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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确定影响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步行便捷性、舒适性的关键性要素——分别为绕路程度和底层商业设施，针对其开展量化研究。

选取13个典型站点，计算站点地区500m圈现状与假设社区开放后的绕路系数，并将现状与国内外其他城市作对比；调研站点周边500m圈街道底商分布情况，

并对回龙观站进行详细研究。得出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绕路情况较为严重，封闭社区、路网形态等因素对绕路系数均有较大影响；超过半数的站点周边形成了

较为连续的底商，部分站点周边底商极少；回龙观站500m圈每百米街道底商个数仅2.42，远小于适宜步行的标准。

关键词  北京  步行空间   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  绕路系数   街道底商密度  量化研究

Abstract  Firstly,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of walking around Beijing residential rail transit stations were 

confirm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respectively are the degree of walking detours and the street ground-floor 

commercial facilities, then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two factors. 13 residential stations in Beijing were selected, and 

the Pedestrian Route Directness value both under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scenario of open communities were calculated, moreo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was compared with other domestic and foreign cities. The distribution of street ground-floor commercial facilities around 13 

stations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Huilongguan station was analyzed in detai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walking detours around 

residential stations in Beijing was relatively serious, and significant factors are, for instance, closed communities and road network. There are 

relatively continuous underlying commercial facilities over half of the sites, and the facilities around a few of stations were insufficient, the 

density of street ground-floor commercial facilities within 500 meters of Huilongguan station was 2.42 per 100 meters, which is far less than 

the comfortable walking standard.

Keywords  Beijing, Walking space, Residential rail transit stations, Pedestrian Route Directness, Density of street ground-floor commercial 

facilities, Quant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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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步行空间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Study on Walking Space Around Residential Rail Transit Stations 
in Beijing

城市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人口密度

较高，早晚高峰通勤特征明显，这些现象在北

京尤为突出。步行是居民进出轨道交通站点

使用最多的接驳方式 [1]，居住型站点周边步

行空间包括人行道、站前广场、绿地、架空步

道、地下空间、商业街、商业建筑内部空间、

其他公共建筑空间等。北京放射性的城市形

态是典型的小汽车交通主导下的，使得城市

空间特点与轨道交通引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相

矛盾，虽然轨道交通建设数量和速度全国领

先，但精细化程度较低，站点周边整合规划

比较落后[2]。在此背景下，步行者在站点周边

环境中实际需求是什么？现有站点周边的步

行环境状况如何量化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有

助于及时反馈相关信息，为北京市及其他城

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科学规划建设提供参

考。另外，国内对于城市居住型站点周边步行

空间的定量研究较少[3-5]，因此本文可补充相

关领域的实证研究资料。

1   研究对象与内容

本 研 究 从 人 的 角 度 出 发 ，着 眼 于 北 京

居 住 型 站 点 周 边 步 行 空 间 的 量 化 研 究 。

根 据 既 往 研 究 ，在 居 住 型 轨 道 交 通 站 点

0~500m范围内，居住用地构成比例集中于

50%~60%[6]，本研究按照此标准，根据北京图1 调研站点在北京总体规划中的位置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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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北京中

