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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ing Insight i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tation Areas: A Decade of Node-Place Modeling in 
the Netherlands

赫特 · 约斯特 · 皮克 卢卡 · 贝托里尼 汉斯 · 德扬 著  惠晓曦 曹浩伟 赵之枫 译

透视站点地区的发展潜能：荷兰节点—场所模型的 10 年发

展回顾

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中站点地区的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

化发展的议题都受到了高度重视。无论其形式是否如同北美

一样贴着“交通导向开发”（TOD）的标签，或是像欧洲等

地一样仅仅出于火车站周边地区再开发的目的（Bertolini & 
Spit, 1998; Cervero, 1998; van den Berg & Pol, 1998; Cervero,  
2004; Dittmar & Ohland, 2004; Dunphy et al.,  2005）。

站点地区与城市建设项目结合这一模式的兴起是由四组

因素决定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日益受到关注的“蔓

延”和“依赖小汽车”的城市化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轨道

交通网及其节点周边土地的综合开发被视为一种更多以公共

交通与非机动车交通为导向的、集中式的城市化模式。其论

据不仅仅与环境问题有关（减少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

消耗等），很多地方政府与市民也将这种转变看作是解决大都

市即将面临或已经经历的交通拥堵问题迫切所需的替代方案。

导致站点地区发展项目的第二组因素是交通方式创新带

来的新的发展机遇，例如高速铁路系统（尤其是在欧洲与亚

洲）以及轻轨系统（最明显的例子是北美与西欧）的扩张。

分销与生产活动向远离站点地区的城市边缘或新的专门物流

中心的总体转移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发展机遇。第三，出现

了通过大型城市开发项目推动城市作为有竞争力的生活、工

作与消费地点的意愿。许多这类项目展现了站点周边高密度

办公、零售、休闲与住宅功能的混合状态。欧洲城市的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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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站点地区近年来的发展正是这类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第四个因素是正在发展中的私有化进程，或者至少说是交通

企业的更加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其后果之一就是交通基础设

施与服务的供应商想办法更多地收回他们协助创造的可达性

所产生的增值。这极具代表性地表现在站点内的商业活动的

发展与站点周边的土地再开发。许多亚洲城市在这方面有较

悠久的传统，目前这一趋势也发展到西欧和北美。

考虑到所有这些潜力，站点地区交通与城市建设的综合

发展是对城市规划的一项非常复杂的挑战。站点地区同时作

为节点（nodes）与场所（places）是具有矛盾性的（Bertolini,  
1996）：网络中的节点与城市中的场所。站点地区是（或会成

为）交通与非交通（如商业，消费）网络中重要的“节点”。

另一方面，站点地区也表现为一个“场所”——城市中永久

和暂时栖居的一个地区，以及一个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可以

或无法为节点地区的生活所分享的使用方式和空间形式的高

密度与多样化聚集区。因此，基于节点与场所的各式各样的

参与者汇集到站点地区的再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与铁路运

营公司是其中两个典型代表。根据当地情况，另外的参与者

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些参与者包括各级公共行政机构，

不同的交通企业与市场方：开发商、投资者和最终用户。此外，

特别是在站点位于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丰富的街区时，当地

的居民与商业也会有重要的利益关系。各种各样的参与者的

目的往往是矛盾的或至少是不谐调的。他们的目的包括从把

原文刊登于《规划、实践与研究》2006 年第 4 期（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Vol. 21, No. 4, pp. 443-462, November 2006）；Taylor & Francis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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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地区变为乘客无缝换乘的设施，到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

