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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背景下，轨交枢纽站域步行系

统面临转型重构问题，一些亚洲高密度城市的发展模式可资借鉴。

大阪梅田枢纽、香港中环枢纽和新加坡政府大厦枢纽分别代表了站

城一体、广域互联和活力导向的步行系统发展模式。通过系统归纳

与比较分析，它们在结构、功能和品质层面上体现出层化与网络、

内化与关联、包容与持续的共性特征，而在具体的建构方式上又呼

应了不同建成环境的有机差异。这些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依赖于有

效的城市设计运作与导控机制，三个案例在持续推进、协同组织、

精细导控等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现代城市设计实践与制度创新具有

启发意义。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in China, pedestrian systems in rail transit hub areas fac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roblem, whil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some Asian high density citie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Umeda Hub of Osaka, Central Hub of Hong Kong and City Hall Hub 
of Singapore represent pedestrian system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integrated station-city, interconnection in wide area and vitality oriented. 
Through systematic induc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y represen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layered and network, internalization 
and relation an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levels of structure, 
function and quality, while responding to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 
on the special construction method. The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depend on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of urban 
design opera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three cases on 
the aspects of continuously advancing, synergetic organization and fine 
guidance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modern urban desig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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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初，“经济水平和社会消费变化正在改变着中国

的城市，私人小汽车、轨道交通的大量采用正引起城市交通

系统的结构性转变”[1]。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在中

国得到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地铁枢纽在大城市中心区陆续

形成。地铁枢纽在建成环境中的“植入”一方面带动了枢纽

地区新一轮城市再开发，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的流动方式和

生活方式，使既有的基于车行交通的步行系统面临着新形势

下的适应性问题。

汽车交通的“点对点”连接模式在最大程度上压缩了

出行过程中的步行环节，使步行系统成为道路系统的“衍

生品”，造就了以“大马路”“大街区”为主要特征的粗放

式空间结构，“步行生活和步行环境毫不例外地让位于车行

体系的现象是最为突出的”[2]。“轨道模式”正在使城市交

通出行从两个地点的连接转向两个站域的连接，出发地或

目的地与轨交站点之间的行程主要依靠步行完成，在新的

流动模式下步行系统不再是可以被忽略的环节，而既有的

步行系统无论在结构、功能还是品质上都与枢纽地区的步

行需求相去甚远。

“交通方式的演进成为城市空间尺度发生变化的根本性

动力”[3]，交通模式与城市空间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正

处于形成和起步期的地铁枢纽通过强有力的介入打破了汽车

时代建立的平衡状态，将引发城市空间的再次转型，也为步

行系统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相比之下，在大阪、香港、

新加坡等发展较早的亚洲高密度城市中，轨交枢纽与城市空

间已建立起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平衡关系，步入“站城协同”

发展阶段，其复杂的步行空间网络正是与特殊的建成环境和

多元的步行需求相适应的结果，为我国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

期的城市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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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模式 ：三个亚洲案例研究

1.1  “站城一体”模式 ：大阪梅田枢纽
梅田枢纽位于大阪市北部的梅田商务区，由 JR 大阪站、

阪急梅田站、地铁梅田站等 7 个轨道交通车站组成。梅田地

区的土地开发强度极高，用地性质以交通、商业、办公和酒

店四类功能为主。梅田枢纽站域步行系统与高强度的土地开

发、集约化的城市功能、复杂的人流和多变的环境相互适应，

在多层次基面上将轨交车站与城市空间紧密关联，形成“站

城一体”的发展模式。

（1）梅田地下街系统

梅田地下步行系统主要集中于地铁站点密集的大阪站东

部和南部商业区，从 1960 年代开始，经过“点—线—网”

