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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軌道引領城市發展為理念，科學地規劃

和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基礎設施，才能為城

市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的動

力，成為現代化都市和新型城鎮可持續發

展的引擎。本文總結城市軌道TOD的成功經

驗，論述TOD發展理念對軌道交通賦予嶄新

的定位，從傳統的交通基礎設施，提升為

城市能量的聚點，進而上升為城市生活的

連廊。以香港地鐵TOD發展模式和實踐、深

圳TOD發展研究和探索為案例，討論城市軌

道交通TOD技術路徑和發展方向。

關鍵字:  城市軌道交通；城市發展；交

通樞紐；可持續發展；TOD

1. 序言

發展軌道交通為骨幹的綜合交通系統，以

准點、快捷、大客流的城市軌道交通和便

捷的交通換乘設施，滿足城市居民的通勤

需求，確保城市運營效率和提升城市生活

品質，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城市當

局、業界和公眾逐漸認識到，全球城市發

展歷程和經驗表明，科學地規劃和發展城

市軌道交通基礎设施，可成為現代化都市

和新型城鎮可持續發展的引擎。軌道引領

城市發展（TOD）的理念，為城市健康發展

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1][2]。

隨著全球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快速發展，土

地和環境日益成為稀缺資源，城市空間資

源也日趨緊缺，城市發展必須走精明和集

約式發展的道路。圖1所示TOD空間模型，

通過城市軌道站點周邊混合商業發展、高

低密度住宅和公共空間配置，並將慢行系

統、環保交通和道路系統，整合為有效的

綜合交通系統。

城市軌道交通和交通樞紐綜合發展，引領

城市可持續發展，在於優化土地利用、產

業佈局和激發城市綜合發展的極大價值，

TOD成為城市發展和城市更新的主流。如圖

2所示TOD發展理念對軌道交通賦予嶄新的

定位，從傳統的交通基礎設施，提升為城

市能量的聚點，進而上升為城市生活的連

廊。

圖1. 城市軌道站點周邊混合發展TOD空間

模型

圖2. TOD發展理念對軌道交通嶄新的定位

總結城市軌道TOD的成功經驗，其中重要的

發展理念包括[3]：

（1） 充分發揮軌道交通走廊發展機會，

合理地優化沿線土地資源利用，創造

商務區、生活社區和新市鎮的綜合發

展空間。

（2） 全面配合城市軌道沿線和站點周邊

土地近期、中期和遠期開發的需求，

綜合考慮城市軌道通勤和職住人口發



展規模，創建職業、居住和生活平衡

的優質生活社區，提升市民公平發展

機會。

（3） 發展城市交通樞紐，擴大了中央商

務區服務範圍，形成新的中央商務

區，提升城市運營效率和城市競爭

力。

（4） 開發軌道站點上蓋物業和周邊綜合

發展，實現集約式的社區發展模式，

創建現代化的軌道社區健康和環境友

好的生活模式。

（5） 完善軌道交通網絡，實現軌道與軌

道、軌道與其它公共交通的便捷和無

縫換乘安排，踐行以人為本的規劃和

設計理念。

本文以香港地鐵TOD發展模式和實踐、深圳

TOD發展研究和探索為案例，討論城市軌道

交通TOD技術路徑和發展方向。

2. 香港地鐵TOD發展模式和實踐

城市軌道交通TOD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和實

踐，香港的TOD發展模式獨具成功特色和寶

貴經驗。香港特色的“鐵路+物業/社區”

的TOD綜合開發模式，基於資源優化配置，

有效地實現了政府、地鐵公司和香港市民

多贏的結果。通過持之以恆地進行綜合交

通發展研究，將城市交通規劃發展、土地

規劃和使用、建設和運營科學系統性地結

合起來，制定TOD規劃發展和城市發展戰

略，踐行了軌道交通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模式[4]。適時地按照發展規劃建設新的地

