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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导向开发（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①

的重要目标是以轨道公交站点为中心促进周边地区的紧凑

集约发展。在 TOD 规划中，无论是相关学者提出的 3D 原

则 [1]、5D 原则 [2]、5D2 原则 [3]、八原则 [4-5] 或十原则 [6] 等，

均将高强度开发作为规划核心内容之一②。

开发强度③既是一个技术指标，也是衡量空间财产价

值的工具 [7]19，涉及开发建设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合理确

定 TOD 规划的开发强度不仅关系到 TOD 规划地区集聚发

展的理想空间形态目标能否实现，也关系到轨道开发是否

可行以及运营是否高效等现实问题。在目前的 TOD 规划

研究和实践中，开发强度管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如何精确量化开发强度的研究，如依据人口、地

价、客运量等要素，在具体片区、线路或站点周边范围内，

测算容积率等开发强度数值；二是在区域、城市和线路等

相对宏观的尺度上研究开发强度的规划管理方法，即通过

规划设计方案、管理技术规定等手段对不同区域的开发强

度指标进行规划管理。

TOD 规划中的开发强度管控对推动城市开发建设、优

化城市形态和空间环境及保障公共利益和业主权益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不同城市 TOD 规划管理中的开发强度

管控所关注的重点并不相同，方法也不一致。部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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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主要指城市轨道周边地区的 TOD 规划。

② 3D 原则之一为高密度开发。5D 原则之一为高强度、高密度。5D2 原则之一为级差密度（density differential）。八原则包括将土地开发强度与公

共交通承载能力相匹配；确保紧凑型发展，提倡短程通勤等内容。十原则包括在半径 800 m 内进行高强度、混合功能和适宜步行的开发；以

站点为最高，创造多样的强度分布等内容。

③ 狭义上，开发强度可以指容积率这一概念。广义上，城市开发中的开发强度规划调控还涉及其他概念，如我国深圳的密度分区研究，虽然成果

形式上表现为容积率的分区控制，但其初衷是指对人的活动密度的分布进行研究；美国城市规划中，开发强度一般包括商业用地上的容积率和

居住用地上的住宅密度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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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方法等较为综合，如深圳，形成了结合 TOD 原则的

密度分区，展开了专门的 TOD 规划，并在规划标准中纳入

了具有 TOD 原则的容积率修正系数方法；也有部分城市的

管理方法侧重于某一方面。因此，有必要对 TOD 规划中开

发强度的调控方法进行梳理和解读，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对策。

1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整体管控的主要步骤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的整体管控涉及多个步骤，这是

因为 TOD 规划和开发强度管控两项工作在方法上均涉及多

个层次。首先，TOD 规划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不仅

关系到站点地区本身，也对城市整体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TOD 规划往往会包含多个空间层次，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出台的《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以下简

