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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OD 地区规划设计的基本布局模式主要包括基于小尺度街廓

的方格网模式和环形放射模式，均能从 TOD 概念诞生以前的轨道站

点地区规划发展历史中梳理出演变脉络。1990 年代，卡尔索普提出

的美国式 TOD 理念在规划中延续了上述两种基本的布局模式；此外，

新加坡发展出了基于大街廓的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布局模式。这三种

模式对我国的 TOD 规划实践均产生了影响。本文以布局形式和街

廓尺度为重点，结合国外案例及国内实践，对 TOD 地区的规划布

局模式的形态演变进行解读，将三种模式整理为六种主要的布局形

态，并总结布局模式的规划设计重点。首先，坚持采用小尺度街廓

模式进行 TOD 规划设计；其次，重视方格网模式的基础作用；再次，

突出 TOD 地区的空间可识别性，在中心地区和重要站点地区，采用

环形放射布局依然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最后，大街廓模式在现

实中普遍存在，因而需要重视这一模式带来的问题。

Abstract: The basic planning form of TOD area along urban rail transit line 
mainly includes straight grid pattern and concentric grid pattern at small block 
scale. The evolution of these patterns can be reviewed from the history of rail 
station area planning before TOD era. In 1990s, American TOD concept 
proposed by Peter Calthorpe still uses such basic urban patterns. In addition, 
Singapore has developed a super block scale urban pattern in transit station 
area. These three patterns have great impacts on TOD planning practices in 
China. As the urban form and block scale focused,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planning pattern evolution of TOD area along urban transit line with case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6 main types of urban form, and 
provides pattern design suggestions for TOD planning. First of all, small block 
scale is still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OD urban design; secondly, straight 
grid pattern plays a basic functional role; and then, spatial identity in TOD 
area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concentric grid pattern is suitable for those 
important station areas; finally, super block scale urban pattern generally exists 
in reality, so it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its problems can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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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街廓（block）是指“由城市道路红线围合而成的城市用地”，其翻译分为两种：“街廓”译法与“街区”译法。一般来说，“街区”概念包括比

较丰富的社会内涵，“街廓”概念则特指空间尺度概念。本文探讨的重点是空间规划设计领域的狭义内容，因而采用“街廓”的译法。

在公交导向开发（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的规划设计中，基于道路网结构的布局模式是空间规划设计

的基础，特别是在新建地区，规划初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

对于后续建设过程中规划区的用地效率、空间形式、功能与

强度分布乃至于规划建设实效的发挥均会产生长期影响。因

此，在大规模 TOD 规划建设的背景下，对轨道站点 TOD 规

划建设地区（以下简称为“TOD 地区”）布局模式进行系统

总结和研究，对未来具体的规划工作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现

实指导意义。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TOD 地区的规划指引对功能混合、

强度分布、交通组织和空间环境等要素研究得较多，但与布局

模式相关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在具体城市个案中的应用，如深圳、

沈阳、杭州等，缺少从历史视角进行的系统梳理和解读。在城

市形态学领域，平面布局具有结构性的作用，其研究居于规划

设计的首要地位 [1] ；同时，规划布局模式的空间研究不能脱离

时间维度 [2]，需要关注城市建成环境处于时间、形态和尺度三

个维度连续发展的演变状态 [3]。因此，TOD 地区布局模式研究

也应回到历史发展的广阔领域中，增大时间纵深和空间视域，

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分析 TOD 布局模式的形态演变特

征，对 TOD 布局模式进行总结，以便做到以史为鉴，更加客

观合理地指导未来 TOD 地区的规划建设。

1  TOD 时期之前小尺度街廓的布局模式

在 TOD 地区影响范围（一般为半径 400~800 m）内，布

局模式可以总结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基于小尺度街廓①的方格

网模式和环形放射模式。方格网模式有利于站点地区的快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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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设，是 TOD 地区规划布局的主要形式；而放射型布局

模式有利于表现轨道站点的中心性和门户特征，并加强站

点与周边社区中心或公共开放空间的直接联系，也是 TOD

地区规划设计的一种常见形式，如彼得 · 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1990 年代提出的 TOD 模型采用的就是环形放射

