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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与周边土地利用不

协同问题凸显，亟待加强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本文总结了国外城市轨道交

通与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提供借鉴。国外大多数研究表

明，城市轨道交通对站域土地价值的提升显著，提升程度受站点服务情况、

地产类型和站域居民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能够提升站域

土地利用强度、聚集商业办公功能、疏解中心城居住人口，但是，只有在相

关政策条件的配合下，土地利用的变化才会发生；密度、可达性要素对客流

大小影响较大，尤其是就业密度和公交接驳对客流影响大；混合度要素对客

流影响较小，但能平衡客流的时空分布；在两者的协同方面，国外学者在

TOD 理论、节点—场所模型、轨道交通—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协同评价

等方面做出探索。国外在定量实证研究、互动模型研究、相关规划思想和理

论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我国今后应加强基于已建城轨的定量

实证研究、基于个人交通行为和客流时变特征的微观研究、基于亚洲高密度

城市的协同规划和协同评价研究。

Abstract: The discordance between urban rail transit and land use is highlighted 
with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rail transit in China.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well 
needed.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n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rail transit and land use of station areas. We found that 
urban rail transit could promote the land valu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quality 
of station service, property types and income levels. Urban rail transit can shape 
land use by promoting land use intensity, gathering business and office facilities 
and relieving residents of city center when combined with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some public assistance. Density and accessibility, especially employment density 
and intermodalism are key factors to improve ridership. The diversity of land 
us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ridership but it can balance the distribution of transit 
ridership. In addition, foreign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TOD theory, the node 
place model and some other research about synergetic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They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in related field.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microscopic research 
of individual traffic behavior and diurnal pattern of transit ridership, and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on high-density cities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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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背景下，中国面临日益增长

的交通需求和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问题，许

多城市以空前的高速度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简称城轨）

建设，北京自 2008—2016 年城市轨道交通年均增长

57 km。2016 年，北京 9 条城轨在建，里程超过 200 km，

武汉、南昌均为 14 条城轨同时在建 [1]。城轨的快速建设

暴露出诸多问题：土地利用滞后于城轨建设，造成客流

过小、资源浪费；城轨线网结构和城市功能结构不匹配、

站点周边用地功能单一，使得高峰客流过大，造成拥堵

限流；站点缺乏与城市空间衔接，缺乏交通接驳，使得

客流过小、乘车体验较差。对于投资大、难以改建并且

影响深远的城市轨道交通，研究其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的区位理

论，经过 1960 年代对理论和模型的探讨，以及 1980 年

代交通—土地利用一体化等概念的提出，多数学者认识

到交通和土地利用之间的“源流关系”。1980 年后，资

源环境问题凸显，可持续发展、精明增长等思想被提出，

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成为该领域热门话题，“城市

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这一分支领域逐渐形成

（图 1）。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北美地区，

关于土地利用对出行行为的影响 [2]，城轨对土地价值的

影响 [3]，城轨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的影响 [4]，公交导向

土地利用开发等 [5]，很多研究包含在公共交通的研究之

中。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深入，欧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学

者逐渐开始关注该领域，并且将城轨作为公共交通的一

种模式进行单独研究，如研究土地利用对城轨客流的影

响 [6]、土地利用和城轨的协同规划 [7]、协同评价 [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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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动范围与互动机理