称《TOD 导则》）提出按照城市、线路和站点不同空间层次

分别编制相应规划 [8]。其次，开发强度规划管控的技术方法

也包含城市、片区和节点等不同层次的划分，如美国城市的

容积率规划管理即体现出局部、城市和区域等多层级空间模

式特征 [7]114-115。

因此，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的管控需要综合 TOD 规

划的多层次性和开发强度规划调控的多层次性两个方面的

工作特点，划分为城市整体层面的 TOD 密度分区控制、片

区层面的 TOD 节点①和周边地区的开发强度调控，以及

TOD 节点内部不同圈层容积率差异化调整等三个层次，形

成整体平衡、内外调控、内部调整和额外增加四个主要步骤 

（图 1）。

1.1  整体平衡——城市整体视角的 TOD 密度分区规划
开发强度的规划管控首先涉及城市整体视角下进行的容

积率规划分配。在国外密度分区规划实践中，如美国西雅图

市，采用土地供给控制来计算开发容量，估算容积率 [7]。国

内上海、深圳等城市也较早开展了密度分区规划，对整体层

面的城市开发强度进行规划研究和综合布局。

在城市层面的密度分区规划中，良好的轨道公交体系支

撑的高强度开发对于优化职住平衡、缓解交通压力以及促进

低碳集约的城市形态构建具有重要作用。依托轨道公交建设

对城市整体空间格局进行引导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视。如新加

坡几乎有一半居民住在地铁站点半径 1 km 的区域内 [7]，而

香港在 2000 年的规划即提出在 2016 年轨道站点 500 m 半径

腹地将服务全港 70% 居住人口和 80% 就业岗位的目标 [9]。

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建设，深圳、武汉等

城市的密度分区规划也借鉴了香港经验，较为重视轨道交通

的支撑作用。如深圳市在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展开了密度

分区研究。这一研究充分结合了轨道公交条件和发展需求，

形成六类容积率各不相同的分区，对每一类分区的基准容积

率（容积率下限）和容积率上限提出明确要求，并将成果纳

入城市规划标准和准则 [10]，以保障城市开发强度的分布既不

能过低而导致土地利用不充分，也不能过高而突破城市的环

境承载力。在密度分区规划的基础上，深圳的 TOD 规划对

全市 435 个标准分区进行评估，界定 TOD 重点发展区和一

般地区 [11]（图 2）。此外，《TOD 在中国——面向低碳城市

的土地使用与交通规划设计指南》（以下简称《TOD 指南》）

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公交先导区概念，并进行开发强度引

导，提出先导区内就业岗位和住宅建筑的最低密度（强度）

高于城市平均水平 [4]43。

因此，宏观层面的 TOD 规划一般会结合轨道交通支撑

条件进行密度分区规划，将片区划分为受到轨道开发建设支

撑、强度较高的 TOD 片区和缺少轨道开发建设支撑、强度

较低的非 TOD 片区。其中，由于轨道支撑条件不同，TOD

片区的强度也存在差异。

图 1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整体管控的主要步骤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TOD 直接影响区（一般为半径 400~800 m）内的规划用地在其他研究中也可称为 TOD 地区，为了防止跟本文中的 TOD 片区形成概念混淆，本

文采用 TOD 节点这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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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内外调控——TOD 节点内外的容积率调控和容积

