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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在提

出 TOD 规划理念时将步行尺度和步行友好环

境作为重要内容 [1]，相关规划实践也将依据

步行尺度划分 TOD 地区的圈层边界和规划范

围作为重要原则 [2]。在 TOD 理念指引的规划

（下称“TOD 规划”）中，站点地区的步行

尺度受到重视。

步行尺度作为划定 TOD 站点地区（下称

TOD 地区）规划范围的主要影响因素，其确

定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同步行尺度是步

行时间、步行距离和步行环境条件共同作用

的结果，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空间条件、人群

特质和出行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差别 [3]。由

于 TOD 规划中的站点数量众多，当前国内外

规划实践中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是“大多数

人”可接受的步行时间和步行距离的平均值，

如步行 5 min 或 10 min，距离半径 400 m、

600 m、800 m 或 1 000 m 等 [2]。在具体半径

数值的确定上，相关研究采用的标准多为步

行速度 4 km/h（约 67 m/min）的平均值 [4-5]。

这种原则具有符合大多数人需求特征的平均

意义，但在面对老年人、儿童或残疾人等特

定群体时，则缺少针对性。如按照平均值，

年轻成年人步行 10 min 的距离可达 800 m，

而老年人在同等时间内的步行距离应该更短，

但这一特征很难反映在当前的 TOD 规划中。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TOD

规划建设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并

摘要：TOD站点地区确定规划圈层边界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步行尺度。在确定适宜的步行尺

度时，规划多重视大多数人的平均标准，而缺少对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针对性关注。日本近

年来较为广泛地开展了选址优化规划（立地适正化规划），其与 TOD规划在规划理念与空

间模式方面具有较多近似特征，其中重视在站点地区依据步行尺度界定范围和划分圈层就是

二者共性之一。在轨道和公交站点地区，选址优化规划与TOD模式下的步行尺度概念虽近似，

但内涵存在一定差异，选址优化规划中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更关注老年人的步行需求。基于

老龄化视角的轨道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有以下三方面应用：一是作为不同层次和类型节点分

类的规划原则；二是作为划分不同规划分区、调整用地功能的规划原则；三是作为布局公共

设施特别是公益性设施的规划原则。选址优化规划借由步行尺度的调整将老年人的需求充分

融入用地规划和设施布局，从而促进城市规划建设更加符合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要。

Abstract: Walking scale or walkable radius is one important basis to define the planning circle 
boundary for TOD areas. When determining the walking scale, emphasis is placed on average 
standards of the majority people, but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elderly and other specific groups is 
lacking. In recent years, Japan has developed the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 widely, which has 
many similarities to TOD planning in terms of planning concepts and spatial patterns. One of 
the commonalities is to define the scope and divide the planning circle according to the walking 
scale. In rail station and bus station areas, the walking scale of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TOD mode,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connotations of walking 
scale. In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 the walking scale of station area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walking demands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lderly people, the walking scale in 
TOD area could be summarized in three applications: firstly, as a planning principle to classify 
different levels and types of nodes; secondly, as a planning principle to divide different planning 
zones and adjust land use functions; and thirdly, as a planning principle to lay out public facilities, 
especially public welfare facilities. By adjusting the walking scale,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ning 
fully integrates the needs of elderly into land use planning and facility layout, thus making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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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

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均对此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实践探