的漫长发展过程，形成了基于主要道路格局的大规模地下街

系统 [4]（图 1）。该系统不仅将区域内所有轨道交通站点相互

连通，形成便捷的换乘网络，而且与阪急百货、阪神百货等

大型商业设施的地下空间进行了一体化整合。“地下街的活

动不单存在于地底下接续地铁的交通过道，而是一种生活环

境的建立”[5]。此外，为解决区域内的停车问题，地下二层

设置了大面积公共停车场，与地下一层的步行空间共同构成

梅田枢纽的地下交通体系。

（2）地面步道与广场

街道两侧与大阪站首层的人行步道是轨道交通与区域巡

回巴士、酒店迎送巴士等地面公交系统联系的主要纽带（图

2）。大阪站城综合体（Osaka Station City）的“南口广场”和

其北侧的“梅北广场”是地面步行系统中重要的空间节点。南

口广场是轨道交通客流向梅田地区集散的主要场所，通过竖向

交通设施与车站内部的天桥相连，东侧与公交枢纽站无缝衔接。

梅北广场是一个以“水”为主题的椭圆形广场，位于大阪站北

口与 GFO 综合体（Grand Front Osaka）之间，通过层次丰富的

水景设计，成为具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标志性场所。

（3）空中路径与平台

空中步行路径由三部分接续构成（图 3）。在大阪站东南

部，横跨城市干道交叉口的二层步行天桥将南口广场与阪神

图 1  梅田枢纽站域地下街网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图 2  梅田地面步行系统与公交系统的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图 3  梅田空中步行系统与商业设施的串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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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阪急百货等大型商业设施连为一体，解决了人车流线