转移
基于密度分区划定的 TOD 片区往往面积较大，虽然被

划分为相对完整的规划单元，但尺度可能超出轨道站点实际

的影响范围。因此，相关规划会进一步在 TOD 片区内，以

轨道站点为中心，划定半径一般为 400~800 m、轨道站点直

接影响的 TOD 节点（即《TOD 指南》所说的不同类型的混

合功能中心），以进一步对这些区域进行重点规划控制引导。

这些 TOD 节点的开发强度会高于其所在的 TOD 片区的其

他部分，如昆明呈贡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公交先导区的规划

布局 [4]40-46（图 3）。
TOD 规划中的开发强度管控重视城市整体视角下对

TOD 节点和其他地区（包括 TOD 片区和非 TOD 片区）的

差异化引导，如《TOD 导则》中提出控制各类 TOD 节点的

容积率下限，以保障这些区域的高强度开发，同时对位于

TOD 节点以外的城市区域进行容积率上限的控制，使其不高

于 TOD 节点容积率下限值的 60%，以实现开发强度向 TOD

节点进行集聚 [8]12；而国开金融公司制定的《12 条绿色导则》

也提出类似指引，要求地铁或 BRT 站点半径 500~800 m 内或

大型公交通道 500 m 内，容积率应该比平均值高出 50%[12]。

此外，也有一些城市在没有进行密度分区规划的基础上，直

接提出上述 TOD 节点内外差异化的容积率管控原则。

除了上述指引中的指标要求以外，部分实践通过容积转

移对 TOD 节点内外的开发强度做进一步调整。容积转移是指

法定范围内原属一宗土地送出基地上未开发的建筑面积（即

容积）转移至其他土地接收基地上进行开发建设的活动 [13] ①。

由于 TOD 节点具有良好的设施支撑条件和开发建设潜力，

因而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容积移转工作中会将轨道

站点周边地区作为容积转移的接收区，使因为生态保护、历

史建筑保护、开发整合的技术原因以及因公共利益被征收等

受到限制的开发强度转移到 TOD 节点区域。如美国马里兰

州的查尔斯县（Charles County）即提出，在进行开发权转

移（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之后，TOD 节点的住宅

开发单元可以从原来的每英亩 15 户增加到 27.5 户 [14]65。在

台湾地区，台北县（今新北市）容积转移的接收区被设定为

轨道公交和火车站周边地区半径 300~500 m 的范围内，或红

线宽度 8 m 以上的道路沿线区域；而高雄市的接收区则是指

轨道公交站点半径 300 m 内的完整街廓 [15]。需要注意的是，

图 2  深圳的密度分区及基于密度分区形成的 TOD 规划分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11]

① 容积转移涉及发送区和接收区两个概念：发送区是被保护而限制开发的地区，即容积被转移的用地，如基本农田、生态敏感区或历史保护区域等；

接收区是指接收转移的容积以进行更高强度开发的用地。

图 3  重庆两江新区 TOD 片区与 TOD 节点的空间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134  2020 Vol.35, No.4