商业中心；或从形成一个连接所有不同层级的交通网络的节

点，到创造一种为各类人群提供交往机会的新型商业广场。

这些对站点地区发展的较高期望的共同基础是站点地区作为

节点和场所特征的协同作用（synergy）。协同作用这个词来源

于古希腊语“synergos”，意味着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或成果

而进行合作。协同作用不是对部分的叠加而是使其成为整体，

它可被定义为作为合作结果的一致性的增值。

对站点地区复杂的节点—场所开发动力的特点，以及对

节点和场所发展的协同作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探索似乎已

成为有效行动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为此，自 1990 年代后半

期开始，荷兰已经发展了一系列所谓的节点—场所模型。在

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其中一些重要实例。讨论的重点将

不会放在个体模型的细节，而会放在基本概念及其演变。其

目的具有双重性。首先，也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希望展示在

站点地区规划中运用节点—场所方法的可能性。第二，我们

想要展示的是，理解站点地区开发实践中参与者不断变化的

需要是如何成为使这种方法有效的关键条件，并如何影响其

演变的。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介绍最初的节点—场所模型。

随后，我们将分别探讨该模型应用的案例、模型的扩展与修

正、站点地区类型、模型解析、以及模型的验证。每一部分

将首先明确实践的核心目的，接着简要描述其内容，最后评

价其是否达到目的并分析其原因。在综合性小结中，我们将

探讨该方法的价值、改进的余地以及与荷兰以外情况的相关

性。

节点—场所模型

这篇文章中许多模型与贝托里尼（Bertolini, 1999）提

出的节点—场所模型相关。贝托里尼的节点—场所模型的基

本假设是：提高站点所在区位的交通容量（或者说它的节点

价值 [node-value]），通过改善可达性创造条件以利于进一步

推动站点地区活动的强化与多样化。相应地，站点区位活动

的强化与多样化（或者其场所价值 [place-value] 的提高）将

导致对交通连接线的需求增加从而创造适于进一步发展基础

设施的条件。其中对于“条件”的强调是很重要的，它意味

着存在的发展潜力与其真正实现之间的区别，后者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交通与土地利用以外的因素。发展潜力也许会得以

落实，也许不会落实，而站点地区的开发也可能走向不同的

方向。

这一模型区分了 5 种理想的典型状况（图 1）。沿中间

斜线两侧是所谓的“平衡”区位，表示节点价值与场所价值

等价。位于该中线顶部是“压力”区域，表示交通流与城市

活动的强度与多样性处于最大状态。这就意味着土地利用的

发展潜力最大（强势节点）并且其开发已经得以实现（强势

场所）。就交通发展潜力而言同样如此。但是，在一些区位，

流量与活动的高度集中也同时意味着对有限空间的多种诉求

之间的严重矛盾，以及其进一步发展会日益增添的困难。许

多中心车站地区就属于这种类型。中线底端的“从属”区位

表现的就是第三类理想的典型状况。在这里对空间的需求是

最低的，但来自当地居民、就业人员及其他使用者的交通服

务需求与来自旅行者的城市活动需求同样很低，以至于仅仅

对其他因素（例如地区的地形学特征或交通网络的形态、外

部补贴等等）干预就可以满足这种对交通与活动的需求。小

城镇的站点地区通常表现为这一类型。最后，图中还包括两

类“失衡”的状况。一方面，位于图示左上方的是“失衡节

点”，即交通发展相对优于城市活动发展的地区（比如城市

边缘新建成的站点）。另一方面，图示的右下方是“失衡场

所”，其状况与“失衡节点”恰恰相反（比如可达性较差的

城市历史中心）。

后两者是特别有趣的站点地区类型。可以假设它们将

显现出向更为平衡的状态发展的趋势。然而重要的是，这种

趋向平衡的状态总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失衡

节点”要么提高其场所价值（如通过吸引新的不动产开发），

要么减弱其节点价值（可能通过降低交通服务水平）。与之

相反的推论可以应用在“失衡场所”上：要么提高交通连接

线的水平，要么降低密度及可能的功能混合性。

模型的应用

范 · 贝克尔（van Bakel, 2001）所描述的尝试（图 2）
可以作为节点—场所模型的一个应用实例。该项分析应用于

“三角洲大都市”协会的研究——“三角洲大都市”协会

（Delta Metropolis）是一个以促进兰斯塔德地区（Randstad，
荷兰西部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城市发展政策整合为目的的独

立研究机构（Groenemeijer & Van Bakel, 2001）。这一案例不

仅是值得关注的对节点—场所模型的具体应用，而且也是对

此类政策制定进行技术支持的实例。

图 1  节点—场所模型

资料来源：Gert-Joost Peek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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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上图所示，兰德斯塔德的 96 个（潜在）交通节