索 [6-8]。同时，随着 TOD 规划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热门

项目和热点话题，社区生活圈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均十分重视

TOD 规划的原则和 TOD 地区对城市开发建设的价值 [9-10]。不

过，在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下，TOD 规划面向老年人等特

定人群需求的针对性对策相对不足，相关研究也较少。

相比我国，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其开展

的规划实践对老年人需求①的关注更加充分，如 2014 年以

来日本各地逐步开展的“选址优化规划”（立地適正化計画，

又译“立地适正化规划”）[8]。这一规划以轨道、公交站点为

中心，提出建设紧凑城市的目标，规划模式特征与 TOD 规

划近似。但与我国当前的 TOD 规划不同，日本选址优化规

划更加关注老龄化社会的需求，重视公益性设施配置，基于

站点地区步行尺度这一核心要素形成了独特的方法，为站点

地区规划范围划定的原则和依据步行尺度进行规划的方法提

供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1  适合不同对象的 TOD 地区步行尺度

1.1  步行尺度划定的平均标准
影响 TOD 地区圈层划分的主要要素包括步行尺度、用

地功能、级差强度和地价分布等四项内容，其中步行尺度

是核心要素 [2]。从当前国内的 TOD 规划研究与实践来看，

TOD 地区的步行尺度是个平均值，即大多数人的平均步行

距离。卡尔索普在对 TOD 模式进行论述时，界定 TOD 地

区适宜的步行时间为 10 min，这一时间对应的是“大多数

人”的“舒适步行距离”[1]56 ；迈克尔·伯尼克（Michael 

Bernick）和罗伯特·塞韦罗（Robert Cervero）的研究认为

TOD 地区的步行尺度是指“多数人”从交通设施到工作场

所可承受的步行距离分界点 [11]83。从研究方法上看，适合“大

多数人”并不意味着适合“所有人”。这种“大多数人”的

概念强调了 TOD 地区步行尺度的通用性，事实上默认以健

康成年人的身体条件为标准，因而缺少对老年人、儿童和残

疾人等特定人群的关注。

在社区规划研究方面，伊丽莎白·伯顿（Elizabeth 

Burton）和琳内·米切尔（Lynne Mitchell）提出传统社区空

间尺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标准是普通年轻男性，且一般不针

对老年人或儿童的独特需求 [12]7。虽然这些步行尺度的通用

标准往往会考虑不同人群的特点，但在进行平均值和通用性

的处理过程中，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特性被减弱了。

1.2  不同群体的步行尺度存在差异
实际出行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体条件

的人的出行能力存在差异，因此 TOD 地区的步行尺度应该

基于特定人群需求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布莱恩·卡内帕（Brian 

Canepa）提出确定 TOD 圈层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两个层

面：一是规划因素，如街道连接性、街区尺度、步行空间、

地块覆盖率和开发强度等；二是非规划因素，如地形、天气、

老龄化人口和地区犯罪率等 [13]。

在具体的 TOD 规划实践中，如果上述某些因素较为独

特，那么规划实践应予以重点考虑并在规划中作出相应调

整。如在部分站点位于山地、部分站点区域周边老年人口较

多等情况下，应该适当调整 TOD 地区的步行尺度，调整后

的 TOD 地区范围尺度和范围内配置的功能与设施也应体现

出其针对性。

综上所述，应该对 TOD 地区的步行尺度这一基本要素

进行更加细致和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特别是在老龄化问题日

益严峻的趋势下，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建设如何满足老年人的

需求更值得关注。

2  选址优化规划与基于老龄化视角的站点地区步
行尺度原则

基于老龄化视角对 TOD 地区步行尺度进行研究，可以

借鉴日本选址优化规划的一些经验。近年来，日本在部分

TOD 地区开展了选址优化规划，提出以轨道、公交站点为

中心建设紧凑城市。该规划模式特征与 TOD 规划近似，在

具体的规划方法上，选址优化规划具有较多应对老年人需求

的方法特征。

2.1  选址优化规划
当前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日本的城市建设也

进入收缩时代。城市发展建设中的中心衰退、房屋空置、公

共设施老化、公共交通客源不足以及道路交通设施运营难以

维持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一背景下，2014 年以《城

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的修订为契机，日本提出选址优化规划

制度，通过完善居住、医疗、养老、商业和公共交通等多种

功能 [14]，达到建设“紧凑型＋网络型城市”或“网络型紧凑

城市”的目的 [15]，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集约型模式向

多中心、簇群化集约型模式转变 [16]。

选址优化规划实际上就是紧凑城市规划，规划的目的

是引导蔓延发展的城市空间和分散的公共设施收缩集聚。规

①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超过整个社会人口的 21%，即属“超高龄社会”。日本的老龄化已进入“超高龄化社会”阶段，选址优

化规划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选址优化规划中的老年人是指 65岁以上但行动能力较好，能够利用轨道、公交出行以解决生活服务需求的老人。



