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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D”维度指标来自赛维罗等关于美国建成环境对交

通行为影响的研究，是 TOD 建设与研究的重要参考。随着

更多国家对 TOD 效能评价展开相关研究，尚需结合更多的

实证案例研究结果验证其适用性，以更好地指导 TOD 的建

设与研究。本文对TOD效能研究的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影响 TOD 效能的

建成环境指标及其关联性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了需要重点

关注的 6 个维度 37 个指标，并进一步从“5D+N”维度探讨

了轨交站点区域 TOD 建设的策略建议。

Abstract: The “5D” indicators which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s on travel behavior in the US proposed 
by Cervero et al.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in 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As more studies on 
the evaluation of TOD performance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more 
countries, we need to ve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5D” by the results 
of more empirical case studies, so as to better guid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TO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OD performance published in English.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h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rformance of TOD and their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identified. This paper proposes 
a “5D+N” framework including six dimensions and 37 indicators for 
TOD to focus 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recommends the strategies 
for TOD practice based on the “5D+N”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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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TOD），旨在通过大运量的公共

交通工具、混合土地利用、较高强度开发等构建生态、宜人的社区环

境 [1]。TOD 的效能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交通、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

面所获得的收益 [2-7]。然而，将 TOD 理论概念成功地付诸实践却非易

事，不同 TOD 项目的效能发挥程度也不尽相同 [8-9]。研究表明：TOD

对于居民交通出行的作用可能会低于预期 [10] ；TOD 带来的大量人口

集聚可能会使区域的交通条件恶化 [11]，进而可能带来站点周边土地

价格的下跌 [12] ；高密度开发的项目可能会遭到居民的抵制 [13-15]。某些

学者认为，步行与骑行环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选择轨交出行的

可能性 [14-15] ；新的轨交站点如果对周边用地缺少考虑，可能会引导致

TOD 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 [16] ；并不是所有的 TOD 项目都能促进公共

交通的使用，那些继续推行免费停车的项目可能更适合称之为“公交

毗邻发展模式”（TAD: Transit-adjusted Development）[2]。

为了更好地进行轨交站域 TOD 建设，学者们在 TOD 项目的建

成环境指标、效能指标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

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发现：

（1）“5D”维度成为 TOD 效能研究中选择建成环境指标时的

重要参考。分析对于交通的影响时，赛韦罗和科克尔曼（Cervero & 

Kockelman）[17] 总结了建成环境“3D”维度（“密度”“多样性”“设

计”）的 10 个分项指标。在研究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建成环境和其影

响下的步行与骑行行为时，赛韦罗等 [18] 在“3D”原则基础上增加了

“交通换乘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和“目的地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形成了“5D”规划原则，并提出了建成环境“5D”维

度的 39 个指标。在后续多位学者的研究中均以“5D”维度指标为参

考对影响 TOD 效能的建成环境进行研究 [19-21]。

（2）单一研究难以对 TOD 效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

解析。主要原因是，有关 TOD 的效能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大

多关注于某一特定层面 [7,14,22-24] ；并且由于研究者学科背景、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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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及研究案例不同，对效能指标