1.1  互动范围
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的互动发生在一定的区域，目

前学界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简称为“站域”。基于交通视

角，常用的表述有 Pedistrian Catchment Area（PCA）、Service 

Area 等，即“站点服务的步行可达范围 [9]”，或者“站点附

近客流产生区域”[10]，旨在有效匹配交通资源；基于空间视角，

常见的表述有 TOD Area、Station Area 等，旨在创造多样活

力的站域空间。

对于影响范围的划定，大部分研究基于站点的步行可达

范围，多数北美学者采用 400~800 m 范围，多数欧洲学者采

用 700 m。也有学者基于客流预测精度，发现 500 m 对于首

尔地铁最适用 [11]。影响站域范围的因素有很多，如站域内部

空间特性 [12]、相邻车站位置关系 [13]、乘客特征 [14] 等。

对于边界形状，广泛使用的是圆形边界，忽视了路网、

障碍物、地形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结论比实际站域范围大；

另一种基于实际距离确定边界，使用 GIS 等软件计算，更加

准确；第三种为“泰森多边形”法，适用于站点较为密集的

地区，常与前两者结合使用（图 2）。

1.2  互动机理
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

系（图 3），分解来看，互动关系包含四个要素、五个环节，

如下所述。

第一，城轨与可达性的关系。可达性是理解交通和土地

利用作用的关键，描述克服空间阻隔的难易程度。城轨的建

设，表现为交通投资增加、交通容量扩充，能够提升可达性 [6]，

如居住可达性、就业可达性 [15]。反过来，可达性的提升能够

提升城轨客流量。

第二，可达性与站域土地利用关系。可达性的提升降低

了时间和金钱花费，带来土地价值的提升，在市场规律下，

土地价值的提升使得土地功能倾向于高收益类型，如商业、

办公等，土地利用强度倾向于高密度使用。反过来，土地利

用强度、混合度的提升也将提高可达性 [16]。

第三，站域土地利用（或者 TOD）与出行行为关系。

图 1  交通和土地利用互动理论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2  站域边界界定方法 ：圆形边界法、泰森多边形法、综合法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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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域土地利用或者一种特定的土地利用模式（如 TOD）会

影响人们的交通行为。塞韦罗（Cervero）提出的“3D”原

则指出，高密度、混合的、可步行性设计的土地利用模式能

够降低出行频率和距离，提升公交和非机动出行比例 [2]。

第四，可达性与出行行为的关系。尤因（Ewing）和塞

韦罗提出的“5D”原则指出，目的地可达性是出行距离的

关键影响因素，可达性强的地方出行距离更短 [12]。

第五，城轨与站域土地利用直接作用关系。站点降低交

通成本、提供社区服务，但同时，站点附近产生噪音、污染、

不良景观（尤其有停车场时），带来安全、交通堵塞问题 [3]，

土地价值受这些因素综合影响，小范围降低，大范围提升。

土地利用结构、强度随之受到影响。反过来，站域土地利用

强度、性质、混合度影响交通生成、吸引量，影响城轨客流。

现实中，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互动关系很大程

度上受政策、人口特征、交通供给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作用

关系十分复杂。

2  城市轨道交通影响站域土地利用

2.1  城轨影响站域土地价值
城轨对站域土地价值影响的研究众多，大部分研究认为

城轨能够提高站域土地价值。塞韦罗综述了 1993—2004 年

以来的研究，发现与站域外的住宅相比，站点 400~800 m 范

围内住宅溢价在 6.4%~45% 之间 [17]。蒂瑞森等（Debrezion et 

al.）通过综述发现，地铁站 400 m 范围内，与其他地区相比，

住宅地产平均高 4.2%，商业地产平均高 16.4%[18]。潘起胜

指出，休斯敦轻轨站的开通对周边 1~3 英里①范围内住宅地

产价值有积极影响 [19]（图 4）。然而，过于接近站点有可能

使得地价下跌，鲍斯等（Bowes et al.）发现亚特兰大捷运站

400 m以内的地产价值比站点4.8 km以外少了19%，而1.6~4.8 

km 距离内的地产有相当的溢价 [3]。

溢价水平的影响因素有三方面：第一，站点服务水平不

同，如发车频率、网络连接性、覆盖率等，拥有高水平和高

质量设施的站点对站域土地价值影响更大。邓肯（Duncan）

发现当站点有一个步行导向的环境时，站点对地产价值有较

大影响，相反地，汽车导向环境中，站域公寓可能会打折出

售 [20]。第二，地产类型影响溢价水平。在 400 m 以内，商业

地产比住宅地产溢价高 12.2%[18]。住宅地产中，独栋住宅获

得的溢价更低，往往不超过 10%[21]。第三，地铁站对地价的

影响取决于人口特征。对低收入地区来说，城轨对站域土地

价值的影响更大 [3]。

2.2  城轨影响站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
相比于城轨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城轨对土地利用结构和