42  2021 Vol.36, No.2

议题 

划以轨道公交为框架基础，对城乡空间的布局进行结构优 

化 [8]（图 1）。选址优化规划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城

市功能引导区域、居住引导区域和引导设施。其中，城市功

能引导区域是为了确保生活便利性而依托轨道公交站点设定

的中心区域，以公共功能为主，设置维持和引导建设必要的

各类服务设施；居住引导区域是指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生

活服务和社区环境可被持续确保的区域，以居住功能为主；

引导设施则是在上述地区优先配置的公共设施。

以上三部分的划分与 TOD 地区的圈层模式近似，如市

原市的规划模型 [17-18]（图 2）。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和居住引导

区域规划范围的界定以及引导设施的布局均需要充分考虑各

类轨道、公交线路和站点的布局，并依据步行尺度进行划分。

在空间上，城市功能引导区域的半径一般为 800 m~1 000 m，

也可能更小，类似于 TOD 地区或核心区；居住引导区域

则包含了城市功能引导区域，范围更大，依靠公共交通网

络与轨道站点连接，类似于 TOD 地区或 TOD 的次级区域

（secondary area）①。

2.2  基于老龄化视角的站点地区步行尺度原则
影响 TOD 地区步行尺度的要素中，步行时间十分重

要 [3]，特别是心理出行时间，对居民决策出行方式具有重要

影响 [13,19]。选址优化规划中站点地区步行尺度的确定，依据

可接受的步行时间来换算该时间内可达到的步行距离，步行

时间多采用步行至轨道站点 10 min 和步行至公交站点 5 min

的标准。针对熊本市都市圈的调研发现，步行时间成为市民

们选择搬家地点时的关注点，80%~90% 的受访民众对从家

到轨道与电车车站和到公交车站的步行时间在 10 min 以内

表示“重视”或“稍重视”；其中“重视”步行时间的人提

出，能接受到轨道与电车车站的平均时间为 8.6 min，到公

交车站的平均时间为6.7 min[20]，大致接近以上步行尺度标准。

图 1  选址优化规划的结构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8]

图 2  市原市选址优化规划的结构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① 两类引导区域与 TOD 规划的核心区、TOD 地区和 TOD 的次级区域不完全对应，且两类引导区域在不同规划中的范围也不相同，存在局部范

围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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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金泽市选址优化规划中的步行尺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

TOD 地区步行尺度的确定针对的是大多数人的通用标

准，而选址优化规划则加入了对老年人步行需求的关注，更

重视站点地区老年人的步行尺度。国土交通省在选址优化规

划的方法指引中建议，轨道站点地区按照老年人步行 500 m

的范围划定规划节点，公交站点地区按照老年人步行 200 m

的范围划定规划节点① [8]。这与针对老龄化背景的社区规划

研究结论相类似，伯顿和米切尔认为 400~500 m 的半径尺度

是老年人到达基本服务设施的可接受距离 [12]。而日本各地的

选址优化规划实践基本参照国土交通省的建议，结合老年人

的步行特点和出行需求设置站点地区的规划范围。如金泽市

按照轨道站点地区步行半径 500 m 和公交站点地区步行半径

300 m 划定规划节点，并分别将此作为划分城市功能引导区

域和居住引导区域的依据 [21]（图 3）。

3  选址优化规划中基于老龄化视角的站点地区步
行尺度

在选址优化规划实践中，基于老龄化视角确定轨道站点

地区的步行尺度成为这一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国土交通省

为轨道站点地区和公交站点地区步行尺度的选择确定提出建

议 [8]，但不同城市对具体标准的制定实施并不一定与该建议

一致。各地规划将依据老年人需求，并结合城市自身特征，

对轨道和公交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进行界定，形成的步行尺

度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20,22-29]（图 4）。
（1）部分城市选址优化规划实践的标准与国土交通省