点按照其当前（基于 2000 年数据）的节点（纵轴）和场所

（横轴）价值标定。节点价值是衡量其区位的可达性的手段，

由铁路（从高速火车到有轨电车）与公路（从高速公路到当

地道路）的连结类型与行驶方向的数量决定。场所价值是衡

量其区位的活动强度的手段。测算活动强度的方法是通过对

节点 3 km 半径范围内的所有居住与工作活动进行累加并经

过上千次计算划分。右上图是依据同样 96个区位的潜在（基

于 2030 年数据）节点价值（纵轴）与当前的场所（横轴）

价值进行的定位。潜在的节点价值是根据政府对基础设施的

所有已规划的投资进行测算的。其次，左下图表现了基于规

划与环境条件限制确定的 60 个最有前景的可供开发的空间。

圆圈的半径体现了可用空间的相对大小。最后，右下图表

示了这 60 个区位的潜在节点价值（纵轴）与潜在场所价值

（横轴）对应的结果。后者根据该区位可用空间内可能的居

住与工作机会的数量推算。该分析展示了兰斯塔德的许多区

位都有潜力通过提高其场所价值实现为更平衡的状态。

借助该模型，“三角洲大都市”协会试图探索兰斯塔德

当前空间发展概念的内涵，尤其是这些概念对于兰斯塔德综

合发展的价值。特别是，为了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上的日益增

长的投资，该模型的应用将为选择城市发展中最有前景的地

段起到辅助作用。但是，这一尝试最终并未对决策有任何影

响。根据“三角洲大都市”协会的分析，最大的障碍就是跨

领域的兰斯塔德综合发展方式受困于高度分散的行政区域。

当上述尝试付诸实践时，更具整合性的发展机遇的窗口期似

乎出现了，“三角洲大都市”协会希望利用这一时机。然而

窗口期很快就结束了，至今一直无法重启（与“三角洲大都

市”协会代表 L. 赫洛尼梅耶 [L. Groenemeijer] 的个人交流，

2006）。

模型的扩展与专门化

对节点—场所模型的各种应用衍生出评定节点和场所

价值的不同方法，有时也会导致更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这

里讨论两个此类案例。第一个案例是由荷兰经济事务部下属

的 NOVEM 机构委托梅耶（Meijers）进行的模型扩展项目

（Meijers, 2000; Meijers, 2002）。目标是对关于交通站点的

国家政策提供建议，其重点为可持续性的交通流动性的影响。

第二个案例是 “连结”（Connekt）组织（一个公私合作模式

的有关交通运输方面的创新组织）委托巴克国际顾问公司

（Buck Consultant International）的范 · 德 · 克拉本（van der 
Krabben）和范 · 路登（van Rooden, 2003）进行的对房地产

价值内涵的详尽研究。其目的是为预测交通节点附近的房地

产开发潜力提供一个模型。

梅耶（Meijers, 2000）对于当时的节点—场所模型进行

了总结，并且增加了第三个维度：站点地区的“交往”价

值。这一第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节点和场所价值的

衍生物，也可以看作一个与该地区“城市性”水平相关的独

立变量。站点地区活动与功能的互补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

种“城市性”。梅耶（Meijers, 53-54）划分了三类互补性：

（1）时间互补性，作为按时间变化的活动聚集的结果；

（2）功能互补性，作为与功能匹配的活动聚集的结果；

（3）区位互补性，作为交通功能互补的结果。

梅耶因此得出结论：国家交通节点政策应以创造作为

物质空间以及空间功能、社会和制度网络节点的站点区位为

目标。具体地说，他强调了交通节点作为潜在的会面场所的

重要性。这一特定观点自那之后得到了广泛接受，并被目前

的国家空间规划战略所采纳。该战略文件中提到：“在国家

的城市网络中，创造易达的、有吸引力的城市中心并容纳多

种功能与公共设施是至关重要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基础

设施节点周边发展 [ 这些 ] 城市中心”（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2006: 9）。