冲突；在大阪站内部，被轨道线路分隔的南北站区由分别位

于三层和五层的步行通廊相连，形成贯穿车站南北的连续动

线；在大阪站北部，位于二层的站前集散广场通过二层步道

系统与 GFO 综合体、阪急梅田站等大型公共设施对接。空

中公共活动平台主要分布于大阪站城综合体中，按照活动内

容的不同，可分为交通型、休闲型和复合型三种类型。它们

通过连续的步行路径相互串接，形成多层次、多主题的公共

空间节点体系。

1.2  “广域互联”模式 ：香港中环枢纽
香港的中环站和香港站均为双线换乘站，二者通过地下

步行通道相连。伴随着地铁枢纽的发展，中环地区逐步建立

起与高密度环境和“旅运链”相适应的“广域互联”网络。

“中环步行体系的建立是多年来城市演变进化和这一地区迅

猛发展以及地形条件影响和制约的共同结果”[6]。中环步行

系统的地下部分规模较小，地面和空中层面是其主要部分。

（1）致密街网与场所遗产

中环的街道系统是在早期的“四环九约”模式基础上形

成的，具有“致密狭窄”的典型特征。即使在现代化转型过

程中，城市空间结构仍延续了传统肌理，街区形态规整，街

道网络密集，空间尺度狭小。在对站域 39 个街区的面积统

计中发现，其平均街区面积仅为 8 200 m2，小于 10 000 m2

的街区约占 64%，道路线密度较高，街道网络的整体连通性

较好。地面步行网络将地铁站出入口与巴士站、的士站、停

车设施相互连接，实现了各类交通方式的高效接驳（图 4）。
中环地区曾是香港的政治、文化中心，核心区域分布有

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公共建筑及其周边场所被密

集的高层建筑所包围，形成了近人尺度、多元开放、绿色生

态的公共活动空间。终审法院东西两侧的遮打花园和皇后像

广场是地面步行系统中面积较大的空间节点，作为中环地区

公众休闲、集会的主要场所，具有生活、纪念、政治多重意义。

（2）全域化空中步道系统

地铁枢纽建成以后，中环狭窄的街道无法满足日益增长

的步行需求，并且由于高架桥、隧道等对地面步行系统的阻

隔以及行人安全问题，香港政府于 1980 年代末开始建设空

中步道系统，至今已具有相当规模，成为中环步行系统中最

具特色的一个部分。

中环空中步道系统全长超过 3 km，主要分布在香港站

与中环站的交接区域以及中环站东南部区域，其基本结构沿

城市道路呈枝干状展开，将近 30 座商业、办公和交通设施

在二层（局部三层）基面上连为一体（图 5）。空中步道与

建筑设施的空间关系有平行、对接和穿越三种模式。在主要

城市干道上一般平行于建筑沿街界面，通过垂直对接方式与

建筑入口空间相接。而在与规模较大的商业设施或密集的商

业集群连接时，空中步道往往穿越建筑，内部与外部空间接

续构成具有环游性的步行网络，并在内部中厅设有垂直转换

节点。

图 4  中环街道网络与交通设施分布 图 5  中环空中步道系统与建筑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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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活力导向”模式 ：新加坡政府大厦枢纽
政府大厦站位于新加坡滨海湾北岸，是两条地铁干线的

换乘站，与滨海中心站相距 300 m，形成“双核三线模式”

的地铁枢纽。该区域不仅是商业中心，还是行政文化区的一

部分。土地使用以商业和酒店为主，不同地块的开发强度差

别较大。新加坡以“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步行友好型物质环

境”为发展理念，对轨交站域步行系统进行了以活力为导向

的精细化设计，形成一个具有良好可达性和全气候舒适性的

整体空间网络。

（1）基本网络及其错位拓展

政府大厦枢纽站域步行系统以地面层为基本网络向地下

和空中拓展。由于所在地区既是传统历史街区，也是大型复

合开发街区，地面步行网络在密度和连通性上的分布并不均

匀，平均街区面积约为 24 000 m2，大于大阪和香港两个案例，

但整体秩序良好。

地下步行网络大致呈“E”型结构，实现了两个地铁站

及其与邻近建筑设施的连接。按照城市重建局（URA）制定

的开发计划，该系统将打通关键路径，进化为具有更高环游

性的“8”字形网络，与周边更多公共设施连接，使既有的、

分散的地下步行空间整合为更大规模的一体化空间网络（图

6）。空中步行网络集中分布在地铁枢纽东部的高密度商业区，

与地下系统错位布局，通过最小宽度为 4 m 的二层步行通廊，

将被道路分离的多个商业设施连为整体。二层步行通廊在新

达城地块内呈 L 型结构，在滨海广场地块内形成“环 + 线”

的复合结构，它们组成的整体网络通过设置在主要道路两侧

的竖向交通设施与地面和地下步行网络连接，实现各个层面

步行系统的循环互通。

（2）活力引导区与开放空间

在政府大厦枢纽案例中，最值得借鉴的是其“步行友

好型”空间环境的营造。区域内所有的开发项目都被要求在

用地周边提供有遮盖的步行通道，这些通道必须全时间向公

众开放使用，其面积不计入总楼面面积之内，并根据其所面

向的街道类型规定最小宽度为 3.0 m，3.6 m 或 5.0 m。为保

证步行系统的活力和吸引力，面向主要街道和公共空间的建

筑首层必须用作零售、餐饮、娱乐等能够促进活动发生的功

能类型（AGU: Activity-Generating Uses），即形成“活力引导

区”。地下和空中步行系统的部分空间也被指定或鼓励成为

AGU 区域，以保持和提升步行空间的活力（图 7）。
政府大厦枢纽站域的开放空间为步行系统提供了不同特

色的节点空间和花园般的视觉景观。这些开放空间主要位于

地铁枢纽南部的历史街区和滨水地带，以纪念、休闲、运动

等步行活动为主要内容，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形成了一个

具有地域特色和人文情怀的过渡性领域，引入并借用了优越

的自然环境要素，尊重并延续了城市历史空间尺度。

2  发展逻辑 ：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大阪、香港、新加坡三个案例同属于亚洲高密度城市环