的建议基本一致。如富山市、宇都宫市和饭田市等（图 4a，

图 4b）。富山市的选址优化规划基于房地产领域的研究结

论，总结一般人的步行速度为 80 m/min，考虑到老年人的

实际情况，该市规划按照 50 m/min 的速度设定了 10 min 的

步行圈尺度，即铁路与轨道站点半径 500 m，公交站点半径

300 m[25] ；饭田市和宇都宫市规划的步行尺度为铁路站点半

径 500 m（即老年人步行 10 min 范围）[22,30]。在具体的空间

组织上，考虑到要在轨道站点地区保持面向大多数人的服务

尺度，半径 500 m 外围有时会增设至 800 m 或 1 000 m 的范

围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如富山市和饭田市 [22,25]。

（2）部分城市的规划实践在步速标准上与国土交通省不

同，造成了空间尺度差异。如熊本市的选址优化规划中提出，

铁路与城市轨道站点地区步行尺度为半径 800 m、公交站点地

区为 300 m（图 4c），其主要依据是一般人步行 500 m 的距离

需要 6 min，老年人需要 8 min，而步行 300 m 距离一般人需

要 4 min，老年人约需 5 min② [20]。即相比于国土交通省的建议，

熊本市参照的老人步行速度标准更快，约为 60 m/min。而相

模原市直接选择了 80 m/min 的速度 [26]（图 4d）。

（3）部分规划实践在步速标准上与国土交通省一致，但

由于步行时间标准不同，所形成的空间尺度更大。如枚方市

提出轨道站点步行范围为半径 1 000 m，但 1 000 m 并非指普

通人步行 15 min 的范围，而是指老年人步行 20 min 的范围 [23] 

（图 4e）。另外，也有城市采用不常用的空间尺度，如八王

子市以半径 700 m 为标准确定范围 [28]（图 4f）。

（4）部分规划实践的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在空间上分

为多个圈层或多种类型。如长崎市的轨道站点地区被划分

为 500 m 和 1 000 m 两个圈层 [27]（图 4g）；市原市被划分为

500 m 和 800 m 两个圈层 [17] ；和歌山市分为 300 m、500 m

和 800 m 三个圈层 [31] ；北九州市则被划分为 300 m、500 m、

1 000 m 和 1 500 m 四个圈层 [24]（图 4h）。类型上，神户市

的轨道站点地区被划分为 800 m 和 1 600 m 两个圈层，公交

站点地区分为 300 m 和 500 m 两个圈层 [32] ；寝室川市轨道

站点地区被划分为 500 m、800 m 和 1 000 m 三个圈层，公

交站点地区分为 300 m 和 500 m 两个圈层 [29]（图 4i）。而甲

府市等部分城市则采用不同轨道站点不同步行尺度边界的方

式，甲府站周边半径 1 000 m，南甲府站周边半径 500 m[33]。

① 对于公交站点的步行范围，大部分规划实践采用半径 300 m 的尺度，与国土交通省指引中的建议不同。

② 我国规划研究中常用的步行速度标准是 4 km/h，即 67 m/min。不同国家或城市的情况不同，步行速度标准并不一致，熊本市的规划中采用的

标准比我国规划标准略高，一般人步行速度为 80 m/min，老年人的步行速度为 60 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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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规划均会标注步行尺度的圈层范围，也有部分规

划未标注圈层，如宇都宫市和相模原市虽采用了步行尺度的

原则，但并未在图示上标注步行尺度半径 [26,30]。总体上，选

址优化规划实践中步行尺度的界定具有多样化的标准，包括

两方面特点：一是重视轨道交通、公交车和社区接驳公交等

不同类型公共交通系统的综合交通作用，而不仅仅关注轨道

站点地区，如丰川市是文化资源丰富的旅游城市，规划重视

通过加强轨道公交线路建设来提升各类文化资源和公共设施

的可达性，其居住引导区域也通过综合城市轨道、公交干线

和社区公交的线路和站点布局叠加影响的范围进行划定 [34]

（图 5）；二是选址优化规划的步行尺度与 TOD 规划的步行

尺度类似，其中产生的差异与不同城市的具体条件密切相关，

如老龄化程度、居民出行习惯、是否为山地环境等均会对步

行尺度的确定产生影响。在实践中，如果站点地区的区位价

值高、交通条件好，其影响范围就会增大，如枚方市重要站

点地区步行尺度为 1 000 m，比一般站点 800 m 的尺度略

大 [23]；如果地形复杂，不利于步行通行，其影响范围就会缩窄，

如北九州市采用了公交利用圈的概念，即铁路和轨道站点半

图 4  选址优化规划中步行尺度分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22-29]