规划研究 

TOD 节点作为接收区的情况也有特例：当轨道站点本身或

周边特色街区作为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时，TOD 节点也可

能将上述用地作为容积转移的发送区，将容积转移到周边其

他用地进行开发，如日本东京的相关实践 [16]。

在我国，除了台湾地区以外，深圳、北京和上海等城市

也展开了容积转移工作的尝试，主要是体现在历史街区保护

（作为发送区的保护）和城市更新方面，但与美国和我国台

湾地区不同，这些城市更多的是将容积转移作为空间布局的

规划调整，而较少涉及市场交易行为，也较少在 TOD 节点

展开专门的转移工作（作为接收区的开发）。由于 TOD 节

点具有良好的轨道公交支撑，且形成公共服务的节点，因此

TOD 节点比较适合作为容积转移的接收区，未来国内容积

转移的工作可以进一步与 TOD 规划管理相结合。

1.3  内部调整——TOD 节点内部不同圈层的下限控制

和系数修正
在 TOD 节点内部需要对不同圈层开发强度进行差异化

控制，以形成婚礼蛋糕状的集聚空间形态，主要是通过对

TOD 节点内部不同圈层设置容积率下限（有时候也会表现

为人口密度的下限）和修正系数的方式来实现。如《TOD

导则》中提出将 TOD 节点分为核心区和影响区两个圈层，

分别控制容积率下限指标，如 I 级线网城市中心站，站点核

心区范围内为 6，影响区为 4[8]18-20 ；珠三角地区在进行城际

轨道站点地区规划时，提出控制规划区的毛容积率下限，如

区域级站点地区的核心区为 2.5，协调区为 2[17]。

分类分圈层控制强度下限的方法十分灵活，往往体现

了不同城市的现实条件和规划需求。如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县

（Sacramento County），在城市核心类型的 TOD 节点，站点

周边商务商业服务功能更为重要，因而只控制半径 400  m 内

的商业建筑容积率下限，以及半径 800 m 内的居住密度下限；

在城市中心和就业区中心类型的 TOD 节点，商务商业服务和

生活服务功能均很重要，因而对半径 400 m 和 800 m 内的商业

建筑容积率下限和居住密度下限均提出控制要求；而在社区

中心类型的 TOD 节点，生活服务功能更为重要，因而对半径

800 m 内的商业建筑容积率下限提出控制要求，对半径 400 m 

和 800 m 内的居住密度下限均提出控制要求 [18]（表 1）。

此外，密度分区控制的是不同分区的基准容积率和容积

率上限，在分区内的具体地块开发建设中，结合轨道公交条

件，采用设置修正系数的方式，能够使具体地块的规划容积

率在基准容积率和容积率上限之间浮动，方法更加灵活。如

深圳、珠海、武汉等城市均在规划标准和准则的要求中提出

在 TOD 节点按照类型和圈层距离的差异增加修正系数，促

使 TOD 节点的开发强度高于周边地区，并形成内高外低的

集约形态 [10,19-20]（表 2, 表 3）。

1.4  额外增加——TOD 节点的容积奖励
整体视角的密度分区和 TOD 节点的分圈层分类控制可

以基本确保具有轨道支撑条件的分区开发强度高于其他分

区，具有轨道支撑的片区中 TOD 节点的开发强度高于周边

地区，而 TOD 节点核心区的开发强度高于 TOD 节点内的外

围圈层地区。在此基础上，通过容积奖励的方法，TOD 节

点特别是核心区的容积率可以进一步提高。

TOD 节点可以通过建设开放空间和公共设施，提升轨

道站点的可达性和公共空间的活力，从而获得容积奖励。美

国和日本城市均提出建设通往地铁站的公共通道和建设城市

广场等公共空间来获得额外容积奖励的政策，如旧金山、东

京和札幌 [7,21-22]。在东京涩谷站的涉谷之光综合体（Shibuya 

表 1  萨克拉门托 TOD规划中的开发强度分类分圈层调控

城市核心 城市中心 就业区中心 社区中心 通勤中心 公交专线通道

居住密度

（下限）

800 m 内：36 户 / 英亩

（约合 88 户 / 公顷）

400 m 内：20 户 / 英亩

800 m 内：15 户 / 英亩

400 m 内：15 户 / 英亩

800 m 内：10 户 / 英亩

400 m 内：15 户 / 英亩

800 m 内：10 户 / 英亩

800 m 内：10 户 /

英亩

400 m 内：10 户 / 英亩

商业容积率

（下限）

400 m 内：2 400 m 内：1.5

800 m 内：1

400 m 内：1.5

800 m 内：1

800 m 内：0.5 400 m 内：0.5 400 m 内：0.25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表 3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2013版 )》地铁站点修正系数表

区位情况 距离站点 / m
车站综合定位

综合枢纽站 交通接驳站 片区中心站 一般站

修正系数
200 +0.80 0 +0.60 +0.40

500 +0.60 0 +0.40 +0.2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表 2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3版）》居住用地地块容积率
指引表

分级 密度分区 基准容积率 容积率上限

1 密度一、二区 3.2 6.0

2 密度三区 2.8 5.0

3 密度四区 2.2 4.0

4 密度五区 1.5 2.5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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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karie），通过提供步行通道、广场和具有“育成用途”①

（如展厅、学院、剧院等）的公共设施，以提升地块的功能

复合性和公共性，将原规划容积率从 8.15 提高到奖励后的

13.7[21]。而在札幌市札幌站前大道北侧地区，包括站点前街

沿线活力提升、地下通道增加地铁站点可达性和活力提升、

地下通道增设出入口以及广场空间整治等，均可得到容积奖

励，分别增加 0.5~1 不等的容积率 [22]。

我国城市在进行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建设时，也较为重视

设置容积奖励的激励政策，如东莞提出以“提升轨道站点周边

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市场主体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减轻公共财政压力”[2]。可得到奖励的内容包括室内公共通道、

首层街墙退缩、轨道附属设施、空中连廊、地下通道、室内公

交换乘设施和室内客货上下设施等。东莞市对这些设施的公众

开放性、容积奖励的上限以及奖励部分建筑的公共性提出相应

要求，以确保容积奖励的作用真正发挥在保障公共利益方面。

2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整体管控的方法建议
TOD 规划的理想形态为以轨道站点为中心形成簇群状紧