境中的地铁枢纽，经过长期的适应性发展，它们所建立的站

域步行系统均已较为完善，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大陆城市未

来的发展方向。这些案例在步行系统建构理念和逻辑上体现

出一些共性特征，同时又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回应了环境模式、

枢纽类型、发展历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表 1）。通过比

较与归纳，本文将这些共性与个性特征从结构、功能和品质

三个层面上分别展开论述。

2.1  层化与网络
从步行系统的结构逻辑分析，三个案例都建立了多维基

面的立体化步行系统，这是地铁枢纽地区有别于以地面为主

要活动基面、系统结构基本在二维展开的一般区域步行系统

的重要表征之一。地面与非地面层步行网络叠合形成具有更

高密度和层级的空间网络系统，每个层次的步行系统都是一

个完整、连续的空间体系，通过关键节点处的竖向交通设施，

不同层次的基面相互连通，在更大的体系中实现循环流动。

由于环境模式的差异，步行系统的层次结构在三个案例中又

图 6  新加坡政府大厦枢纽站域地下步行系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图 7  政府大厦站域 AGU 规则区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ura.gov.sg/maps2/?service=AGU 下载的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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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图 8）。
（1）大阪梅田的建筑密度最高，地下轨道车站最多，同

时包含高架轨道设施，与此相适应，其地面、地下、空中层

面的步行系统都发展得较为成熟，尤其是地下步行网络在所

有案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跨越铁路廊道的多层空

中平台和地下空间网络成功地推动了大阪站南部的商业功能

和城市肌理向站北地区延伸。

（2）香港中环地势特殊，高层建筑密集，因此并没有着

重发展地下步行系统，但其空中步行系统的规模和影响力在

五个案例中居于首位。在高密度地面网络基础上通过二层步

道系统，实现了被东西交通干道所分隔的多个街区之间的循

环连通，在空中层面建立了新的空间秩序。

（3）新加坡政府大厦地区的地面网络密度虽然低于大阪

和香港案例，但公共绿地、开放空间充足，地面步行系统仍

居于核心地位，地下系统和空中通廊在局部区域起到了关键

的补充和加强作用，尤其是以地铁站为核心的地下步行系统，

使纪念碑公园四周的城市空间由独立走向联合，创造了一体

化的商业空间网络。

总之，大阪、香港和新加坡三个案例的发展经验一致表

明，步行系统的多层网络结构适应了地铁枢纽站域的可达性

需求，解决了由高架轨道、城市干道等导致的城市空间割裂

问题，而且实现了公共活动空间的“增量”式发展。

2.2  内化与关联
从空间使用方式分析，三个案例的步行系统都包含较大

规模的“室内化”步行路径、对建筑屋顶的利用以及地下空

间的关联开发，表明地铁枢纽地区在步行系统建构中有别于

一般区域的另一个重要倾向——复合化。

（1）空中系统的内外接续

在三个案例中，空中步行系统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都以

商业设施之间的连通需求为发展动力，因此都出现在被城市

道路分割的密集商业区域，而且其规模与商业密集的程度显

著相关。为了实现步行的连续性，空中步行系统在建筑内外

空间是连续的，在大型商业设施内部形成公共化的室内街道，

并在共享大厅处形成竖向转换节点，结合屋顶平台形成休闲

节点，因此室内化的步行路径和屋顶平台都成为空中步行系

统的重要环节（图 9）。大阪梅田案例中的“创造之路”、香

港中环的二层步道系统以及新加坡新达城中的步行通廊都是

步行系统与商业空间复合建构的典型代表。

（2）地下空间的关联开发

大阪和新加坡两个案例的复合化建构还体现为地下步行

空间与沿线商业的关联开发。拥有五个地下轨交车站的大阪

梅田枢纽以地铁站的互联为契机建立了由堂岛地下街、阪急