45 2021 Vol.36, No.2国际城市规划

刘泉  张莞莅  钱征寒    基于老龄化视角的 TOD 地区步行尺度 —— 以日本选址优化规划为例

径 500 m 范围、公交线路沿线 300 m 范围，而标高 50 m 以

上台地由于不利步行，其范围则缩减为半径 100 m[24]。

4  步行尺度在选址优化规划中的应用

选址优化规划中，轨道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主要有三方

面应用：一是作为不同层次和类型节点分类的规划原则；二

是作为不同规划分区划分和用地功能调整的规划原则；三是

作为布局公共设施特别是公益性设施布局的规划原则。这三

种原则均重视老年人的需求。

4.1  作为节点分类的规划原则
选址优化规划与 TOD 规划类似，往往会在城市整体层

对站点地区形成的空间节点进行分级分类，一般包括“中心

节点”和“地域或生活节点”。中心节点是指公共交通便利

性很好，可为市民提供行政管理中心、综合医院以及商业服

务中心等城市功能的节点；地域或生活节点是指地区中心向

地区居民提供行政服务功能以及诊疗所和食品超市等主要日

常生活服务功能的节点 [8]。

由于不同城市条件和需求不同，具体的节点分级分类方

式各不相同。如宇都宫市将节点分为高等级城市功能引导区

域节点和城市功能引导区域节点两级 [30] ；枚方市将其分为广

域中心节点、广域节点和地域节点 [23] ；静冈市按照不同节点

地区的功能定位差异，将其分为历史文化节点、海洋文化节

点和教育文化节点等不同类型 [35]。

节点分类与具体的步行尺度相关。如熊本市选址优化规

划的地域节点是指以轨道站点和公交站点为中心半径 800 m

的范围 [20] ；宇都宫市的选址优化规划中提出的“城市节点”

和市街化区域的“地域节点”是指包括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和

以铁路站点为中心半径 500 m（老年人步行 10 min 范围）内

的居住引导区域范围 [30] ；枚方市的广域中心节点、广域节点

和地区节点分别指以轨道站点为中心半径 800 m 范围、公交

站点半径 500 m 范围、公交站点半径 300 m 范围，而作为核

心节点的枚方市站半径则为 1 000 m[23]（图 6）。

图 6  枚方市选址优化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3]

图 5  丰川市多样的公交方式覆盖范围叠加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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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作为规划分区的规划原则
选址优化规划中的用地分为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和居住

引导区域两大类，这两类规划分区也主要依据步行尺度进行

划分。

以熊本市为例，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以重要交通节

点的铁路车站和城市轨道站点为中心，将 10 min 的步行距

离即 800 m 半径范围内的区域作为城市功能引导区域。站

点周边半径 800 m 内的开发建设地块或街区被整体纳入该区

域。考虑地形等因素，该区域已除去工业用地和灾害风险高

的地区。

具体的用地划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在步行尺度圈层

基础上增加圈层边界外用地，以及减少圈层边界内用地。以

居住引导区域的划定方法为例①，在增加的部分，当街区或

地块的一部分位于公交线路沿线包括铁路（JR、市电、熊本

电铁）沿线两侧 500 m 范围，或通行公交班次 75 班以上的

公交线路沿线两侧 300 m 范围内时，该街区或地块被整体

纳入引导区域；在减少的部分，规划提出在步行圈层内除去

城市化控制区域和工业用地、灾害风险高的地区 [20]（图 7a，

图 7b）。

北九州市与熊本市类似，居住引导区域的设定包括城市

功能引导区域和公交利用圈 [24] ；在考虑城市功能组织、公共

设施布局和交通出行条件等因素的基础上，岐阜市居住引导

区域是指铁路车站半径 1 000 m 范围以及干线公交路线沿线

500 m 范围，并去除不适宜区域 [36]。

选址优化规划将轨道站点和公交线路或站点的步行尺

度作为用地调整的依据，并与城市防灾要求和公共设施规划

方法进行结合，是一种较为整体和复合的规划方式。我国

TOD 规划虽然也重视常规公交出行的价值，但 TOD 规划中

的用地往往更关注轨道站点的步行尺度范围，对轨道交通与

常规公交作用价值的综合考虑相对薄弱。同时，TOD 地区

的圈层边界与城市防灾等相关规划的协同也较为不足，选址

优化规划的经验对我国 TOD 规划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4.3  作为设施布局的规划原则
选址优化规划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对公共设施特别是公