与影响因素的选择具有差异性和局

限性。现有的研究证实了“3D”或

“5D”维度的建成环境指标对交通行

为（公共交通使用、步行 / 骑行、出

行里程等）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17-18] ；

并且，在尤因和赛韦罗（Ewing &  

Cervero）[23] 的研究中，采用元分析

（meta-analyses）的方法对交通行为与

建成环境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研究，

总结了“5D”维度指标对交通行为影

响的一般规律特征。然而，“5D”维度

指标从美国建成环境对交通行为影响

的研究总结而来 [25]，随着 TOD 效能

评价的相关研究在更多的国家获得开

展，其适用性需要结合更多的实证案

例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并且，虽然建

成环境指标对 TOD 经济、环境、社会

效能方面影响的研究已有一些 [7,26-28]， 

但系统性进行 TOD 建成环境指标对

TOD 效能影响的研究较少，结论尚未

形成。

（3）建成环境指标之间存在关联

性特征。众多学者的实践案例研究均

证实了 TOD 建成环境的部分指标之间

存在关联性 [9,20,24,29]。并且某些学者的

研究指出，建成环境变量的组合效应

会对交通产生更大影响 [17-18,23,30]。然而，

不同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特征尚缺乏系

统性梳理，难以揭示 TOD 的建成环境

指标间的协同关系。

综上所述，为更全面地把握影响

TOD 效能的重要因素，进而更好地指

导 TOD 建设，我们需要基于已有的英

文文献研究成果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

理总结。本文将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

问题：首先，“5D”维度指标对 TOD

交通效能，以及经济、环境与社会效

能是否具有适用性？其次，结合文献

中建成环境指标对 TOD 效能指标的影

响分析结果，并进一步厘清不同度量

建成环境不同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特征，

是否能够获得影响 TOD 建设与效能优

将复杂的关系形态以网络的形式进行表

达。网络结构特征分析中常用的指标

主要有：“密度”（density）、“中心度”

（centrality）、“派系”（cliques）等 [32]，

其中“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是最为直接简单的方法，其数值的高

低可以反应出该元素在该网络结构系

统中的重要程度 [33] ；“派系”则能够反

映出网络结构中密切相关的节点 [34]。 

在本研究中，将主要采用“度中心

性”与“派系”进行研究。对建成环

境指标与 TOD 效能指标构成的社会网

络结构中各建成环境指标的“度中心

性”进行了统计，主要包括：（1）效

能指标中的“度中心性”（DCO: degree 

centrality in Output），反映各建成环境

指标对 TOD 具体效能指标影响的“度

中心性”，其数值为网络结构中某建成

环境指标和与其直接相关联的 TOD 各

效能指标的连接度之和；（2）建成环

境指标中的“度中心性”（DCI: Degree 

Centrality in Input ），反映各建成环境

指标之间关联性的“度中心性”，其数

值为网络结构中某建成环境指标和与

其直接相关联的其他建成环境指标的

连接度之和。

为了研究影响 TOD 效能的关键

性指标，将采用两步聚类分析法（two 

step cluster analysis）划分 TOD 效能影

响要素的重要性层级。该分析方法是分

层聚类算法的一种，可以利用统计量作

为距离指标进行聚类，并能够生成高质

量聚类分析结果 [35]。在本研究中，以

DCO 和 DCI 作为聚类变量，利用两步

聚类分析法对 TOD 交通、经济、环境

化的关键性建成环境要素，进而更好

地指导 TOD 建设？

1  研究方法

对 TOD 效能研究的相关英文文献

的检索限定条件如下：（1）标题中包

括“station area”/“transit oriented”

或“TOD”/“transit station”；（2）
摘要或关键词中含有“performance”/ 

“influence”/“impact”/“effect”/“evaluate”/ 

“assess”/“measure”/“encourage”/“reduce” 

等；（3）检索的数据库为“Web of 

Science”“Elsevier”“SAGE”“Taylor & 

Francis”等。检索时间截至 2016 年 11
月，经过筛选后获得有效相关文献 95
篇（图 1）。

为了能够较为清晰地对 TOD 具体

效能指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本

研究借鉴了“Input-Output”模型的分

析方法，将 TOD 的建成环境指标作为

“Inputs”，而将 TOD 的具体效能指标

作为“Outputs”，进而为检验建成环

境“5D”维度指标对交通、经济、环

境与社会效能的适用性提供数据支撑。

“Input-Output”模型是经济学领域一

种量化分析方法，用以反映经济系统中

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 [31]。通过对相关

文献的系统性研究梳理，本研究共提取

出 56 个 建成环境指标（即 Input 指标，

包括轨交站点距离、土地利用多样性、

人口密度、工作岗位密度等）和 38 个 

效能指标（即 Output 指标，分为交通、

经济、环境、社会等四个方面）。

为对 TOD建成环境指标与 TOD效

能指标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进一步解析，

本研究还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方法对相关文献中

的研究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与分析，并

度量了建成环境不同指标之间的关联性

特征。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多学科交

叉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将社会网络中

的个体作为节点（nodes），以不同个体

之间的关系作为连接（linkages），进而

图 1  文献中研究案例归属及篇数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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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四个方面效能的影响要素进行