强度的影响更为复杂，其在不同城市、城市内不同区域、不

同时期所表现出的规律不同。多数学者观点为：在合适的土

地利用政策、公共支持以及强大的地区增长动力下，城轨对

土地利用的影响才会发生 [22]，城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常常源

于城轨对政策的影响 [23]，影响具体表现为提升站域土地利用

强度，集聚商业办公功能，疏散中心城居住人口。

根据阿隆索（Alonso）的竞租理论，站点的高可达性提

升了周边土地价值，使得站点趋向于高密度开发，用地功能

倾向于办公、商业等高收益类型。多数研究符合竞租理论，

比如，拉特纳（Ratner）通过调查美国丹佛地区 1990 年代

末—2012 年土地利用的变化，发现丹佛地区轻轨走廊附近建

筑密度增长明显快于区域平均水平 [16]。穆恩（Moon）对旧

金山湾区捷运系统和华盛顿地铁的研究发现，郊区站点对周

边商业用地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24]。卡尔沃（Calvo ）等

对马德里地铁站的研究发现，由于城轨降低了远离市中心的

图 3  城市轨道交通和站域土地利用互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4  休斯敦房屋出售价格，1979—2007②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① 1 英里 =1.609 km。

② 1 平方英尺 ≈0.09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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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成本，城市外围区域地铁站域居住人口增长明显 [25]。但

是，也有学者提出，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影响并不显著，难

以证明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不是其他因素导致的。赫

斯特（Hurst）发现，明尼阿波利斯市轻轨站对周围的独栋

住宅和工业用地有抑制作用，但对多户住宅和商业的影响并

不显著 [26]，塞韦罗等发现湾区捷运系统并未对沿线土地利用

造成明显的改变，城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未开发

地区 [4]，塞韦罗指出，美国小汽车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使

得市场扭曲，小汽车使用成本过低，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的

影响是边际递减的，甚至可以忽略 [27]。石桥裕之认为，在一

个城市处于交通供给不足的状况下，轨道交通站点的设置对

城市土地利用影响最大 [28]。

3  站域土地利用影响城市轨道交通

3.1  站域土地利用强度对城轨的影响
高密度土地利用模式能够提升公交乘坐率，降低汽车拥

有率和车辆行驶里程 [2]，是激发城轨客流的关键因素。1995
年的交通合作研究项目（TCRP）对美国和加拿大 19 个城市

261 个轻轨站的研究显示，控制其他因素，每增长 10% 的

人口密度，将带来 6% 的轻轨站交通量增长 [29]。塞韦罗使用

GIS、多元回归分析等手段评估居住密度对客流的影响，在

湾区城轨站点 1 600 m 范围内，发现每英亩① 10 户的居住密

度带来 24.3% 的乘坐率（即 24.3% 居民使用轨道交通），每

英亩 20 户带来 43.4% 的乘坐率，每英亩 40 户带来 66.6% 乘

坐率 [17]。但有研究表明，就业比居住密度对轻轨客流影响

更大 [30]，居住在站域并没有明显增加工作出行的公交使用

率，而工作地接近车站，人们将更少开车上班，工作地在地

铁站域比居住地在地铁站域更重要 [31]。也有学者研究了不同

性质用地的强度对分时客流的影响，发现早高峰时段，每增

长 10% 的人口密度，进站客流增长 7.4%，每增长 10% 商业、

行政办公面积，出站客流增长 6%[32]。近些年，越来越多研

究使用回归模型揭露客流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大量交

通、用地历史数据积累的基础上捕捉站域土地利用对客流的

影响（表 1）。

3.2  站域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轨的影响
早期研究表明，土地混合使用可以减少机动车出行，增