三番街、白梅田（Whity Umeda）地下街等多个经营主体组

成的规模最大的地下商业网络，复杂的交通与商业体系使地

下空间成为一个微缩的步行城市。新加坡政府大厦枢纽地区

表 1  三个案例的建成环境和步行系统特征比较

梅田枢纽 中环枢纽 政府大厦枢纽

城市 大阪 香港 新加坡

地铁开通年份 1933 1979 1987

枢纽类型 1 多核式 双核式 双核式

枢纽类型 2 引导型 伴生型 伴生型

建成环境

区位职能 经济 + 交通中心 经济中心 经济 + 文化中心

用地类型 商业 / 交通 / 办公 商业 / 办公 / 文化 商业 / 文化 / 绿地

空间结构控制

性要素

高架轨道 主干路 开放空间

建筑密度 46.2% 37.4% 39.8%

道路密度 18.0% 22.5% 15.0%

步行系统

主要步行基面 地下 + 空中 空中 + 地面 地面 + 地下

地面网络尺度 7 500 m2 8 200 m2 24 000 m2

地面网络密度 1.33 个 / 万平方米 1.22 个 / 万平方米 0.41 个 / 万平方米

交叉点密度 2.4 个 / 万平方米 2.1 个 / 万平方米 0.7 个 / 万平方米

地下系统特征 网络 通道 环状

地下路径长度 8 600 m 940 m 2 030 m

空中系统特征 多层次平台 全域串联 局域串联

二层路径长度 1 950 m 3 660 m 2 050 m

室内路径长度 1 200 m 800 m 1 650 m

停留场所供应 充足 一般 充足

屋顶利用水平 好 一般 好

图 8  步行系统层次拓展动因与模式对比分析

图 9  空中步行系统与商业设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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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两个地铁站之间的 L 型连接通道形成的地下购物中心填补

了被纪念碑公园分离的大型商业设施之间的空白地带，使枢

纽东西两侧的商业功能得以接续和整合。

无论是空中系统的内化空间还是地下系统的关联开发，

大阪、香港和新加坡案例的发展经验都清晰地表明，地铁枢

纽站域步行系统与商业系统之间具有一种相依相存、共荣共

生的紧密关联。通过在不同层面上城市与建筑、外部与内部

的复合开发，步行系统的交通功能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引导和

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协同发展，同时，步行系统本身的空间

结构也不必依赖于既有道路系统而得到优化，步行空间的安

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也可以得到提升。

2.3  包容与延续
在社会意义上，三个案例中的步行系统不仅具有经济生

活功能，而且其所承载的社会生活也不是单一均质的，通过

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与周围环境和人的需求发生互馈，进而

产生了空间特征的多样性、生态性和人文性，这些共性特征

集中体现在一系列节点空间的营造中。由于建成环境和历史

背景的差异，在节点空间环境营造的具体方式上三个案例亦

不尽相同。

（1）大阪的多维与多元化节点体系

在三个案例中，大阪梅田地区的建筑密度（46%）高于

其他两个案例（分别为 37% 和 40%），高强度土地开发导致

建筑体量的巨型化以及地面活动空间的匮乏，与之相适应，

结合建筑空间体量组织而形成的具有多层次基面的公共活动

场所成为大阪梅田枢纽步行系统的显著特征之一。

考虑到枢纽地区行为模式的多元化，梅田枢纽的节点体

系通过营造包容性的空间环境，诠释了“以使用者为核心”

的设计理念，比如，城市步行空间设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和

标识系统；小尺度的景观设计可以与不同年龄阶段使用者产

生互动；广场、花园等公共活动场所通过多层次空间处理满

足不同私密性等级的需求，并设有专用吸烟区。梅田枢纽节

点体系的建构还注重了与自然生态、地域文化的融合。不管

是地面的广场还是空中的庭园，为延续“水都”大阪的地域

特色，其步行环境设计中多以“水”“钟”“太阳”“星光”