聚类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TOD 效能评价研究中的建成环

境指标 
图 2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文献

研究中的建成环境指标及其关联性进

行了可视化表达。

（1）从图 2 中呈现的建成环境指

标可以发现，赛韦罗等 [18] 所提出的

“5D”维度指标对 TOD 效能的影响

在广泛的案例研究中获得证实，并且

“5D”原则框架下的指标要素被不断

丰富完善，呈现精细化研究趋势。遮

蔽设施、过街设计、公交站人性化设计、

公共空间密度等轨交站域空间环境特

征对 TOD 效能的影响获得证实，这有

助于提升 TOD 效能优化设计的可操作

性。除“5D”维度的指标外，部分研

究还揭示了表征轨交站点特征的指标

标之间构成的派系分析可以发现，建成

环境的不同指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的组群关系。在 TOD 效能的

分析中，将通过对其影响要素所构成

的派系中各建成环境指标的“度中心

性”进行计算，进而获得不同建成环境

指标之间关联性的度量值。大量的实

证研究结果为厘清与度量建成环境不

同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特征提供了可能，

如：图 3a 中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多样

性、住宅密度、容积率、商业零售密度、

站域空间的接近中心性、站域空间的

中介中心性、街道连接性等因素存在

正相关关系；图 3b 中，土地利用多样

性与工作岗位密度、人口密度、道路

交叉口密度、站域空间的接近中心性、

站域空间的中介中心性、站点的接近

中心性、站点的空间中心度、站点的

中介中心性、公交站点 / 线路数量、商

业密度、宜居性社区环境等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

2.2  TOD 效能评价指标及其影响要素
图 4中对相关文献中出现的 TOD

效能指标进行了统计，TOD交通效能相

关研究开展较多，并且可以发现：（1）
交通效能方面被研究较多的是公共交通

使用①、步行 /骑行②、机动车使用、步

行可达性、机动车出行里程（VKT）等；

（2）经济效能方面被研究较多的是住

宅价格、地价 /租金、顾客量 /营业额，

经济活力、商业物业价格等；（3）环境
效能方面被研究较多的为环境满意度、

节能减排等；（4）社会效能方面被研究
较多是居住选择、空间安全性、空间活

力、多样性需求等。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对建成环境指

标之间的“度中心性”（DCI）以及建

成环境指标在交通、经济、环境与社

会四个方面效能的网络分析中的“度

注： 圆点的大小代表该建成环境指标与 TOD 效能指标以及其他建成环境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在相

关文献研究中被证实的总次数，其数值范围为 1~67 ；线的粗细表示相连接的两个建成环境

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特征在相关文献中被证实的总次数，其数值范围为 1~4。
图 2  文献研究中的建成环境指标及其关联性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要素，如到 CBD 的距离、站点的接近

中心性、站点的中介中心性等对 TOD

效能的影响，这有助于更为全面的分

析不同TOD项目的效能发挥的差异性。

（2）不同建成环境指标对 TOD 效

能指标的影响存在有差异性，且同一

建成环境指标对 TOD 的不同效能指标

也有着不同的影响。现有研究中，对

TOD 综合效能影响获得较多证实的建

成环境指标依次是到轨交站点距离、土

地利用多样性、人口密度、宜步行环境、

工作岗位密度、容积率等。其中“到轨

交站点距离”这一指标对 TOD 效能的

影响在赛韦罗 [2]、克劳利等（Crowley et 

al.）[37]、朗格卢瓦等（Langlois et al.）[38]、 

科克尔曼等 [39] 等学者的近 30 篇文献

中获得证实，该指标对 TOD 交通效能

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 TOD 环境效能

方面的影响作用鲜有直接的实证数据

支撑。

（3）通过对图 2中不同建成环境指

① 不同文献研究中对交通方式分类中有公共交通（公交 +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可持续交通（非机动车出行方式，即为公交 + 轨道交通 + 步行 / 

骑行）、机动车出行等。为研究需要，将对轨道交通使用的影响计入公共交通中。

② 较多文献中将 TOD 的建成环境指标对步行和骑行的影响进行合并讨论，本研究中为简化研究，将对步行活动的影响并入“步行 / 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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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DCO）进行了统计，并以各