心城区和新城区昌平区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出

13个代表性居住型站点，分别加以编号（图1）。

研究通过网络共回收305份有效问卷，

分别从步行安全性、便捷性、舒适性、标识性

四个需求要素分类了解调研对象对北京居住

型站点周边步行空间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排序

（图2），得出调研对象最看重步行的便捷性，

其次依次是舒适性、安全性、标识性；影响便

捷性、舒适性的最关键性因素分别为绕路程

度和街道底商，因此将其作为量化分析主要

内容（图3~4）。

2   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步行绕路系数分析

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步行绕路系数

调研情况见表1。研究采用Hess[7]的方法计算

调研站点500m范围内的步行绕路系数PRD

值（Pedestrian Route Directness），即以站

点为圆心，500m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均分为8

个象限，每个象限随机取一条与圆相切的街

道，相切的交点为终点，圆心为起点，取8个最

短距离的平均值，再除以500即为500m范围

内的绕路系数，数值越大说明绕路情况越严

重，PRD值在1.0~1.2之间，基本能满足步行

少绕路的要求[2]。

经调研，13个调研站点50 0m圈的现状

绕路系数值介于1.1~2.1，差异较大；城市新区

（昌平区）的绕路情况最严重，现状平均绕路

系数值高达1.710，远远大于中心城区的绕路

系数值，而中心城区南部的绕路情况稍微好

于西北部；绕路系数最高的站点为龙泽站，高

达2.067，最低的站点为劲松站，为1.187。

本文将站点周边封闭社区假设开放后，

再次统计绕路系数如表1所示。现状与模拟开

放社区后的绕路系数差值代表着站点周边封

闭社区对绕路系数的影响，差值越大代表步

行者由于封闭社区的围墙需要更多的绕路才

能到达站点，步行体验越差。13个调研站点假

设社区开放后绕路系数值均有减少，差值介

于0.097~0.164之间；城市新区（昌平区）的差

值最大，高达0.164，而中心城区南部与西北

部均为0.1左右；差值最高的站点为天通苑南

站，高达0.388，差值最低的站点为劲松站，

为0.003。

将北京与其他学者调研的上海 [ 3]、天津

和国外几个公交发达城市[8]的数据结果进行

对比，进一步评判北京市的现状水平（图5）。

可以得出，不论与国内城市还是国外城市相

比，北京的居住型站点周边500m圈绕路系数

都是较大的，尤其是北京的城市新区（昌平

区），说明在北京城市急剧扩张的背景下，城

市新区路网建设容易失衡，会降低轨道交通

站点的服务能力。

有研究表明，造成PRD值差别的主要原

图2 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步行空间
 环境要素排序

图3 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步行便捷
 性相关空间环境要素排序

图4 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步行舒适
 性相关空间环境要素排序

站点区位分类 站点编号 站点名称 现状PRD 开放社区后PRD 两次差值
平均值

现状PRD 开放社区后PRD 两次差值

中心城区西北部

1 安立路站 1.427 1.374 0.053

1.379 1.274 0.105
3 东湖渠站 1.470 1.291 0.179

6 惠新西街北口站 1.359 1.281 0.078

13 望京站 1.258 1.151 0.108

中心城区南部

2 达官营站 1.222 1.186 0.036

1.273 1.176 0.097

4 方庄站 1.407 1.163 0.244

7 劲松站 1.187 1.183 0.003

9 潘家园站 1.329 1.195 0.134

10 蒲黄榆站 1.222 1.153 0.069

城市新区（昌平区）

5 回龙观站 1.590 1.493 0.096

1.710 1.546 0.16400
8 龙泽站 2.067 1.956 0.111

11 天通苑站 1.387 1.327 0.060

12 天通苑南站 1.796 1.408 0.388

表1  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步行绕路系数调研情况

图5 北京与上海、天津、国外部分大城市站点500m
 圈绕路系数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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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街道网络的形态特征，目前相关的形态