模式 [4]。

从历史角度看，这两种模式并非 TOD 理念下站点地区

空间规划设计的独辟蹊径，而是历史形式的延续 [5-6]，是对早

期铁路、电车站点地区规划设计普遍采用的高密度方格网和

古典轴线形式等两种传统布局的继承和发展，均能从 TOD

概念诞生（1990 年代）之前的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发展历史

中找到原形及演变脉络。

1.1  方格网模式
最早意义上的轨道站点地区开发是伴随着铁路和电车等

轨道交通建设同步进行的，如近代以来，郊区化开发的盛行

即是以铁路建设为起点 [7]。相关研究认为 TOD 开发理念的

源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日本郊区铁路

和电车建设时期 [8-11] ；而在空间设计层面，其布局模式则可

进一步上溯至 19 世纪更早一些的美国铁路建设时代。基于

1787 年制定的《西北法案》（The Northwest Ordinance）提出

的方格网式城镇土地测量与划分方式，19 世纪的美国铁路站

点地区规划建设表现出小尺度、方格网形式的规律化特征 [5]， 

如刘易斯 · 芒福德（Lewis Mumford）即认为，方格网规划结

合公共交通网建设，构成支配 19 世纪城市发展的两个主要

活动 [12]。斯坦福 · 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提出美国最

早的铁路城镇（railroad town）建设于 19 世纪的南卡罗来纳

州，最初的方格网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正方形的棋盘网

格，如 1831 年规划建设的萨默维尔（Summerville，图 1）；
二是长方形的方格网，如1834年规划的艾肯（Aiken，图2）[13]。

这些方格路网与铁路走向关系十分密切，格雷迪 · 克莱

（Grady Clay）通过对 19 世纪美国亚特兰大和中西部及大平

原地区的海斯（Hays，位于堪萨斯州）、诺曼（Norman，位

于俄克拉荷马州）、弗雷斯诺（Fresno，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等城市进行分析，注意到站点地区的这些方格路网具有较好

的可识别性。这是由于铁路站点地区规划建设的主要目的是

服务于铁路周边地区的开发建设，其中心区最初是依托铁路

站点兴建而成的铁路网格城镇（railroad-grid town），所以其

采用平行于铁路走向的方格路网，当铁路与美国普遍采用的

正南北路网（national grid）不平行时，站点周边的路网也会

形成相对独立的网格结构，而与正南北路网的交接边界形态

差别明显 [14]（图 3）。
这一时期，铁路站点地区的规划设计已经体现出标准化、

模式化的特征。如安东尼 · 莫里斯（A. E. J. Morris）发现在

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在铁路沿线 33 个站点地区的开发中，

采用同一团队、同一标准，完成了形态统一的方格网规划 [15]

（图 4）。斯皮罗 · 科斯托夫（Spiro Kostof）则注意到铁路站

点地区的方格网规划布局平面具有共同的模式特点，在结构

图 1  萨默维尔规划（1831 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图 2  艾肯规划（1834 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图 3  海斯的方格网特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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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往往重视两条轴线：一条是平行于铁路的工业轴线，用于