凑集约的婚礼蛋糕形态，如美国阿灵顿县（Arlington）依托

R-B 地铁走廊②在站点周边形成的集聚布局，但并非所有实例

都表现为类似形态，在实践中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还包括巴

西库里蒂巴的 BRT 沿线形成的高强度开发的 TOD 廊道，新

加坡新市镇 TOD 开发形成外高内低的阶段化发展形态等 [23-24]

（图 4）。这些差异化空间形态的演变和形成，很大程度上

与开发强度管控的不同方法有关，涉及空间层次、发展时序

和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TOD 规划应

该进一步促进开发强度规划调控技术方法的进一步完善。

2.1  空间上，完善从整体到局部相协调的管控方法
开发强度集聚对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

低碳发展的视角看，城市人口密度或开发强度与碳排放呈现出

① 对不同区位的站点有不同的规定，通常包括文化交流设施、商业设施、生活支援设施、产业支援设施等。

② 华盛顿地铁罗斯林（Rosslyn）站到波尔斯顿（Ballston）站段。

图 4  TOD 规划多样的空间形态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TOD 研讨会及新加坡市区重建局资料

波尔斯顿

弗吉尼亚广场

克拉伦登

法院

罗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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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的关系，越是高强度开发，越具有低碳发展模式 [25]。理