评价指标有街区边长（研究区域内的街区平均

边长）测度方格型路网；交叉口密度指标（道

路交叉口数/研究区域面积）测度街道网络肌

理特征；路段节点比（路段数/交叉口数与道

路尽端数之和）测度不同交叉口类型的路径可

选择度，且站点地区的街区平均边长越大，交

叉口密度越小，绕路程度就会越大[3]。

街道名称 底商长度/m 街道总长度/m
底商在街道
的长度占比

底商个数/个
单个底商平均
长度/m

每100m街道
底商个数/个

商业设施主要形态

育知东路北 453 1038 44% 35 12.94 3.37 沿主干道零星散布的商铺

育知东路南 119 1362 9% 14 8.5 1.02 居民楼底层商业设施

育知东路西 163 714 23% 19 8.58 2.66 临时搭建的简易商铺

育知东路东 341 2690 13% 37 9.22 1.38 居民楼底层和小区门口商铺

同城街西 302 878 34% 34 8.88 3.87 沿主干道零星散布的商铺

同城街东 113 1818 6% 9 12.56 0.5 大型商场

南店北路 274 442 62% 29 9.45 6.56 居民楼底层商业设施

黄土村路 0 1936 0 0 0 无商业设施

平均值 1765 10878 24% 22.13 10.02 2.42

站点区位 站点名称
绕路系数
（PRD）现状

道路交叉口密
度（个/km2）

街区平均
边长/m

站点出入口
数目/个

封闭小区
数目/个

是否有主干路 是否有高架桥
是否有高速
公路

中心城区
西北部

安立路站 1.427 30.56 355 5 5 有 无 无

东湖渠站 1.47 20.37 341 4 5 有 有 无

惠 新 西 街 北
口站

1.359 34.38
296

3 12 有 无 无

望京站 1.258 20.37 533 5 5 有 无 无

均值 1.3785 26.42 381 4.25 6.75

中心城区
南部

达官营站 1.222 53.48 236 3 11 有 无 无

方庄站 1.407 45.84 319 5 10 有 无 无

劲松站 1.187 34.8 246 4 4 有 无 无

潘家园站 1.329 11.46 482 4 7 有 无 无

蒲黄榆站 1.222 38.2 323 7 2 有 无 无

均值 1.2734 36.756 321 4.6 6.8

城市新区
（昌平区）

回龙观站 1.59 10.19 410 1 9 有 有 无

龙泽站 2.067 10.19 554 1 4 有 有 有

天通苑站 1.387 6.37 538 2 3 有 无 无

天通苑南站 1.796 7.64 387 1 7 有 无 无

均值 1.71 8.5975 472 1.25 5.75

表2  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500m圈街区路网形态指标与影响因素

表4  回龙观站点周边500m圈底商统计

在北京，城市道路体系以方网格为主，且

受到封闭住区、车行效率及建设成本等因素

的影响，大街坊宽马路成为新城建设的主导

模式，因此新老城区在街区边长和交叉口密

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统计这两方面指标如

表2所示，可以看出北京中心城区路网密度远

大于城市新区（昌平区），而街区边长明显小

于城市新区（昌平区），这是城市新区（昌平

区）绕路系数较中心城区大的主要原因。

调研中还发现，除了路网形态和封闭社

区的影响，高速路、高架桥的数量、站点出入

口个数等因素对绕路系数也有影响。我国轨

道交通与主干道重叠发展，站点周边不可避

免地会有主干路、高速路、高架桥等道路桥

梁，会增加步行绕路程度，如绕行系数最高的

龙泽站，站点周边500m圈囊括了主干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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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500m圈街道底商分布（红线表示街道底商，蓝线表示城市主干道）

分类                                                                     示意图

较为
连续

回龙观站 劲松站 蒲黄榆站

潘家园站 安立路站 东湖渠站

望京站 惠新西街北口

较为
分散
或设
施很
少

达官营站 天通苑南站 方庄站

天通苑站 龙泽站

速路、高架桥，且存在道路交叉口尺度过大、

人行 天桥 缺 少与周围 城市空间的 整 合 等问

题；另外一个站点出入口数量越多，与周边的

连通性就越好。 

 