布局铁路运输的配套设施；另一条则是与之垂直或重合的商

业轴线，用于布局商业配套及生活服务设施。而在具体的路

网布局和街区划分层面，科斯托夫总结这一时期美国铁路沿

线出现了数百个城镇，绝大部分的站点地区建设规模不超过

30~60 个街廓，每个街廓则分成 6~16 块用地 [2]122-124。由于长

方形街廓可以最迅速地分成买卖交易的货币单位，是资本主

义时期城市扩张的标准单位 [12]438，因此从保证轨道站点周边

地区开发建设快速有效实施的角度出发，在一定尺度内，标

准化的小尺度方格网的空间布局模式是当时站点地区规划建

设的合理选择。

除了在美国，这样的标准化模式也逐步扩散到亚洲新兴

地区铁路沿线的开发建设中。如在我国东北地区，20 世纪初

至 1930 年代，作为亚洲铁路建设的代表性地区，沈阳、长

春、大连、哈尔滨等城市的铁路站点地区在日俄殖民者的主

导下，引入近代规划理念和古典主义设计手法，也普遍采用

了方格网型和放射型布局模式。其中，长春（中东铁路附属

地）、大连（沙河口）、丹东、满洲里、铁岭等规模较小的站

点地区重视开发建设效率，直接采用方格网形式，街廓尺度

普遍在 50~200 m 之间，尺度较小、路网绵密，利于商业拓

展 [16-18]（图 5）。

1.2  环形放射模式
结构性主干道路的形式和走向是体现城市片区空间特征

的重要设计手段，完全意义上的方格网模式缺少明确的形式

特点，可识别性较弱，很难单独依靠这种手法突出站点地区

的空间特色，而采用环形放射模式则可以使片区空间结构的

特征更加鲜明。

环形放射模式在轨道站点地区的应用同样有较为久远

的历史，19 世纪末欧洲火车站前地区即经常采用放射形的

古典主义规划设计结构，如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格勒诺布尔

（Grenoble）等城市火车站的站前地区 [2]238（图 6）。20 世纪

早期，当时的规划设计除了通过放射形态突出火车站点的门

户作用以外，也受到田园城市等理想规划模型中所具有的古

典主义特点的空间形式追求的影响。

除欧洲以外，美国、日本、中国东北的铁路站点地区

的规划布局也普遍采用了放射状的规划手法。1916 年，约

翰 · 诺伦（John Nolen）在美国田纳西州完成的金斯波特

（Kingsport）规划即结合轨道站点采用了古典主义的放射

状布局形式 [19-20]（图 7），成为近代轨道站点地区规划的经

典布局形式；1920 年代，美国的克林顿 · 麦肯齐（Clinton 

Mackenzie）提出的模型城镇（model town）采用了与诺伦方

图 5  近代东北城市铁路站点地区的方格网布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18]

图 6  斯特拉斯堡火车站点地区的放射状布局（图纸左侧）
资料来源：斯特拉斯堡 1888 年地图

图 4  伊利诺伊州轨道站点地区的规划布局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典型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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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类似的形式，即使用两条放射形道路从站点通往住区主要

公共空间的“Y 字”布局形式 [21-22]（图 8）。不过从形态上看，

这两个方案的轨道站点本身并不是城市中心，而是更多地承

担着门户的作用，通过景观大道与城市中心形成空间联系，

城市中心为放射格局，但站点地区周边依然是方格网形式，

可以理解为方格网与环形放射模式的组合。

1922 年，日本东京的田园调布地区则与上述模式不

同。这一规划实践借鉴田园城市的理念，参考英国莱奇沃斯

（Letchworth）规划思路，轨道站点即是片区中心，直接依

托三条道路轴线，形成环形放射的规划布局模式 [11]177（图 9）。
与田园调布规划时间相近，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规划中轨道线

路穿过城区的数个组团中心区域，站点与组团中心相结合，

采用了环形放射的布局模式，且这一模式与田园调布具有的

半圆形态不同，采用的是更加理想的完整环形放射模式（图

10）。1930 年代，托马斯 · 亚当斯（Thomas Adams）和沃尔

特 · 鲍姆加特纳（Walter Baumgartner）提出的理想城市模型

在采用环形放射布局模式的基础上，强调铁路站点与城市中

心相邻的布局安排 [21]，形态与堪培拉规划十分近似。

在我国东北地区，沙俄殖民者于 19 世纪末进行的大连

规划就采用了以交通枢纽和城市中心为核心形成环形放射布

局模式的巴洛克轴线系统 [23]。而在 20 世纪初，与丹东、铁

岭等规模较小的站点地区直接采用方格网形式相比，如沈阳、

长春、抚顺等大城市的满铁附属地①规划，因更关注城市的

门户形象，故倾向于采用方格网与放射线相叠合以及环形放

射布局的手法 [24]。这种模式也被曲晓范形象地解读为“扇面

模式”[25]（图 11）。此外，如沈阳沈海商业区等东北地方当

局自主主导的铁路站点地区开发建设同样开始尝试放射状的

规划布局形式 [26]，以增强开发地区宏伟的空间形象；而伪满

时期长春规划中的铁路站点地区规划设计则采用了与堪培拉

类似的布局形态 [27]。

2  TOD 地区布局模式的形态延续及发展

2.1  TOD 理念下的布局模式
上述规划设计模式在近代时期较为普遍，直到 1930 年

代以后，随着汽车技术和公路交通的发展以及现代主义规划

① 1904—1905 年俄日战争后，日本接收原来由俄国人控制的长春以南至大连段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并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名义继