建成环境指标 DCI 和 DCO 为聚类变

量，利用两步聚类分析法进行了自动

聚类分析研究。在 TOD 交通、经济、

环境与社会四个方面效能影响要素聚

类分析时，自动生成聚类生成了两个

聚类层级（高与低），产生聚类质量均

处于“好”的范围。例如，结合建成

环境指标对 TOD 交通效能的差异性影

响以及不同建成环境指标之间关联性

特征，获得了影响 TOD 交通效能的 11
个关键性指标，轨交站点距离、工作

岗位密度、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多样

性、宜步行环境，公交站点 / 线路数量、

容积率、道路交叉口密度、住宅密度、

商业零售面积、和宜居性环境等指标

属于“高”的聚类。

为了进一步获得影响 TOD总体效

及其他建成环境指标之间关联性特征的

分析结果，可以发现：（1）不同的建成
环境指标对 TOD 具体效能指标具有明

显的差异性影响，其中到轨交站点距离、

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多样性对 TOD 的

交通、经济、环境与社会效能均呈现出

重要的影响作用（表 1）；（2）广泛的

实证案例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赛韦罗等 [18]

所提出“5D”原则框架的总体有效性，

交通换乘距离（到轨交站点距离）、多

样性（土地利用多样性）、密度（工作

岗位密度、人口密度、容积率、住宅密

度）、设计（宜步行环境）4个维度的 7
个关键性指标对 TOD 综合效能的影响

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

3  讨论 ：从“5D”到“5D+N”

由于建成环境的不同要素之间存

图 5  TOD 综合效能影响因素的聚类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注： 圆点的大小代表该效能指标与建成环境指标之间关联性特征在相

关文献研究中被证实的总频次，其数值范围为 1~133。
图 4  文献中的 TOD 效能指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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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效率
出行距离
步行距离或时间

开放空间经济收益

混合利用的外部性 可识别性与整体性

人口多样性
身体活动水平
年轻与高学历群体

社会信任和互助

多样性需求

空间安全性
空间活力

居住选择

社会交往

社会公平

拥挤环境负面影响

环境承载力

环境满意度

节能减排

城市蔓延
顾客量或营业额
地价和租金

住宅价格

商业物业价格
经济活力

能耗费用
商业选址

机动车拥有率
可持续交通模式

出行里程（VKT）
步行可达性

机动车使用

步行或骑行

公共交通使用

步行人数

注： 圆点的大小代表在所分析的派系中各建成环境指标的中心度（a、b 图中的数值范围分别为 1~22，1~21）；线的粗细表示相连接的两个建成环

境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特征在相关文献中被证实的总次数（a、b 图中数值范围均为 1~4）。
图 3  建成环境指标的派系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 人口密度指标的派系分析 b 土地利用多样性的派系分析

能的关键性建成环境指标，本研究以各

建成环境指标的DCI和在上述四个方面

分项效能网络分析中的 DCO为聚类变

量，利用两步聚类分析法进行了自动聚

类分析。图 5为聚类分析的基本特征，

生成了 TOD总体效能影响因素（56个
元素）的两个聚类类型，生成聚类质量

处于“好”的范围。聚类 2 代表了高 

DCO与高DCI，包含的 7个建成环境指
标（总数的 12.5%）分别为到轨交站点

距离、土地利用多样性、人口密度、宜

步行环境、工作岗位密度、容积率、住

宅密度。因而，这 7个指标应成为轨交
站点区域 TOD建设及综合效能优化关

注的重点，不仅对 TOD的效能的影响

在相关研究中获得较多证实，且其与其

他影响因素也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

结合建成环境指标对 TOD 效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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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关联性，通过多影响要素的组合

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作用 [23]，因而那

些与到轨交站点距离、土地利用多样

性、人口密度、宜步行环境等 7 个关

键性要素直接相关联的建成环境指标，

也应成为轨交站域 TOD 建设与效能优

化关注的重点。图 6 中对 7 个关键性

“站点特征”。因而，轨交站点区域影

响 TOD 效能的建成环境要素从“5D”

扩展为“5D+N”，形成了 6 个维度，即

在原有的密度、多样性、设计、交通换

乘距离、目的地可达性的基础上新增加

了“站点特征”（Node Characteristics）

这一维度。

（2）站点特征与密度、多样性、设

计这 3 个维度指标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揭示了轨交站点差异性对 TOD 建设的