3   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底商密度分析

利用网络街景地图调查与实地调研考察

结合的方式，调研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

周边500m圈街道底商分布情况，并针对典型

站点的周边街道底商密度进行详细统计。

前文指出沿街商业设施被受访者列为影

响步行舒适度因素第一位，同时街道底商密

度是与微观城市空间和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密

切相关的指数，对于TOD的发展也具有重要

意义。扬·盖尔教授提出适合步行的街道每

百米13个底商，但在我国，该数量超过7个的

仅有上海、西安、成都、昆明及深圳这五个城

市，北京为5个[2]。

调 研的北京居 住型轨 道 交 通 站点 周边

500m圈街道底商分布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

超过半数的站点周边形成了较为连续的底层

商业设施，如劲松站、回龙观站；另外，有少

部分站点在调研范围内底层商业设施极少，

特别是城市新区（昌平区）的天通苑站和龙

泽站。

回龙观是北京市规划的大规模社区，在

站点周边集中了大片居住用地。根据表4回龙

观站点周边底商统计得知，回龙观站500m圈

每百米街道底商个数平均为2.42个，小于北京

的平均值5个，个数最多的街道为6.56个，还

有街道无商业设施；另外，底商在每条街道的

长度平均占比约为24%，单个底商平均长度

约为10m。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确定了北京居住

型站点周边步行者最看重出行的便捷性，其

次是舒适性，以及影响便捷性和舒适性出行

需求最关键的城市空间环境因素，分别为绕

路程度和街道底商，将其作为量化分析的主

要内容。

13个调研站点500m圈的现状绕路系数

值介于1.1~2.1；城市新区（昌平区）的绕路情

况最严重，且不论与国内城市还是国外城市

相比，调研站点周边的绕路系数都是较大的，

尤其是北京的城市新区（昌平区）与其他城市

的差距明显，说明在城市急剧扩张的背景下，

城市新区路网建设容易失衡，从而降低轨道

交通站点的服务能力。假设开放社区后调研

站点绕路系数值较现状均有减少，差值介于

0.097~0.164之间，说明封闭社区对绕路系数

有明显影响，其中差值最高的站点为城市新

区的天通苑南站。影响因素方面，除了路网形

态和封闭社区，高速路、高架桥的数量、站点

出入口的个数等因素对绕路系数均有影响。

超过半数的调研站点周边形成了较为连

续的底层商业设施，如劲松站、回龙观站；另

外，有少部分站点在调研范围内底层商业设

施极少，特别是城市新区（昌平区）的天通苑

站和龙泽站。回龙观站500m圈每百米街道底

商个数平均为2.42个，小于北京的平均值5个，

也远小于适宜步行的标准13个；个数最多的

（注  红线表示街道底商，蓝线表示城市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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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in High-density City Based on Urban 
Morphological Elements: Taking Shenyang as 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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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选取沈阳为高密度城市样本，通过理论研究分析三大城市形态因素与声环境的关系；运用声

源调查和声学测量的方法实地调查10所典型学校周边声环境，发现小学校园所面临的声环境状况严峻，

且在微观尺度下学校周边声环境与城市形态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利用微观尺度的图像数据，调查和分

析形态因素的组合形式与分布状况，发现沈阳市小学周边功能复合程度较高，道路交通状况严峻，建筑

所形成声场围蔽。结合两者分析得到，高密度城市学校所面临的城市声环境不佳，声源复合嘈杂，交通噪

声普遍且严峻，声场不利于噪声扩散，高密度城市形态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声环境，对校园声环境产

生严峻的考验。

关键词  高密度城市  小学校园  微观尺度城市形态要素调查  实地调查  声环境

Abstract  Selecting Shenyang as a high-density urban sample,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form factors and acoustic environment of three cities through theoretical 

research. Using sound source survey and acoustic measurement methods, we investigate 

the surrounding acoustic environment of 10 typical school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dition of 

sound environment around primary schools is serious, and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nd environment around the school and the urban morphology at 

the microscopic scale. Using microscopic scale image data, we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ombination form and dis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functional 

level of the primar y schools in Shenyang is relatively high, the road traf f ic conditions 

are severe, and the sound field enclosed by the buildings is enclosed.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high-density urban schools face poor acoustic environment, 

sound source is complex and noisy, traffic noise is common and severe, sound field is not 

conducive to noise diffusion, high-density urban form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good campus sound environment, which has brought a severe test for the campus acoust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High density cities, Primar y school campus, Micro-scale urban morphology 

elements investig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Sound environment 

张   珍  |  Zhang Zhen
张   圆  |  Zhang Yuan

街道为6.56个，还有街道无商业设施；另外，

底商在每条街道的长度平均占比约为24%，

单个底商平均长度约为10m。

总之，从调研现状可以看出，由于封闭社

区和街区尺度过大的影响，调研站点地区步

行便捷性较差；另外，调研站点街道底商密度

距离适宜步行的标准相差较远。在未来规划

中，可以通过提供便捷舒适的步行环境鼓励

人们步行到达站点，街道路网布局宜简明清

晰，并引导站点地区社区逐步开放，增设沿途

商业设施提升步行舒适性，逐步完善步行沿

途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促进站点地区向步行

友好环境发展，帮助城市空间向健康、和谐与

绿色环保的方式转变。                                  

资料来源：

文中图表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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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儿童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儿童每天1/3的时间在学校度过。已有的调查结果表

明，学校声环境达标率并不理想[1]。长期暴露于不良环境噪声会危害儿童身体健康[2-3]，干扰儿

童认知表现[4-5]，影响儿童心理健康[6-7]。研究发现，嘈杂的城市声环境是许多学校声环境不良

的直接因素[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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