益性设施进行规划完善，而这些公共设施的规划配置均与步

行尺度相关。以熊本市为例，该市引导设施包括现状维持设

施、起补充作用的设施和需建设设施三类。

① 居住引导区域包含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和公交线路沿线区域，不同城市对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和居住引导区域的划定方法不同。

图 7  熊本市选址优化规划步行尺度的规划作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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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丰川市分区公共设施分布现状（部分，单位：个）

节点 步行尺度

医疗 老年人福利 残疾人福利 儿童服务

医疗

设施

保健

中心

地域服

务中心

上门服务老年

人福利设施

上门服务残疾

人福利设施

儿童服务

中心

上门服务儿

童福利设施
儿童馆

幼儿园、

保育所等

中心节点：

丰川地区、

中央大道地区、

诹访地区

城市功能引导区域 34 1 — 19 8 1   6 1   9

站点步行范围内的城市化促进区域 — — — — — — — — —

站点步行范围内的城市化控制区域 — — — — — — — — —

站点步行范围外的城市化促进区域 37 — 1 26 10 —   4 3 13

站点步行范围外的城市化控制区域   7 — — 11   1 —   1 —   5

地区合计 78 1 1 56 19 1 11 4 27

地域节点：

八幡地区

城市功能引导区域   7 — —   6 — — — —  2

站点步行范围内的城市化促进区域 — — — — — — — — —

站点步行范围内的城市化控制区域 — — — — — —   2 — —

站点步行范围外的城市化促进区域   6 — —   3   1 —   5 —   1

站点步行范围外的城市化控制区域   4 — —   1 — — — 1   2

地区合计 17 0 0 10   1 0   7 1   5

注：站点步行范围以半径 800 m 为标准。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4]