影响；

（3）7 个关键性建成环境指标以及
其他建成环境指标之间存在着跨越不

同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联性

特征。因而，结合“5D+N”中各建成

环境指标对 TOD 效能影响（交通、经

济、环境与社会效能）及相互之间的

关联性特征，可为轨交站点区域 TOD

建设与效能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

论基础。

虽然 5D 维度指标是基于美国建

成环境对交通行为影响的研究总结 [25]，

但广泛的 TOD 案例实证研究证实了其

对 TOD 的交通、经济、环境与社会效

能等具有较好的适用性，通过将影响

TOD 综合效能的关键性指标以及与其

直接相关联的建成环境指标的梳理与

归类，获得了轨交站点区域影响 TOD

效能的建成环境要素的“5D+N”6 个
维度 37 个指标。在“5D+N”维度指标

中，那些对 TOD 效能影响的关键性指

标以及其与其他建成环境指标之间的

关联性特征是 TOD 建设与效能优化需

要关注的重点。

（1）密度
密度条件共有 7 个指标，其中人

口密度、工作岗位密度、容积率、住

宅密度 4 个指标是影响 TOD 综合效能

的关键性指标，商业零售面积对 TOD

交通效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相对

于赛韦罗等 [17,36] 中的密度指标，剔除

了建筑密度、建筑平均层高 2 个指标，

增加了办公建筑密度、商业零售密度、

表 1  影响 TOD 效能的重要建成环境指标

主要影响要素 “5D”原则的维度 交通效能 经济效能 环境效能 社会效能 综合效能

到轨交站点距离 交通换乘距离 ● ● ● ● ●

土地利用多样性 多样性 ● ● ● ● ●

人口密度 密度 ● ● ● ● ●

宜步行环境 设计 ● ●

工作岗位密度 密度 ● ●

容积率 密度 ● ● ● ●

住宅面积 密度 ● ● ● ●

公交站点或线路量 交通换乘距离 ●

道路交叉口密度 设计 ●

商业零售面积 密度 ●

宜居性社区环境 设计 ●

注： 利用两步聚类分析法将 TOD 交通、经济、环境与社会效能的影响因素分为了高与低两个等

级，仅对高等级指标进行标识，符号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注： 圆点的大小代表该指标和其他指标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性特征被证实的总频率；线的粗细表

示相连接的两个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特征在相关文献中被证实的总频率。

图 6  “5D+N”：7 个关键性建成环境指标及其相关联的建成环境指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建成环境指标进行了派系分析与节点

归类分析，可以发现：

（1）37 个指标中除了“5D”维度

的指标外，还包括站点交通网络可达

性、到 CBD 距离、站点的接近中心性、

站点的中介中心性等 4个表征轨交站点
特征的指标，故将这 4 个指标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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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岗位数量 3 个指标。可以发现，密