续控制并建设，称为“满铁附属地”。

图 7  金斯波特的放射状布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图 8  麦肯齐的放射状模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

图 9  田园调布地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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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追求回归小街廓、密路网的方格网或环形放射的传

统模式和低碳生态的规划理念才成为美国 TOD 规划理念的

重要内容。

1990 年代，卡尔索普提出 TOD 理念，将 TOD 规划范

围界定在距离站点半径 400~800 m 以内，并强调在站点地区

的规划建设中，向传统的空间设计方法和布局模式靠拢。他

的 TOD 理念受到田园城市和邻里单位等经典理论的影响 [4-5]，

重视古典主义等传统设计手法的应用 [5]，并关注地域美学的

延续 [4]；其布局模型所采用的放射模式并不仅仅是概念示意，

而是可以直接应用的空间设计手法。他在西拉古纳（Laguna 

West）及普莱瑟新城（Placer Villages）等地进行规划实践，

均对这一放射状布局手法进行了应用，强调站点门户地区的

空间形象，以有效破除方格路网造成的单调感，并强化站点

与周边地区社区中心或公共空间的直接联系。

在手法上，卡尔索普的 TOD 模型从历史中的城市形态

寻找灵感，借鉴传统城市空间布局的手法，其方案与近代时

期的经典案例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近似性。如波特兰的奥克

兰站地区规划设计方案即采用了“Y 字”形结构 [28]，与 1920
年代麦肯齐提出的模型十分相似。

虽然卡尔索普的 TOD 模型及其早期的规划设计实践采用

了环形放射布局模式，但是考虑到轨道站点地区开发建设的实

际需求和现实条件，依然有大量的 TOD 规划实践采用方格网

型布局模式，从而形成方格网模式与环形放射模式并存的现实

图 11  近代东北铁路站点地区的方格网 + 放射线模式和扇面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27]

图 10  1911 年堪培拉规划及修改实施方案中轨道站点与环形放射组团中心的叠合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图纸标注

理论的兴起，汽车交通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

宽马路、大街廓的规划方式日益对城市形态产生广泛的影响，

轨道建设逐渐式微。正是由于存在小汽车主导城市发展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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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达拉斯 TOD 规划的两种布局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9]