加非机动车出行 [2]。但是，土地混合度对于城市轨道交通的

影响仍不明确。一部分研究认为土地混合使用能提升轨道交

通站点客流，但是其对客流的影响比密度的影响小 [37]，也有

部分研究认为土地混合对客流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8]。

虽然土地混合使用对客流大小的影响不明确，但是土地

混合使用对客流时变特征的影响十分突出。塞韦罗等指出土

地利用多样性平衡了一天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交通需求，

减小了高峰和非高峰时段的客流差距 [17]。早高峰，人口是

起始站客流的主要变量；晚高峰，就业情况是同一个站点

主要变量，高峰时段的等级和位置特征与土地利用和站点

的空间位置相关 [37]。也有研究发现，商业、办公混合与客

流无关，居住和非居住的混合更能促进轨道交通运量，政

府需要制定一些激励措施，比如在土地混合利用背景下进

行容积率奖励 [38]。

3.3  站点可达性对城轨的影响
站点可达性可定义为在合理的时间和金钱开支下到达站

点的机会多少 [39]，包括步行可达性、其他交通方式接驳和内

部换乘三个方面，可达性被认为是影响城轨客流的重要因素。

站点周围居民乘坐城轨的概率是其他地区的 2~5 倍 [40]，并且

乘坐城轨的意愿随着到站点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研究表明，

马德里地铁站域 100 m 范围内，每个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分

别产生 0.5 和 1.1 个日客流，而 500~600 m 时，每个居住人

口或就业岗位只产生 0.3 个日客流 [35]（图 5, 图 6）。克劳利

等（Crowley et al.）研究发现便捷的步行环境对城市轨道交通

的使用率有很大的影响 [41]。许多学者使用汽车导向道路的数

量、步行友好十字路口密度、断头路密度来测量步行可达性

大小 [33]。在很多中国城市，自行车停车换乘空间是个重要影

响因素，但是一些地区往往因为站点附近的高昂地价难以配

备大面积停车设施 [42]。近期，中国兴起的“共享单车”改善

了地铁站可达性状况，但其在地铁站周围的过度聚集又产生

了新的拥堵问题。种种迹象表明，站点附近自行车需求远超

① 1 英亩 =0.404 686 hm2。

表 1  基于回归模型的站域土地利用对城轨客流影响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及作者 研究结论

最小二

乘法

美国 9 城，库比等（Kuby et al.）[6]

首尔，佐恩等（Sohn et al.）[33]

纽约和香港，卢佩莹等（Loo et al.）[34]

马德里，塞布丽娜等（Chan S et al.）[32]

居住密度、就业密度、

办公面积、商业面积、

教育建筑、站点可达性

与客流大小相关

距离衰减

加权回归
马德里，古铁雷斯等（Gutiérrez et al.）[35]

就业和人口量对客流的

影响随着到站点距离增

加而减小

地理加权

回归模型

马德里，卡多索等（Cardozo et al.）[36]

首尔，俊明京等（Jun et al.）[30]

在全市范围内，不同地

区变量影响系数不同

泊松回归 首尔，崔勇京等（Choi et al.）[37]
早、晚高峰客流影响因

素不同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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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行车停车设施和自行车供给 [43]。一些研究提出支线公交

线路、汽车停车换乘空间（P&R）与客流相关，换乘站和终

点站与客流相关 [33]。对于部分亚洲高密度城市，加强城轨与

公交的衔接是提升客流的重要途径 [38]。

4  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的协同

4.1  协同规划
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协同是可持续交通的基础，

许多学者开展了协同规划理论、规划模型、规划实施方面的

研究。规划理论方面主要有“步行口袋”（PP）[44]、“公交导

向开发”（TOD）、“传统邻里街区开发”（TND）[45]、“联合开发”