度维度与其他 5 个维度均具有关联性，

特别是与到轨交站点距离、土地利用多

样性、站点交通网络可达性等指标呈

现出较为明显关联性。因而，虽然高

密度发展对充分发挥 TOD 效能至关重

要，但轨交站点的 TOD 建设的密度策

略，首先应结合轨交站点的特征条件，

进行站域开发规模总量控制，能够与站

域空间的交通承载力相匹配；其次在

站域内不同地块开发强度上，应结合

到轨交站点的交通可达性，进行开发

项目功能类型与规模的控制，以提升

土地开发的综合收益；还应在高密度

开发的同时应强调提升土地利用多样

性，进而有利于高密度环境承载力的提

升 [4]。另外，由于轨交站域高密度发展

可能会引发空间环境品质恶化、拥挤、

社会不公等负面问题，应强调宜居性

TOD 环境建设，综合考虑站域其他建

设条件的优化建设，如在高密度居住型

开发项目周边，应增加公共空间密度，

优化和提升街道连接性、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兴趣点可达性等等。

（2）多样性
多样性维度共有 6 个指标，包括土

地利用多样性、居住用地比重、商业用

地比重、工业用地比重、混合用地比重、

职住关系、出租住宅单元量等，其中土

地利用多样性是影响 TOD 的综合效能

的关键性指标；相对于赛韦罗等 [17,36] 中

的多样性指标，主要增加了职住关系、

出租住宅单元量这两个指标。与多样性

维度关联性较多的维度依次为多样性、

设计、交通换乘距离与站点特征；多样

性维度的指标与人口密度、街道连接性、

到轨交站点距离等指标存在较多的关联

性。多样性维度指标多为站域层面的指

标，其与其他建成环境的关联性特征，

促进了多样性策略的在轨交站域空间的

具体化操作实施，如：结合距离轨交站

点较近的高密度开发区域，应具有较高

的土地利用多样性；对外服务的商业用

（4）交通换乘距离
交通换乘距离维度的指标包括到

轨交站点距离和公交站点 / 线路数量，

与赛韦罗等 [36] 中交通换乘距离指标较

为吻合，其中到轨交站点距离是影响

TOD 综合效能的关键性指标，公交站

点 / 线路数量对 TOD 交通效能有重要

的影响。可以发现，该维度与密度维

度的关联性最为密切，还与土地利用

多样性、出租住宅单元数量、商业用

地比重、工作岗位可达性等建成环境

指标存在关联性。在相关文献中，到

轨交站点距离（轨交站点可达性）的

测量主要涉及到轨交站点的实际步行

距离、步行时间、直线距离等几种量

化方式。前两种方式能反映出轨交站

域步行空间环境特征差异性，体现了

到轨交站点的步行可达性水平。因而，

优化和提升轨交站点到有大量人流集

聚的高密度开发项目的步行可达性，是

轨交站点可达性提升的重点：一方面，

商业、办公类高密度开发项目应优先

在距离站点较近的高可达性区域开发；

另一方面，应通过提升步行环境质量、

增加道路交叉口密度和适宜步行的次

要道路比重等提升轨交站域（特别是

有大量人流集聚的高密度开发区域）

的步行可达性水平。

（5）目的地可达性
目的地可达性维度的指标包括工

作岗位可达性、兴趣点可达性、学校

及其可达性、公共安全设施的可达性；

相较于赛韦罗等 [36] 中的目的地可达

性指标，主要增加公共安全设施的可

达性，该指标高密度人口环境中日常

活动安全性的前提 [4]。现有分析结果

中，该维度的指标并未显示出对 TOD

效能的显著关联性，但却与高密度环

境下宜居性社区环境建设与人口密度

密切相关，即轨交站点区域高密度人

口环境中，对学校、公共安全设施、

兴趣点（公园等）的可达性具有较高

要求。

地应围绕轨交站点布置，并通过整合优

化突出其与轨交站点步行交通可达性，

以促进更多的双向交通行为和非高峰时

段的公共交通行为 [40] ；对于服务 TOD

社区的混合功能用地，应结合居民生活

多样性需求与步行交通可达性（轨交站

点可达性、站域空间的接近中心性、站

域空间的中介中心性等）进行整合优

化，以营造社区活力中心，促进更多的

步行行为 [19] ；并且，还应对土地利用多

样性可能产生的噪声、污染、拥堵以及

犯罪等问题做好积极应对。

（3）设计
设计维度包括宜步行环境、宜居

性社区环境、道路交叉口密度、街道

连接性、站域空间接近中心性、站域

空间中介中心性、道路总长度、公共

空间密度、综合体平均建筑规模、站域

停车空间、尽端路密度、次要道路里程、

主要道路里程、步行设施等 14 个指标，

其中，宜步行环境是影响 TOD 综合

效能的关键性指标，道路交叉口密度、

宜居性社区环境这两个指标对 TOD 交

通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与赛韦罗等 [17,36]

的设计指标相比，主要增加了站域空

间接近中心性、站域空间中介中心性、

综合体平均建筑规模等指标，去掉了

安全性、骑行环境等相关的设计指标。

不仅土地利用多样性、人口密度、工

作岗位密度等关键性指标与设计维度

指标存在较多关联性，而且宜步行环

境与设计维度的其他指标也存在明显

的关联性。可见，在轨交站点区域进

行高密度发展与土地利用多样性建设

等需要与较好的设计条件结合，塑造

出步行为导向的步行空间和宜居性的

站域空间环境，才能有利于 TOD 效能

的发挥。较好的设计策略有：优化与

提升街道连接性站域空间接近中心性、

站域空间中介中心性等；增加公共空

间密度、次要道路长度、道路交叉口

密度与步行设施等；降低车行主干道

的密度、尽端路密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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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站点特征
站点特征维度的指标并未在赛韦