鐵線路，並以可能最高的標準發展和管理

地鐵站上蓋物業和周邊綜合發展項目，為

地鐵沿線居民提供優良的生活、娛樂和工

作環境，由此形成高品質的地鐵社區。香

港的城市發展，就是通過軌道交通規劃和

建設，持續地改善城市生活、提升城市風

貌和促進新市鎮發展，成為全球最高的軌

道公交搭乘率和公交出行率；全球最低的

汽車保有量；全球最低交通投入占GDP百分

率；全球最低的城市軌道交通費用城市之

一；全球最低的交通能耗。建成以軌道交

通為骨幹的公共交通系統，發展高品質的

交通樞紐，持續地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全球

競爭力。

在香港地鐵TOD發展實踐中，香港機場快線

九龍站的規劃、設計和發展，是具有前瞻

性的TOD發展項目。圖3為香港機場鐵路線

路示意圖。

1999年建成香港機場快線，是連接香港國

際機場和港島、九龍商業中心區，提供便

捷的快速軌道交通。全長35.3km，旅客往

來機場和商業中心區僅需24min。基於以人

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機場快線為全

球旅客提供一流設施和便捷服務，包括港

島站和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和行李托運服

務，機場快線穿梭巴士服務等，為乘客提

供舒適愉快、暢通無阻的乘車和航空體

驗。成為全球最優質的機場鐵路之一。

在規劃設計階段，我們將香港機場快線工

程，看成是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全球競

爭力的極佳的機會。因此，在TOD規劃設計

理念上，突出地體現了如下的工程哲學思

想[5]：

（1） 通過在香港站和九龍站設置市區網

站提前辦理登機設施（ITIC: In-Town

Check-In），將機場功能擴展到市

區，極大地吸引航空乘客搭乘機場鐵

路快線綠色出行，提升航空公司的競

爭力，並緩解機場內登機櫃檯的運營

壓力。

（2） 通過九龍站無縫換乘交通和上蓋綜

合發展，打造成為九龍區新的商業中

心，並預留西九龍文化中心（WKCD）

和高鐵西九龍終點站（WKT）的發展和

接駁，打造西九龍綜合交通樞紐和實

現城市綜合發展的可持續性，提升香

港可持續發展水準和國際競爭力。

（3） 以TOD發展的理念，為機場快線工程

的建成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九龍站上蓋綜合性發展，是集住宅、辦公

樓、商場和酒店設施於一體的混合發展項

目，發展概要如下：

（1） 基地占地面積13.54公頃，規劃總開

發面積109萬平方米。發展項目包括16

座住宅大廈、2 座混合用途（酒店，

服務式公寓和住宅）大廈、一幢118層

高的大樓（ICC，包括約23萬平方米寫

字樓，一間豪華酒店和觀景平臺、面

積超過8萬平方米的購物中心。

（2） 設置多功能，交通交匯和接駁（地

鐵、巴士、的士和私家車）；配置約

5,400 個停車位。

（3） 整個上蓋發展項目預留廣闊的公眾

與私人休憩綠化區，配置各類康樂與

社區設施，設立一所幼稚園。項目共

分七期開發，分別為第一期漾日居

（住宅）；第二期擎天半島；第三期

凱旋門；第四期君臨天下；第五期圓

方；第六期天璽；第七期環球貿易廣

場。

以TOD發展理念建成的九龍站，成功地體現

了香港特色的“鐵路+物業/社區”的開發

模式，更為重要的是以建設綜合交通樞

紐，成為區內新的CBD，並有遠見地預留與

WKCD、WKT的發展介面（圖4），為香港發

展提供持續地發展動力。圖5所示為建成後

九龍站ICC和香港站IFC鳥瞰圖。

圖3. 香港機場鐵路線路示意圖

圖 5.九龍站交通樞紐上蓋發展和預留

WKCD、WKT發展介面

圖5. 機場快線工程創建九龍站新的CBD和

加強香港站CBD

3. 深圳地鐵6號線TOD發展研究和探索

經過十多年來的發展，深圳已經建成地鐵

交通網絡，逐步探索軌道交通引領城市發

展的理念。進入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第三

期，將深圳地鐵6號線全線發展作為軌道工

程投融資和承包模式的深化改革試點，通

過TOD模式研究和探索，突破傳統的融資瓶

頸，創新工程承包模式，以加快三期工程

的建設，實現城市和軌道交通的可持續發

展[6][7]。

圖6所示為深圳地鐵6號線位平面圖，南起

深圳北站、西北至松崗站，途經龍華新

城、大浪、石岩、光明、公明和松崗等

區，規劃長度約38 km，是深圳西北部交通

骨幹通道，建成後將對沿線所在地區的經

濟、社會和環境等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圖6. 深圳地鐵6號線位平面圖

為突破政府部門行政分割固有局面，通過

組織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領導研究工作，

以整合多專業、全過程和全方位的溝通、

協調和資源的研究模式為抓手，同步開展

和相互校核項目前期的投融資研究、沿線

物業發展和工程可行性研究等三大研究課

題，創造軌道交通發展的價值鏈，激發出

軌道引領城市發展的核心價值。

深圳地鐵6號線TOD研究和探索的主要技術

路徑體現在[8][9]：

(1) 組織政府跨部門領導開展研究。

由深圳市發改委、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

委員會、交通運輸委等相關主管部門組成

的跨部門領導小組，由地鐵集團負責實

施，共同組織深圳地鐵6號線TOD前期策劃

研究工作。專案團隊由城市規劃、交通規

劃、交通工程和投融資研究等專業顧問組

成，以此突破部門行政和專業分割局面。

通過統籌和協調綜合開發，有效地整合資

源，打造以軌道交通為導向的城市空間，

創建綠色和高效的工作和宜居社區。

(2) 多專業技術整合。

整合多專業技術研究，結合規劃、交通、

經濟、市場、設計等多個專業，共同研究

可持續發展的項目規劃理念，制定出創

新、可行的技術解決方案。

(3) 多尺度綜合規劃定位。

採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手段，從宏

觀、中觀、微觀多角度分析沿線各區段、

網站的城市綜合定位和綜合規劃，提升區

域競爭優勢和互補性。

(4) 前期研究課題同步開展。

同步開展項目前期的三大研究課題，“軌

道交通工程可行性研究”、“地鐵沿線物

業綜合開發研究”和“軌道交通工程投融

資策略研究”，強化相互關係和互動性，

詳細研究並相互校核、相互調整，有效地

實現可持續和多贏的城市軌道交通。