（TJD）、“交通需求管理”（TDM）等（表 2），目前研究和

应用比较广泛的是 TOD 理论。轨道交通—土地利用一体化

规划模型方面研究较少，多基于可持续交通理念，即最大化

地铁客流量、最大化生活环境质量、最大化土地利用的社会

公平，通过数学手段建立规划模型，得出站域合理土地利用

类型和密度 [7,46]。协同规划实施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比如

针对综合土地利用 [47]、利益分配 [48] 等等。

4.2  协同评价
欧洲学者贝尔托利尼（Bertolini）基于交通和土地利用

互动关系提出节点场所模型 [8]（图 7）。通过对比站点节点

和场所功能，将站点分为五种情形，如表 3，节点场所模型

常用作站点的分类以及评价。罗伊瑟（Reusser）应用并延伸

了该模型，对瑞士的 1 600 个地铁站进行分类，并用分层聚

类分析得出 11 个节点场所指标，得出 5 类地铁站 [50]。曾普

（Zemp）在贝尔托利尼和罗伊瑟的基础上分析了瑞士 1 700
个地铁站，运用分层聚类分析得出 10 项指标以及 7 类地 

铁站 [51]。

也有学者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使用相对效率值描述系统的投入产出效应，

评估 TOD 模式下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协同关系 [52]，或者基

于可持续交通，使用模糊网络评价法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和土

表 2  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协同规划相关理论

相关

理论

TOD（PP的
延伸）

传统邻里街区

开发（TND）
联合开发

（TJD）
交通需求管理

（TDM）

提出者 卡尔索普（1993）

安德烈斯·杜

安尼（Andres 

Duany）等

起源于 1920 年

代的日本

起 源 于 1980

年代的美国

内容
公交导向开发（步

行口袋的延伸）

传统邻里街区

开发

站点和周边土

地一体化开发

改善交通出行

行为的策略

目标
防止城市蔓延，提

升公交客流

减少交通出行

距离与出行量

收回城轨投资，

获得外部收益
缓解交通拥堵

实施

层面
区域或市区 市区 基于一个项目 区域或市区

原则
高密度、混合的、尺

度宜人的城市设计
混合开发

地铁投资方获

得地铁周边土

地开发权

公平合理、可

持续原则等

土地利

用和交

通关系

将住宅、零售、办

公、开放空间和公

共设施按照一定比

例有机结合在站

域，形成人口相对

集中、具有传统城

市生活特征和活力

的 TOD 社区

在交通站点周

边 400  m 范

围内发展具有

一定规模和密

度、功能混合

的活动区

以轨道交通带

来的可达性带

动周边一定范

围内的房地产

开发，并将其

收益以适当方

式补偿轨道交

通的建设运营

通过调整用地

布局、控制土

地开发强度和

改变人们交通

出行观念和行

为缓解交通拥

挤

核心 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协同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5  日客流和居住人口之比（站域不同圈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5]

图 6  日客流与就业人口之比（站域不同圈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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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整合度 [53]。有学者提出“TOD 水平”（TOD Degree）

概念，体现就业、居住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城轨走廊和站点的

匹配程度 [54]。此外，有大量的 TOD 策略综合评估的文献 [55]，

常将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协同度作为评价指标之一，使

用密度、多样性、可步行性设计这三个指标进行 TOD 评价，

这三个指标能够解释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关系。

5  研究小结及展望

5.1  国外研究进展
城市轨道交通和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

面：城市轨道交通对站域土地利用的影响，站域土地利用对

城市轨道交通的影响，以及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的

协同。

城市轨道交通对站域土地利用影响的研究体现在两个

方面：第一，城轨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多通过建立模型进行

实证研究，如使用特征价格模型研究城轨本身对地产价值的

影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城轨对土地和地产价值有正面影

响，影响程度与站点服务水平、地产类型以及站域人口特征

相关；第二，城轨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的影响，常使用数

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如使用多元 logistic 模型对比轨道交

通建设前后土地利用变化，一定量的实证研究积累了若干共

识：在土地利用政策、公共支持等条件下，城轨能够提升站

域土地利用强度，聚集商业办公功能，疏散中心城居住人

口。如果没有相关政策条件的配合，理想的土地利用变化 

不会发生。

相比而言，站域土地利用对城市轨道交通影响的研究较

不成熟，现有研究多基于回归分析研究站域各要素与客流

的关系，结果表明：站域土地利用强度与客流正相关，并

且就业密度的影响大于居住密度；土地利用性质和混合度

影响客流时变特征以及空间分布；站点可达性是客流的主

要影响因素，甚至超过密度要素，尤其公交接驳水平对客

流影响较大。

在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的协同方面，卡尔索普

等学者提出了基于规划实践的 TOD 理论，基于可持续交通

思想的轨道交通—土地利用一体化规划模型，以及基于协同

评价的节点场所模型等，为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的

不协同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5.2  国外研究的经验与不足
国外学者在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相互作用规律