发展为目标的 TOD 规划十分重视小尺度街廓的作用，如萨克

拉门托和圣安娜（Santa Ana）均在 TOD 规划中强调了采用方

格路网布局模式以及控制较小街廓尺度的重要性 [30-31]。

2.2  新加坡轨道站点地区的大街廓模式
而在美国式的 TOD 规划体系以外，不具有小街廓、密路

网的规划传统肌理，同时未走向北美郊区蔓延式发展的其他地

区，也发展出了在大街廓模式下进行轨道站点地区规划的方式。

大街廓模式是指不以小街廓、密路网为原则，而在 TOD

地区采用宽马路、大街廓形式进行规划布局的模式。受制

于现状条件特点及一体化开发的需求，此类布局方式在香

港和日本的新市镇规划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典型代表则

是新加坡的新市镇规划。新加坡新市镇最初兴起于 1960 年

代；1971 年概念规划提出要依托轨道公交为骨架联系各市镇

中心，促进城市发展 [32] ；大运量快速交通（MRT: Mass Rapid 

Transit）则基本于 1980 年代建成投入使用；1990 年代，新市

镇依托 MRT 进行规划建设，具有明显的公交导向开发特征。

虽然新市镇的空间布局方式与 TOD 模式具有相似性，如强调

以轨道站点为中心、划分半径 500 m 和 1 km 两个圈层等，但

在微观层面的街廓尺度和形式上则与美国式 TOD 存在差异。

以 1990 年代规划建设的义顺、蔡厝港和榜鹅为例，新

市镇更多地采用了大街廓模式：义顺和蔡厝港的街廓外边界

形态并不规整，尺度一般为 200~600 m 不等；而榜鹅新市镇

则采用了边长为 300~400 m 的方形街廓（图 13）。早期轨道

站点周边以占地较大的公共设施或绿地公园为主，并对未来

开发建设的用地进行了预留，周边住宅开发容积率在 2.0~3.0
的区间内均质分布① [33-35]。这一时期的开发与一般 TOD 开发

① 如义顺新市镇住宅容积率一般为均质化的 2.8，仅仅在部分滨水区域出现 1.4~2.1 的较低强度开发，但强度变化更反映景观资源的影响，而非站

点地区的空间价值；榜鹅新市镇与之类似，住宅容积率一般为 2.8~3.5 不等，滨水区域容积率降低为 1.4~2.1。

图 13  义顺、蔡厝港和榜鹅新市镇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3-35] 规划图纸标注

环境。如 2008 年达拉斯 TOD 规划设计指引提出达拉斯 TOD

地区的两种基本空间布局模式：方格网型（straight grid）和放

射型（concentric grid）[29]（图 12）。2011 年，盖拉等（Guerra et 

al.）也将 TOD 地区布局分为网格型（network-based）和放射型

（radial）两种 [6]。此外，不管采用哪种形式，以抵御郊区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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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心向外围逐层叠落的婚礼蛋糕形态不同，由于站点地区

的商业中心强度较低①，且周边地区存在预留用地和大量的

开放空间，新市镇整体上呈现出外围高且均质、中间低且开

放的形态，如义顺 MRT 站点地区。

近年来 MRT 站点地区的规划建设中，站点商业开发容

积率有了显著提升，在半径 500 m 与 1 km 的不同圈层内体

现出 TOD 开发强度分布内高外低的一般性特点 [36]，如义

顺、蔡厝港和榜鹅，新市镇中心达到了 3.0~4.2；另有部分

站点周边地区形成了更高强度的开发，如裕廊东站（Jurong 

East），随着酒店、办公、商业项目大量进驻，站点地区商业

开发容积率达到了 4.2~7.0[37]。这说明之前规划预留的用地开

始逐渐进行填充建设，以往外高内低的形态则是整体发展过

程中的阶段性表现。

在高强度开发建设中，依然可以清晰看到其宽马路、大

街廓的基本模式形成的格局骨架。美国新城市主义理念下追

求通过 TOD 开发对大街廓进行再分，从而优化街区形态的

理念 [38]，新加坡的实践则与之存在一定的差异，即选择在较

大尺度的街廓上形成一体化的开发建设。

3  TOD 地区布局模式在国内的应用及演变

在国内以 TOD 开发为重点的新城新区规划中，小街廓

的方格网模式、环形放射模式以及大街廓模式等三种基本模

式均能看到。近年来，国内城市的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大多会

参照 TOD 的基本设计原则，并借鉴其规划设计模式，在卡

尔索普本人参与设计的珠海北站地区、昆明呈贡新区等地的

TOD 规划实践中，则将“超大街区”作为典型问题进行检

讨，重视以小街廓、密路网的方格网模式为主的布局方法，

规划方案中的街廓尺度控制在 100~200 m。除了方格网模式，

为了突出新城区的可识别性和格局特色，上述实践也会在中

心地区的局部区域结合公园绿地采用环形放射模式。整体上

形成多数站点地区以小街廓方格网模式为主，局部重要站点

地区结合环形放射模式的组合方式 [39]（图 14）。
而脱胎于新加坡新市镇模式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则与上