（1）半径 800 m 城市功能引导区域范围内的已有设施，

被定位为“现状维持设施”，政策上不支持新设立与该设施

具有相同功能的设施，避免重复建设。

（2）如果城市功能引导区域缺少部分设施，而现位于半

径 800 m 的城市功能引导区域范围外的设施能补充相关功

能，后者则被定为“起补充作用的设施”。举例来说，800 m

范围内没有金融功能设施时，如果在该范围外有步行或骑行

可达区域的便利店承载了部分金融功能，则将其划分为该类

设施。

（3）如果站点半径 800 m 范围内缺乏某些功能且必须新

建，如商业功能和医疗功能，则将其定位为“需建设设施”。

如缺少金融功能且没有便利店时，规划则将金融功能设施定

位为需建设设施，并探讨在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内对其的支持

措施 [20]（图 7c, 图 7d）。

具体的公共设施规划布局重视轨道站点地区空间规划的

基本原则，采用以步行尺度为基础的空间布局模式。如丰川

市按照站点地区步行尺度的不同距离研究公共设施的分布，

以此作为规划调整的依据 [34]（表 1）。枚方市的选址优化规

划基于老年人的步行尺度，开展各类设施服务范围的研究，

叠加老年人步行尺度与不同类型公共交通步行尺度后，形成

公共设施的紧凑布局。围绕枚方市站的主要设施包括商业设

施、诊所和行政服务设施，其他站点周围零星布局着部分类

型的服务设施 [23]（图 8）。
在公共设施配置内容方面，因选址优化规划考虑老年人

和其他人的需求，整体来看其对规划标准的调整较为综合。

以教育设施为例，考虑到上班族家庭养老负担重，缺少儿童

看护精力，社区也难以提供密集的儿童看护设施，因此选址

优化规划中的幼儿园、小学和老年活动设施的布局原则重视

步行尺度，同时还增加了对上班族利用轨道交通通勤的考虑，

不强求将设施直接布局在社区的步行范围内，而是可以利用

轨道、公交进行通勤，将社区步行尺度与站点步行尺度结合

起来，公共设施布局与轨道公交建设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结合 [8]。

5  选址优化规划中站点地区步行尺度应用的意义与
借鉴

基于老龄化视角分析选址优化规划中步行尺度这一要

素，对我国当前 TOD 规划工作的开展具有参考价值，可提

供模式创新和规划方法两个方面的借鉴。

5.1  提供模式创新的视角
选址优化规划针对老龄化需求，为轨道站点地区步行

尺度的确定提供了新视角，丰富了 TOD 规划步行尺度的内

涵。与以往 TOD 规划只关注“大多数人”步行尺度的平均

标准不同，选址优化规划针对老年人的特征提出了专门的步

行尺度标准，将老龄化特征需求与 TOD 规划的基本原则进

行了结合，形成了面向老龄化、城市收缩和城市更新需求的

TOD 新模式。

同时，选址优化规划将老龄化的诸多需求充分融入用地

规划和设施布局等工作内容，使 TOD 规划不再过度关注商

业开发，增加了对老年人利用轨道公交出行需求的关注，并

将这一需求与老年人利用设施获取服务的需求相结合。对步

行尺度的重新检讨，还涉及城市结构优化、用地规划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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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布局等诸多方面；同时，借由步行尺度原则的调整，

利用选址优化规划这一媒介，城市规划建设更加符合老龄化

社会的发展需要。

步行尺度内涵的变化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基于这一转

变，选址优化规划提供了从综合视角认识老龄化时期城市规

划综合价值的实践探索，为我国已出现收缩发展和老龄化问

题严重的城市提供了前瞻性借鉴。

5.2  提供规划方法的借鉴
选址优化规划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规划类型，如沈振江

等认为选址优化规划是日本在总规层面实现“多规融合”的

“试验场”[37]。这一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公共

设施规划和 TOD 规划的融合，具有综合的规划目标意图。

因而，轨道站点地区步行尺度不同于 TOD 规划步行尺度的

基本内容，前者更多地承载了用地调整、更新建设和设施布

局等不同规划中空间划分的基础标准。

这一规划模式提供了基于老龄化人口步行尺度的具体应

用方法，包括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节点分类的规划原则、划

分不同规划分区和调整用地功能的规划原则以及布局公共设

施的规划原则，明确了如何基于老龄化视角确定轨道站点地

区的步行尺度，以及基于这一视角调整规划用地和公共设施

等内容。以上方法十分具体，易于参照，既与一般意义上的

TOD 规划方法类似，又具有其自身的特色。

建议我国城市借鉴选址优化规划中公共设施配置方法的

经验，尝试依托轨道公交的影响范围，综合站点地区步行尺

度和居民步行至轨道公交的距离、时间，在更大尺度上创新

划定中小学和幼儿园学区范围，同时配置服务老年人的各类

设施，优化公益性设施配置，并在轨道站点地区补充幼儿园、

小学和老年人接送站、接驳车等设施和交通工具。

选址优化规划为我国面对老龄化和城市收缩问题的城市

及其规划提供了案例参照和方法借鉴，同时为儿童友好城市、

包容性城市和智慧城市等不同理念下的站点地区步行尺度研

究以及 TOD 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增强对

“多规融合”综合方法的思考。

6  结语

作为 TOD 规划的重要影响要素，步行尺度的界定和利

用步行尺度进行规划的方法十分重要。在 TOD 规划的研究

和实践中，由于影响因素和现实条件的差异，不同城市的步

行尺度并非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而是存在具体数值的差异。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结合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面

向老年人这一特定人群的针对性步行尺度值得更加深入的研

究。选址优化规划丰富了 TOD 规划的内涵，提供了基于老

龄化视角的 TOD 规划原则和方法。在我国当前的 TOD 规

划中，老龄化需求尚未成为规划关注的重点。在这一阶段对

选址优化规划进行研究，可以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为我国

TOD 规划未来的发展创新提供方法借鉴。此外，解决老龄

化问题只是 TOD 规划的关注点之一，未来的 TOD 规划建

设应该对儿童、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等更多不同类型人群

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和公共设施规划等不同类型规

图 8  枚方市站周边地区的用地规划与设施布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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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具体空间需求进行回应，形成更加综合的方法，发挥更

加复合的价值。

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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