等代表性元素为主题，通过类型丰富的水景和绿化创造了一

系列兼具自然与人文气息的生活空间（图 10）。
（2）香港与新加坡的空间遗产利用

与大阪案例相比，香港和新加坡案例的历史文化氛围更

加浓厚，虽然在从政治文化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型过程中，

它们都经历了相对高强度的土地开发，但同时也都在最大程

度上保留了一些历史形成的重要建筑和公共空间遗产。这些

被保留下来的公共空间不仅被整合为步行系统的一部分，而

且成为提升步行空间环境品质、激发和维持枢纽地区城市活

力的积极要素。

作为历史遗产的公共空间均位于地铁枢纽站域核心区，

与地铁站出入口直接相连，从而增加了其被使用和体验的机

会。这些公共空间节点不仅在长期经营中注重植物与水等自

然元素的引入，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细节，而且大

多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设有雕塑、纪念碑等标志性的人文

景观，因此既可以支持个性化的休闲活动，又是公共集会的

理想场所，既是“绿色节点”，又是“人文节点”。

3  发展机制 ：城市设计运作与导控

从发展进程上看，大阪、香港和新加坡三个案例经过了

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发展，其步行系统的成功不仅源于先进

的规划设计理念，还依赖于具有实效性的城市设计制度。无

论哪一种建构模式都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自上而下”

的城市设计运作体系不断推进而逐步形成的，是一项“有意

识”的复杂系统工程。在以多方参与和长效实施为共同原则

的基础上，三个案例建立了具有不同侧重的城市设计推进和

导控机制。

3.1  大阪梅田的持续更新进程
梅田枢纽的“站城一体化”步行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在一个多世纪的城市更新进程中，结构和功能逐步完

善，与周边地区的关联逐步强化而形成的，共经历了四个

发展阶段 [7]。

（1）第一阶段：枢纽形成（19 世纪末—1930 年代）

第一代大阪站于 1874 年建成运营，其后，大阪铁路、

西成铁路、阪急电铁、市营地铁等多家铁路公司选择大阪站

或在其周围设立终端，促成了该地区轨道交通枢纽地位的形

成。1929 年建成的阪急百货店成为世界上首家轨道交通枢

纽百货公司。

图 10  梅田枢纽代表性公共空间及其主题元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osakastationcity.com/ 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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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阶段：地下街的兴起（1940 年代—1960 年代）

二战中遭受重大破坏的大阪站站前街区，在战后复兴期

间转变为商品交易场所。随后，在民间资本的支持下，1963
年结合站前广场建设进行了大阪梅田地下街的初步开发，将

占据广场的露天商业收容到地下空间内，标志着立体化的车

站城区开发时代的到来。

（3）第三阶段：步行系统的一体化（1970 年代—1990
年代）

1969 年日本制定了《都市再开发法》，极大推动了站前

高密度街区的城市更新进程，站前广场、步行系统的一体化

开发成为该时期城市建设的主要方向。在此背景下，1979
年大阪站原北大楼建成；1983 年在大阪站南部增建了包含

百货和酒店功能的高层建筑综合体。

（4）第四阶段：站城一体开发（2000 年至今）

21 世纪伊始，原车站设施进入再更新期，加之国有铁

路民营化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2003—2011 年，

大阪站进行了以“车站与城市相融”为目标的更新改造，建

成大阪站城综合体，并从 2003 年开始逐步实施站北地区城

市整体更新方案，多层次的空中步行网络得到重点发展。

3.2  香港中环的公私联合开发
以行人天桥和空中步行长廊为代表的香港中环步行空间

系统是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开发运作的产物，这种公私联合开

发模式始于 1970 年代。按照相关制度，新建建筑物需要通过

交通影响评价，且能够提供开放公共空间或优越步行设施的建

筑物可以从政策上申请容积率或停车指标优惠；政府在制定改

善环境规划时都把步行交通纳入研究的范围，如果发现空间不

够，规划署有权研究将建筑物红线后退以创造步行设施空间的

可能性，受影响的地块会得到相应的财务或建筑条件补偿 [8]。

开发商通过积极规划步行系统，特别是与地铁枢纽站

相联系的地下和空中步行长廊，使公共空间、步行设施等

社会资源内在化，一方面提高了建筑的可达性和地租价值，

增加了商业机会，企业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另

一方面，对城市而言，内在化后的公共空间能够提供包括

空调设施和防风避雨设施的更加舒适的步行环境。香港地

铁枢纽通过公私联合开发模式实现了交通效率和经济效益

的“双赢效应”[9]。

3.3  新加坡的精细化设计导则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是统一负责管理新加坡城市规划与建