述实践不同。中新天津生态城提出“TOD+ 生态邻里”的规

划理念，在形态上采用了大街廓、方格网的模式，街廓尺度

为 400 m 左右，规划方案在形态上与新加坡新市镇类似；在

微观层面的街廓空间组织上，二者也明显具有共同特征，如

中新天津生态城提出在每个街廓中间设置一定的绿廊及步行

通道的做法，可以看到新加坡榜鹅新市镇等实践案例的影响

（图 15）。虽然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规划对生态环境和空间品

质较为关注，但总体上，这种尺度偏大的街廓基础会给后续

的开发建设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如大街廓内部开放性不足、

空间布局不够人性化、可作为商业功能的临街面数量会较少、

不利于市民出行以及功能组织等，受到部分学者的批判 [40-41]。

此外，在城际轨道层面，2011 年广东省在珠三角地区开

展了一系列城际轨道站场 TOD 综合开发规划（以下简称综

合规划）的相关工作。这一系列规划进行土地普查，开展包

括规划设计指引、开发机制等内容在内的多项研究，编制总

规纲要与规划编制技术指引，并先后开展多批次的站点地区

规划设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容体系。特别是第一二批站

点地区规划试点项目，在早期探索中对 TOD 的基本原则进

图 15  榜鹅与中新天津生态城街廓布局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规划及谷歌地球影像图整理

① 根据规划图纸测算，如义顺新市镇中心商业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约为 10 hm2，规划建筑面积为 46 845 m2，容积率约为 0.5 ；榜鹅新市镇中心商

业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约为 8 hm2，规划建筑面积为 127 400 m2，容积率约为 1.5，低于周边住宅开发强度。

图 14  昆明呈贡新区的规划布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9]

不鼓励
由大尺度主干道和超大街区构成
的路网结构
- 小汽车优先于行人
- 不鼓励行人活动

推荐
小街区的城市道路网络
- 行人优先于车辆
- 支持行人和经济活动



86  2020 Vol.35, No.1

城乡研究 

图 16  珠三角城际轨道站场 TOD 综合开发规划的布局形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规划整理

行了规划设计落实，较为严格地遵守了总规纲要研究阶段所

提出的“鼓励采取小规模、街坊式、开放式的建设形态设计”