罗等 [36] 的指标中涉及，其中：站点的

接近中心性（node to-movement）[24] 是

指轨交站点网络中某站点到其他站点

的接近度指标的总和；站点的中介中

心性（node through-movement）[24] 是指

某站点位于轨交站点网络中两两站点

联系最短路径的概率；站点交通网络可

达性 [7-9,41-43] 是反映某站点公共交通服务

的频率、轨交线路数量、公共交通多样

性等特征的指标；到 CBD 距离 [24,26,44-48] 

是指站点到 CBD 的直线距离、交通

花费、时间花费等指标。站点特征维

度表征了轨交站点网络系统中不同站

点宏观属性的差异性，该维度的 4 个
指标不但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轨交站点

在城市宏观的空间结构中的位置关系、

在轨交网络结构中的等级等特征，同

时还能表征轨交站点在其周边的区域

性交通网络结构中的空间可达性特征

等。结合该维度指标与工作岗位密度、

土地利用多样性、人口密度、容积率

等关键性指标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特征

可以发现：站点交通网络可达性是轨

交站点区域密度策略需要考虑的前提，

高密度发展需要较好站点交通网络可

达性条件的支持；在轨交站点区域高

密度环境中，应优化提升轨交站点在

其周边交通网络结构中的空间可达性

（中介中心性 / 接近中心性），这也有

助于土地利用多样性策略的实施。另

外，提升站域的道路交叉口密度、减

少尽端路密度、增加与轨交站点相结

合的停车空间能够提升站点交通网络

可达性，其中停车空间设置应以不对

步行活动造成干扰为前提。

综上所述，“5D+N”的 6 大维度

中不同指标的组合与共同协作才能促

进 TOD 效能的发挥，进一步印证了

赛韦罗等人的观点 [17,23,30,36]，并且通过

对现有 TOD 案例实证研究结果中关于

“5D+N”维度指标及其关联性的梳理

础上结合关键性指标对 TOD 效能的规

律性特征，可为轨交站点区域 TOD 建

设与效能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

基础。新增加的站点特征维度的 4 个
指标与其他建成环境指标的关联性特

征，揭示了轨交站点特征差异性应成

为 TOD 建设与效能优化需要考虑的重

要前提。

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对不

同效能指标与建成环境指标要素之间

的具体影响关系进行展开说明。另外，

受限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进展情况，

尚难以充分揭示影响 TOD 效能的建成

环境要素及其关联性特征，还需在现

有框架基础上结合学者们的后续研究

进行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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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轨交站点区域 TOD 建设提供具

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与策略指导。其

中站点特征维度指标与其他维度指标

的关联性特征以及对 TOD 效能指标的

影响关系，揭示了轨交站点差异性对

TOD 建设与效能优化的重要影响。

4  结论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建

成环境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特征以及对

TOD 效能指标的影响特征进行了可视

化表达与度量，厘清了不同建成环境

指标组合与协同的关联性特征。在影

响 TOD 效能的影响要素研究中，综合

考虑了建成环境要素对具体效能指标

的直接影响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

关联性作用，并用两步聚类分析法的

方法对 TOD 效能影响要素的重要性层

级划分研究。

可以发现，广泛的实证案例研究证

实了 5D 维度指标对 TOD 效能影响存

在显著的差异性，且同一建成环境指标

对 TOD 的不同效能指标也有着不同的

影响，其中到轨交站点距离、人口密度、

土地利用多样性对 TOD 的交通、经济、

环境与社会效能均呈现出重要的影响作

用；交通换乘距离（到轨交站点距离）、

多样性（土地利用多样性）、密度（工

作岗位密度、人口密度、容积率、住宅

密度）、设计（宜步行环境）4 个维度
的 7 个关键性指标对 TOD 综合效能的

影响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

对影响 TOD 综合效能的 7 个关键
性指标和与其直接相关联的建成环境

指标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获得了影响

TOD 效能的建成环境要素“5D+N”

的 6 个维度 37 个指标，即密度（7 个
指标）、多样性（6 个指标）、设计（14
个指标）、交通换乘距离（2 个指标）、

目的地可达性（4 个指标）与站点特征

（4 个指标）。“5D+N”的 6 个维度指

标之间存在着跨越不同维度、相互依

存、相互影响的关联性特征，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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