内交通基础设施设计示例
Example of potential zon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design

出行距离、优化出行结构、促进交通流量在线网上的合理分配。不同城市可以结合自身特点，从以下两
方面制定用地调整策略：
1）站域用地调整
站域用地是指轨道交通站点所吸引及服务的范围内用地特征，此用地范围涉及站点步行吸引范围、
交通吸引（即自行车吸引区和常规公交吸引区）范围以及潜在吸引范围[11]。混合用地是指将居住、办公、
商业等各类用地在特定区域内集中布置的开发策略。居民的日常出行距离主要包括工作、就学、购物、
休闲等。通过调整服务范围内部的用地类型及各类用地比例，能够将居民出行尽量控制在服务范围内部，
降低服务范围间的出行需求，以缓解长距离出行对城市交通系统所造成的压力。结合上述分析，构建基
于混合用地的模型轨道站点乘降客流估计模型：
R = 0.18 ×

At 0.822 × N b 0.484 × Lm 0.047
N p 0.088 × Dc 0.342

+ε ，

（1）

其中，R 为站点乘降客流量；At 为总建筑面积；Lm 为混合用地指数；Nb 为公共汽车站点数；Np 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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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Dc 为距市中心直线距离；ε 为随机误差项。
如式（1）所示，当实际轨道交通乘降客流即将或已经超过站点承载能力时，可通过控制吸引范围用
地开发强度、调低混合用地指标值、减少接驳公交数量、增加停车场数量等措施暂时缓解客流压力，但
同时应该通过其他方式补充运力，满足出行需求。当实际轨道交通乘降客流小于站点承载能力时，可通
过增加吸引范围用地开发强度、调高混合用地指标值、增加接驳公交数量、减少停车场数量等措施来促
进轨道交通客流量的提升。
2）站间用地调整
居民出行均为完成特定的社会活动，出行起讫点的用地差异性是出行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两站点吸
引范围内用地类型差异越大，出行吸引力越大。为描述 2 个站域用地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提出站间用地
的概念，其范围包括居民出行起讫点所有站点的吸引范围。通过控制各站间服务范围之间用地的差异性，
调整各服务范围之间的发生吸引分布，使出行合理分配到线网之上，降低局部线网负荷过高导致全局拥
堵的可能性。结合上述分析，构建基于用地差异性的轨道站间分布客流估计模型如下：
−5

Rij = 1.76 × 10 ×

0.02

−0.39

+ N bj

0.02

⎡⎣ (Tij − 21.62) + 7.32 ⎤⎦

0.20

Gi × A j × Lij

× ln( N pj

2

+ Dcj

−1.88

)

− 44.41 + ε ，

（2）

其中，Rij 为从站点 j 出站的日客流量定义为站点 i 与站点 j 间分布客流量；Gi 为站点 i 的发生客流量；Aj
为站点 j 的吸引客流量；Lij 为站点 i 与站点 j 吸引范围间的用地差异性；Tij 为站点 i 与站点 j 之间的行程
时间；Nbj 为站点 j 吸引范围步行区内公共汽车站点数量；Npj 为站点 j 吸引范围步行区内停车场数量；Dcj
为站点 j 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ε 为随机误差项。
如式（2）所示，当站点间实际分布客流即将或已经超过相关线路承载能力时，可通过控制起终站乘
降客流规模、调低站点间用地差异度、减少接驳公交数量、增加停车场数量等措施暂时缓解客流压力，
但同时应该通过其他方式补充运力，满足出行需求。当实际轨道交通乘降客流小于站点承载能力时，可
通过增加起终站乘降客流规模、调高站点间用地差异度、增加接驳公交数量、减少停车场数量等措施来
促进轨道交通客流量的提升。

2

TOC 理论规划优势
TOC 理论在站点对不同交通方式的吸引范围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层次分明、衔接合理的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站域用地和站间用地调整策略，为可持续型公交城市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城市用地特性决定了交通发生与吸引特性，城市用地规划与交通规划相互联系、相互影响，TOC 理
论将交通规划与城市用地规划进行了有机结合。通过 TOC 理论指导的城市规划，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居民
的出行需求，另一方面优化了不同地域的交通出行分布，这样既有利于合理配置规划范围内的土地类型，
又有利于合理控制城市交通网络的运行压力，达到缓解交通拥堵之效。此外，对促进绿色型公共交通发
展，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构建可持续发展城市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3

结论
高度向心的城市格局，市中心路网压力最大，极易造成交通拥堵。随着城市规模与用地开发密度不

断增大，拥堵将从市中心不断向外围蔓延，甚至导致全城拥堵。轨道交通有利于促进城市向多中心演化，
降低局部路网过载的可能性。论文提出的轨道交通导向型城市规划方法将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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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共交通导向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目的清晰明确，可操作性强，为现有大型城市的用地模
式改造及未来新城规划提供了理论指导。
TOC 理论尚处于研究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确定多大规模的城市适合于建设为轨道交通
导向型城市，以及从经济学、产业布局优化的角度探讨轨道交通导向型城市的可行性等，之后将陆续开
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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