(5) 多主線並行研究，凸顯綜合效益。

採用規劃、設計、土地利用優化、市場和

經濟等多條主線並進的研究方法，以量化

模型分析、比較情景組合和迴圈性校核等

技術手段，開展土地潛力評估、物業發展

組合、優化規劃設計、評估土地價值等定

性、定量研究最大化沿線社區和網站物業

的外部效益，從而轉換為軌道建設內部效

益，並為建立平衡的“投資-建設-運營”

機制打下基礎。

以資源整合和可持續發展的思維，開展全

線TOD綜合發展研究，以期激發軌道交通發

展引擎的極大價值，提升城市發展能級。

基於全線各網站及周邊 800 m範圍潛力地

塊全面的調研、梳理和篩選，土地資源和

發展地塊資源分佈如圖7所示。全線選擇五

個重要站點（圖8），進行概念性建築及城

市設計、土地價值及開發收益進行分析評

估、開發組合和分期開發方案、工程介面

及預留條件等建議，並落實到工程可行性

研究成果中。

圖7. 全線土地資源和發展地塊資源分佈示

意圖



圖8. TOD研究重要站點推薦重點地塊示意

圖

通過以上TOD模式整體線路的綜合研究，採

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手段，從宏

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分析沿線各區

段、站點的城市綜合規劃定位，形成差異

化發展，提升區域競爭優勢和發展優勢互

補性，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交通走廊

（圖9）。TOD研究成果體現在整體綜合效

益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其中突出的研究成

果包括：

（1） 通過優化法定圖則，規劃站點上蓋

和周邊混合開發建築，總開發量增加

10 %以上。

（2） 優化沿線規劃設計，站點周邊人口

聚集度增加13 %以上。

（3） 優化線路設計，初期客運量提升約9

%，遠期客運量提升約18 %。

（4） 優化綜合發展、量化評估各重要網

站的土地價值。以長圳站為例，土地

價值增幅近兩倍，區內就業機會、GDP

經濟附加值、物業稅收等得以持續增

長。土地的增值和人口的增加，將直

接帶動沿線城市GDP和稅收的提升。

（5） 通過站點上蓋物業取得的淨溢價收

益，可以直接反哺至深圳地鐵6號線的

軌道建設。同時，這些規劃措施也為

政府實現PPP模式和創新工程承包模式

創造了條件。

（6） 優化居民通勤和出行模式，減少居

民出行距離，降低交通工具的碳排放

量。

圖9. 通過TOD研究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交通走廊

4. 總結

以城市軌道交通引領城市發展，體現在以

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整合軌道交通、土

地發展、產業佈局和新市鎮發展等資源，

激發城市發展極大綜合效益和價值，為城

市現代化和健康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TOD

發展理念對軌道交通賦予嶄新的定位，從

傳統的交通基礎設施，提升為城市能量的

聚點，進而上升為城市生活的連廊。

香港特色的“鐵路+物業/社區”的TOD綜合

開發模式，基於資源優化配置，有效地實

現了政府、地鐵公司和香港市民多贏的結

果。香港機場快線九龍站的規劃、設計和

發展的成功經驗，是城市交通樞紐具有前

瞻性TOD發展方向，是值得借鑒的成功案

例。

深圳地鐵6號線TOD發展研究和探索，以資

源整合和可持續發展的思維，開展全線TOD

綜合發展研究，以期激發軌道交通發展引

擎的極大價值，提升城市發展能級，提升

區域競爭優勢和發展優勢互補性，打造可

持續發展的城市交通走廊。這是探索軌道

交通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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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OD technology and

trend

Wen Wu Yang

(AECOM Ltd., 9/F Grand Central Plaza

Tower 2, Shatin, Hong Kong)

[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energy could only be energized

by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and devel-

oping urban rail infrastructure on

the concept of Transit Oriented De-

velopment. Urban rail TOD development

could become a great engine for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new town de-

velopment.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

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

definition of urban rail by TOD con-

cept, from traditional transport, el-

evating focal points of urban energy,

then becoming urban living corridor.

The TOD technology and the trend are

further explored in this paper by

presenting TOD practice and study

cases i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Key words] Urban Rail；  Urban de-

velopment ；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ransport hub; Staina-

ble Development；T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