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第一，国外在定量研究方面取得较大

进展，源于其数据、资料的详实，包括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

列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成熟，比如利用数学模型进行相关

性或回归分析，利用 GIS 进行土地利用分析等。我国若干城

市进入了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建设时期，同样积累了大量数据、

资料，应加快相关规律的定量研究，以及工具模型的开发和

改进；第二，国外提出了 TOD、TOD3D、节点场所模型等

相关理论或思想，总结并应用了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实践

具有较大指导意义，我国应该进行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提出

针对高密度集中模式下城市的协同策略；第三，国外重视微

观化、精细化的研究，如土地利用对居民交通选择的影响研

究，客流时变特征的研究等，国内还较少涉足相关研究；第

四，注重政策、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都关注

到公共支持政策、交通外部成本、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因

素，研究结论更加严谨，更好与实践对接。

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影响区域没有明确的

定义和界定，不利于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理论的推进；

第二，许多研究关注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影响，尤其对土地

价值影响，相比之下，土地利用对轨道交通的影响研究不足，

比如站域容积率、混合度与客流互动关系等；第三，现有研

究多关注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同时关注两者互动关系的

研究较少，交通—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理论和实践成果丰富，

而城市轨道交通—站域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研究甚少。

5.3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国外研究的经验与不足，未来可在如下方向进行

突破。

（1）互动区域的定义和界定

站点影响域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和站域土地利用互动关

系的基础，然而地理、经济、交通、城市规划等领域对此并

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可建立明确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

为城市轨道交通和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以及城市轨道交通

表 3  基于节点—场所模型的站点分类

类型 节点场所特征 站点评价 措施

平衡型
节点价值 ≈场所价值

强度适中

节点功能与场所功能的

协同性较高且强度适中

渐进式改造提升节

点和场所功能

压力型
节点价值 ≈场所价值

强度较大

交通流与城市活动强度

与多样性处于最大状态
改造提升

从属型
节点价值 ≈场所价值

强度较小

交通服务需求与城市活

动需求均较低

节点和场所功能整

体开发

失衡节

点型
节点价值＞场所价值

协同性低，交通发展相

对优于城市活动发展

提升场所功能或者

减少节点功能来实

现平衡

失衡场

所型
节点价值＜场所价值

协同性低，城市活动发

展相对优于交通发展

提升节点功能或者

减少场所功能来实

现平衡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49]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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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域协同规划创造条件。

（2）土地利用强度、混合度、可达性与客流定量关系研究

目前研究可以证明，站域土地利用和客流存在互动关系，

但是定量关系仍不明确，尤其土地利用强度和混合度与客流

的关系不明确，使得实践中，常常面临开发强度和容量不匹

配问题。其原因在于互动关系受到过多因素干扰，如公共政

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并且地区差异较大，较难得出统一

结论。因此，还应加强相关实证研究。

（3）针对个人交通行为特征、客流时变特征的研究

土地利用对城轨影响的关键在于土地利用对个人行为特

征的影响，例如对出行频率、出行结构、出行时间的影响，

因此，应注重微观层面土地利用要素和个人交通行为关系的

研究。另一方面，交通要素，除了客流大小，还应关注客流

时变特征、客流构成等微观信息。

（4）城市轨道交通—站域土地利用协同规划研究

现有研究多从一方出发，缺乏整体视角，需要加强对于

双方互动的整体性研究，如互动和反馈机理、互动模型的建

构、协同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并且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等

多方面要求，提出多目标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域土地利用

协同规划策略和模型。

（5）协同度定义以及评价方法研究

要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和站域土地利用的协同，首先需要

对协同度进行定义以及评价，而目前的评价方法都不能很好

地体现土地利用和交通两个要素的关系，比如节点场所模型，

评价场所价值（土地利用特征）和节点价值（交通供给特

征）相对大小，是基于大量站点相互比较的粗略分类和评价。

而 DEA 等手段又过于复杂，多输入多输出，操作性差。

（6）针对亚洲高密度城市的本土化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和站域土地利用互动关系受到公共政策、

交通供给、站点服务水平、人口特征等多方面影响，地域差

异很大。比如北美低密度模式下，城市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

的影响并不明显，土地利用所产生的客流也十分有限，他们

面临的问题是由城市蔓延而造成的机动化程度过高、城轨客

流过低，而对于亚洲高密度城市，很多站点面临的问题是过

度拥挤和潮汐交通。然而，国际上现有研究多基于低密度、

市场竞租模式下的北美地区，十分有必要加强针对亚洲高密

度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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