想的低碳生态城市应该依托公共交通体系组织土地利用和城市

功能，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合理紧凑的规划布局模式 [26-28]。

这种理想规划形态的出现需要多层次开发强度管控方法的支撑。

TOD 节点的开发强度集聚强调的是一种“相对化”的容

积率分布，主要依靠 TOD 节点和周边用地的规划调控，但

这种相对性并非没有边际，而是有必要的“地板”和“天花

板”作为限制，其规划调控的基础是总体层面的开发强度统

筹，无论是美国的区划还是我国近年来逐步开展的密度分区

规划，均体现了对总体层面开发强度规划的重视。密度分区

规划的主要结果即是形成不同分区的基准容积率和容积率上

限，这是中微观层面 TOD 开发强度上下浮动的基础。而在

中微观层面，TOD 节点内外区域和内部用地的开发强度具体

应该如何分布，则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细化引导。

因此，TOD 规划应该在空间层面构建从整体到局部相

协调的开发强度管控方法。首先，结合轨道公交支撑条件

进行密度分区规划，将 TOD 理念融入整体的开发强度分配

过程中。其次，在规划管理中确保 TOD 节点的容积率高于

其他地区，一般比平均值高出 50%~60%[8,12]，不同城市和

站点条件不同，具体数值存在差异，如深圳的修正系数为

40%~80%，而武汉则为 20%~60%。再次，拉开 TOD 节点

内部不同圈层的强度差异，如果采用修正系数，圈层之间的

差异一般为 10%~30% 增幅不等 [10,20]。最后，增加容积率奖

励和容积转移等方法，进一步优化轨道站点地区的强度形态。

2.2  时间上，针对不同阶段发展需求形成动态的调控模式
由于不同城市发展阶段、条件和目标各不相同，在 TOD

规划中，空间上多层次开发强度规划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要

能够适应较长时间发展变化的动态管理方法作为支撑。如珠

江三角洲地区的部分城市，特别是在位于大城市外围或小

城镇中的城际轨道站点地区，由于站点周边尚待开发，而

TOD 节点内部的建设强度较高，在规划初期会出现突兀的

TOD 综合体与大片农田、村镇相连的拼贴景象，形成巨大

的景观反差。这一实例说明城市建设与轨道建设时序的不同

步对 TOD 规划效果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

TOD 规划需要有长远规划建设的眼光，开发强度规划

管理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城市条件的差异性和城市发展变化的

动态性特征，综合调整系数、预留开发用地以及开发权转移

等方法，针对不同发展时序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发强度规划调

控方法和对策，以因应不同发展时序的动态调整需求。

首先，鼓励采用修正系数的方法。如借鉴深圳、武汉

等城市的经验——没有采用控制轨道站点地区容积率上下限

固定数值的刻板方法，而是在密度分区规划的基础上，通过

设置修正系数进行灵活管理，以达到水涨船高的作用，保持

TOD 节点容积率较高的相对优势。这种修正系数的方法能

够充分适应发展速度快、强度和空间形态变化复杂的城市地

区的发展需求。其次，在轨道站点地区按照一定比例预留用

地，进行弹性开发。如新加坡新市镇轨道站点地区的开发没

有局限在大运量快速交通（MRT: Mass Rapid Transit）站点的

临近地区本身，而是先在周边更大范围修建住宅积聚人气，

但在 MRT 站点周边地区开发强度则相对较低，为未来可能

产生的公共服务需求设置一定规模的设施预留用地①，以利

于远期进一步合理开发 [23-24]。规划形成的外高内低形态，虽

然表面上有悖于理想模式下 TOD 节点外低内高的集聚形态，

但随着开发建设的推进，站点地区会逐步增加开发强度，渐

次向理想化的集聚形态转变（图 5）。最后，借鉴美国和我

国台湾等地采用的容积转移的方法，进一步促使开发建设活

动以动态的方式向轨道站点地区集聚。

2.3  机制上，向法定规划和技术标准落实的综合机制
密度分区是对开发强度规划数值的确定，而调整系数、

开发权转移和容积奖励则是对已经确定的规划基准进一步调

① 如图 5 中浅黄色的 R 类用地（reserve site）为用途尚未确定的保留用地。

图 5  新加坡义顺新市镇轨道站点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布局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相关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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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方法，二者的结合，才能既保障 TOD 规划符合城市整

体发展框架，同时又具有应对不同条件的灵活应变手段。

总体上，完善的 TOD 规划应该形成开发强度制定与规

划调控相结合的管理方法。特别是应该在 TOD 节点形成的

不同空间层次和不同时序阶段开发强度规划调控方法体系基

础上，向总规或控规、技术标准等法定规划及标准等相关载

体进行落实，并创新尝试制定容积奖励机制、容积转移机制

等，形成综合的规划管控机制，保障 TOD 规划的有效实施。

首先，在城市总体层面应该将结合 TOD 规划思路的密

度分区成果与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结合，以便开发强度规划布

局的意图能够落实到法定规划中，从而影响详细规划的编制。

其次，将密度分区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并设置

修正系数和相应管理规则，以便对相应的规划编制和开发建

设形成有效的规划管理要求。最后，结合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或专门制定 TOD 规划导则，创新制定容积奖励、容

积转移以及借鉴预留开发用地机制等，鼓励外围区域的开发

意向能够借助市场机制，逐步向 TOD 节点，特别是核心区

进一步集聚，以塑造集约紧凑的城市形态。

3  结语

开发强度管控是 TOD 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

如果缺少了对空间整体性的考虑，仅仅着眼于 TOD 节点范

围内的圈层强度差异，而不与周边用地的开发强度相协调，

那么 TOD 节点的强度规划数值很可能貌似合理，而实际上

却会失真；如果缺少了对开发时序的考虑，仅仅关注规划布

局是否符合理想化的集聚形态，那么规划师很可能对阶段化

的不成熟形态产生疑虑，甚至难以制定动态化的对策，不利

于 TOD 规划的理性发展；如果缺少了对相关规划机制的考

虑，仅仅关注 TOD 规划的方案设计，而不能与法定规划或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相结合，那么 TOD 规划的意图就会难以

得到落实，而成为虚幻的图景。

综上所述，在国内城市轨道建设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

下，为了使 TOD 规划建设中的开发强度管控要求得到落实，

规划管理部门应该构建系统的开发强度规划管控技术方法

作为保障，充分重视不同空间尺度下开发强度管控的整体

性、不同时序下开发强度管控的针对性以及现有规划管理

体系下调控机制的综合性，从而促进 TOD 规划理想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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