等设计要求 [42]，规划方案大多采用小街廓、密路网的模式，

部分方案中街廓尺度控制在 200 m 以内，并采用通过网络状

的慢行系统联系周边组团的理念，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标准化、

模式化特征的规划设计实践。

在第一二批试点的 13 个项目的规划设计中，除了如银

盏站等少量地形特殊、临近山水自然景观资源的站点以外，

绝大部分采用的是方格网的布局形式。其中，第一批次 6 个

站点的综合规划中，鼎湖站、三水站和珠海北站由于位于新

区，条件较好，较为严格地采用了 TOD 规划中小街廓、方

格网的布局模式；而新塘站和张槎站等，其方格网形式更多

地反映了与周边既有的建设现状和道路条件的结合。

环形放射模式仅在重要的门户站点或基于特定条件的规

划设计中局部采用，如佛山西站及狮山站的规划方案。大部

分方格网模式下的布局方案更多的是采用在站点正前方设置

轴线廊道的方式来突出站点的门户形象，在两个批次的站点

地区规划中有 6 个站点的规划方案采用了轴线手法，且这 6
个站点的轴线均不是依托道路形成的景观大道，而是通过对

站前用地进行划分，与车行道路分离，形成具有步行特征的

滨水绿轴。而环形放射模式形成的形式主义结构则被弱化，

转变为以网络化公共开放空间体系的方式与周边住区组团中

心形成衔接。

从第三批试点开始，综合规划不再由省住建厅主导编制，

而是逐步由各个城市分别编制上报。虽然小街廓、密路网的

原则和小尺度方格网模式依然受到重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

的影响，如珠三角乡镇地区复杂的用地权属情况及现状条件、

不同城市对站点地区发展诉求的差异以及设计团队对 TOD

理念理解的区别等，在部分设计实践中小街廓原则有所松动，

大街廓模式则依然应用广泛，如南头站、古镇站等（图 16）。

4  TOD 地区布局模式形态演变的解读思考

总体上，从近代欧美城市轨道站点地区规划的源头、

1990 年代以后 TOD 规划的发展以及其近年来在我国的实践

来看，小街廓尺度下，轨道站点地区基于方格网模式和环形

放射模式两种基本布局大体可以具化为五种主要形态：正方

形方格网、长方形方格网、方格网 + 放射线组合、方格网 +

放射线叠合和环形放射。其中，小尺度的方格街廓是上述类

型的基础，是否采用放射状，则是结构布局的手段差异。结

合大街廓模式，共有六种主要的布局形态（图 17）。
从 TOD 地区布局模式的形态演变可以发现，近代时期

轨道站点地区基本的规划布局模式对后来的 TOD 地区的规

划设计形成了重要影响，相关规划设计并没有突破既有的基

本布局模式。在我国，诸多 TOD 规划研究与实践对卡尔索

普的 TOD 模型进行了诠释和发展，而新加坡新市镇的模式

则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地得到了再现。总体上，小街廓的方

格网模式和环形放射模式以及大街廓模式依然是 TOD 地区

主要的布局类型，虽然大街廓模式存在诸多不足，但受到各

方面条件的约束，这一模式依然会在实践中被采用。基于这

些不同模式的特点，TOD 规划应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坚持采用小尺度街廓模式进行 TOD 规划设计，

将 TOD 地区的街廓尺度控制在 200 m 以内，城市核心区域

的 TOD 地区宜进一步控制在 100 m 左右。这是因为小尺度

街廓开发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提升交通及用地开发效率，

二是促进低碳理念的发挥，三是塑造更好的城市生活环境。

起源于美国的 TOD，其重要内涵之一是对小汽车主导的蔓

图 17  TOD 地区三种布局模式下的六种主要形态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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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模式的批判与改进，具有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因此，

美国近年来的 TOD 规划依然强调轨道站点地区形成小尺度

街廓，如萨克拉门托。在我国，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即提出，在公交先导区

采用小街坊、密路网的街区规划形态，位于城市中心的街廓

尺度宜控制在 120 m 以内，位于城市外围的宜控制在 200 m

以内 [43]。珠三角城际轨道站点地区TOD规划以及珠海、昆明、

深圳前海等地的相关规划也在实践中将小尺度街廓作为基本

原则。此外，大街廓容易导致非人性化、尺度失衡、活力不

足等弊端，在 TOD 地区亦然，如中新天津生态城。考虑到

现代主义规划思想对我国城市造成的宽马路、大街廓等普遍

问题，以及中央近年来提出的建设开放街区意见，从目前来

看，小尺度街廓原则对我国城市的 TOD 规划依然具有指导

意义。

其次，在 TOD 地区，重视方格网模式的基础作用。虽

然卡尔索普的 TOD 模型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部分其他 TOD

模型采用了环形放射模式，但实际上，这种放射状强调的是

可达性和可识别性，而不必然拘泥于具体的设计形式。从历

史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方格网模式和环形放射模式主要是布

局结构的形式差异，如近代的堪培拉、伪满长春，当代的珠

海北站等实例，即便是环形放射模式，其肌理也反映出规划

者试图保证绝大部分街廓和地块是正交或钝角形态，以使土

地划分更有利于开发建设。

再次，突出 TOD 地区的空间可识别性，即在中心地区

和重要的站点地区，为了突出中心或门户形象，采用环形放

射布局依然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环形放射布局模式由于

过于形式化，一旦脱离了古典主义规划设计的理论背景与集

权决策的行政条件，在大部分站点地区很难得到大规模的应

用。TOD 地区布局变得越来越灵活，模式形态逐步演变为

一些基本的设计原则，以继续落实站点地区规划建设的意图。

如环形放射布局模式核心的轴线或景观大道依然得到保留，

其两侧的放射性道路则以更加网络化的组织方式与周边功能

组团的公共中心区连接。而在城市中心、重要的铁路站点或

城际轨道站点地区，环形放射布局模式依然可能得到采用，

如广州南站、昆明呈贡新区等。

最后，大街廓模式在现实中依然可能普遍存在，因而需

要在规划中重视这一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大街廓模式普遍存

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我国在现代主义规划理论影响下长

期采用宽马路、大街廓的模式有关；同时也是因为轨道站点

地区本身可能存在的复杂现状条件，如轨道入地之后，轨道

走向与街区布局的空间关系也转为相对隐性的联系，这使得

街廓原有形态对轨道建设后的 TOD 地区格局依然具有重要

影响；另外也需要注意 TOD 地区复杂的一体化开发特征，

如综合体甚至是综合体项目群对大尺度用地的需求等。因此，

依然需要思考如何规避大街廓模式带来的弊端，如开放性不

足、尺度不够人性化等，需要增加步行通道、街区开放式管

理、地上地下一体化综合开发等更加丰富多样的设计方式进

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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