设管理的机构 [10]，专门制定了包括“政府大厦”片区在内的

城市核心区城市设计导则，该导则包含 14 项参数，其中在

7 项参数后还链接了 11 条相关政府通告和更细致的设计指南

（表 2）。步行系统的建构是该导则的核心内容。

第 12 项参数为“步行网络”，其总的要求为“通过建立

一层、地下和二层的综合步行网络，市中心被规划为一个步

行友好的区域，步行网络在开发项目、交通设施和主要场所

之间能够实现方便、舒适的无缝衔接，并能够确保步行者在

所有天气条件下的舒适性”；还从地面步行网络、在街区内部

穿过的路径和视觉通廊、地下步行路径、架空步行路径四个

方面分别提出了各类步行空间的具体建构要求。此外，该导

则的其他多项参数也都涉及与步行系统建构有关的规定和要

求，比如地下室、一层、二层的使用，室外茶点区域，建筑

高度，绿地置换和景观，建筑边界，公共空间 / 视觉孔隙 / 

城市客厅，道路保护区内的工作等。

4  结语

大阪梅田枢纽、香港中环枢纽和新加坡政府大厦枢纽三

个案例的建成环境具有差异但发展均较为成熟，步行系统建

构各具特色且均获得广泛赞誉。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

表 2  新加坡城市核心区设计导则条目

序号 参数 相关通告

1 区域定位与土地使用 —

2 地下室、一层、二层的使用 —

3 室外餐饮区域 —

4 建筑形式和体量 —

5
建筑高度（海滩路等道路）

街区规划

《（特定区域）居住建筑高度的放宽》

—

6 绿色植物置换和景观 《（特定地区）新开发项目景观置换区域指南》

7 建筑边界 —

8 界墙开发 《（海滩路等道路）街区规划》

9
公共空间 / 视觉孔隙 / 城

市客厅

—

10

屋顶景观

鼓励屋顶的更多创新和更

好设计的指南

《（特定区域）为鼓励提供屋顶景观对既有

建筑屋顶餐饮区域的总建筑面积奖励》

—

11 夜间照明 《（中央商务区等区域）夜间照明的总体规划》

12

步行网络 地面步行网络 —

穿越路径和视觉

通廊

—

地下步行路径 《通向捷运系统车站的地下步行路径指南》

《中心区域地下空间总体规划：地下通道现

金补助激励方案的修订》

《行政文化区遮盖和开放人行道设计指南》

架空步行路径 —

13 服务、车辆通道、停车场 《鼓励屋顶的更多创新和更好设计的指南》

14 道路保护区内的工作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www.ura.gov.sg 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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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一方面共同表现出层化与网络的结构

特征、内化与关联的功能特征以及包容与延续的品质特征，

另一方面在具体建构方式上又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体现了

与环境要素相适应的发展逻辑。中国大陆城市地铁枢纽站域

的建成环境和步行需求与本文分析的三个案例具有极大的相

似性，这些经验对于解决转型期步行系统的优化问题、提出

系统的适应性建构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地铁枢纽站域步行系统在空间权属上既有政府管理也有

私人开发，在空间分布上涉及街道、街区、地下甚至建筑内

部空间，对这些不同权属、不同空间领域的步行空间要素的

整合建构已远远超出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所能控制和影响的

范畴。因此，地铁枢纽站域步行系统的良性发展必须依靠城

市设计，“城市设计……可以通过立体空间的一体化设计更

为系统综合地应对地上和地下、人的活动和车的通勤等空间

的矛盾”[11]。而所有的城市设计策略仅仅通过“一次性设计

工作”是无法实现的，还必须依靠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城市设

计导控机制。在我国，虽然城市设计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但内容日趋多元、开放、综合的现代城市设计却刚刚起步，

甚至尚未获得独立的法定规划地位。大阪、香港和新加坡三

个案例在持续推进、协同组织、精细导控等方面的经验为我

国现代城市设计实践与制度创新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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