巴克国际顾问公司（2003）的目标是将初始的节点—

场所模型转化为预测可达性提高后对（办公）房地产价值影

响的模型。基于与各种道路基础设施、铁路连接线和发车频

率度以及距离机场的临近程度确定区位潜在的可达性，并据

此测算节点价值。场所价值通过房地产价值的产物（即按

单位产出划分的市场租金）及现有与潜在的房地产业态测

定。作者假定节点价值与场所价值之间存在着一个最佳的平

衡状态。由于预计提升节点价值造成的影响将随场所价值的图 2  有关三角洲大都市的节点—场所模型应用

资料来源：van Bakel  2001: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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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而降低，图 3 中的抛物线表达了这一最佳状态。图 3 显

示了在更高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的两种方法。在左图

中，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区位 A 节点价值的提升：从 A1
到 A2 ；进而形成了场所价值的提升潜力：从 A2 到 A3。但

是区位 A 位置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有可能阻碍其到达新的最

佳状态 A3。在右图中，房地产投资提高了区位 B 的场所价

值：从 B1 到 B2 ；从而形成了潜在的节点价值提升：从 B2
到 B3。然而规划政策或环境条件限制也会阻碍其到达新的

平衡状态 B3。
囿于有限的数据资料，该模型不可能在可达性提高后

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进行可靠的估算。然而，其成果对于继

续从事基于更多数据基础的新的研究却是足够令人振奋的

（Debrezion Andom, 2006）。在统计学方面，后者的研究成

果非常具有发展前景（换言之，表明了重要的关系）。但是，

该模型还尚未被应用于规划实践中。

以上两个案例表明，初始的节点—场所模型可以开放进

行扩展与专门化，因而在参与者期望的站点地区各种发展前

景所涉及的不同的领域中，该模型都具有应用潜力（Meijers,  
2000; Meijers et al., 2002）。梅耶通过强调人的交往价值将节

点—场所模型构建为一个社会政策领域的理论模型，并以此

将其与站点地区作为当代集市广场的理想相联系。巴克国际

顾问公司的研究（2003）则将该模型应用到房地产开发领

域，将其与站点地区作为商业中心的理想相联系。在适用性

方面，第一个模型通过强调交通节点作为会面地点的重要性

实践其理论目的，但并未产生即时的实践效果。第二个模型

推动了预计对规划实践具有直接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类型

作为确定政策与投资优先次序的工具，使用节点—场所

方法来为大量的站点地区排序的理念对决策人很有吸引力。

为了发展出全国范围内“节点地区”的类型学，住房、空间

规划与环境部和交通、市政工程与水管理部委托了各类研究

项目。基本目的是探究不同种类的城市节点的竞争性与互补

性，并利用研究成果确定政策中优先考虑的区位。我们在此

将说明其中的一项研究。此外，我们还将讨论荷兰铁路公司

进行的另一个类型研究案例。后者的目的是定义与其业务相

关的站点类型，通过结合车站及其周边的交通、房地产及消

费服务特点支撑公司发展策略。

2000 年，为了阐明交通节点是城市中心这一概念，豪

达佩尔 · 考芬（Goudappel Coffeng）顾问公司受交通、市

政设施与水管理部委托绘制节点地区的全国性地图，并启

动了对于该概念必要性与有用性的跨部门讨论（Goudappel 
Coffeng, 2000）。基于一项更早期的研究（VHP & Goudappel 
Coffeng, 1999），节点价值被定义为区位间交通模式所服务

的最高的空间层级，例如欧洲西北部尺度上的高速铁路服务。

它区分了 6 种空间尺度，范围从次洲际尺度（欧洲西北部 ,
平均半径 1 000 km）、国家尺度（半径 300 km）、次国家尺

度（半径 100 km）、区域尺度（半径 30 km）、城市群尺度（半

径 10 km）到城市尺度（半径 3 km）。这种空间分级也通过

估算区位功能涉及的活动的尺度来标明场所价值，例如欧洲

西北部尺度上作为国际商务区的功能。基于这种分级体系，

对荷兰的 92 个交通城市节点根据节点和场所价值进行了分

类。

批评者认为，尽管这种等级式的、自上到下的方法值

得关注，但是如果其局限性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种方法也

存在着相当风险。首先，根据定义视某一区位的节点和场所

特征处于同一水平，标准化地采用这种描述性的分级体系是

有吸引力却值得商榷的方法。巴克国际顾问公司（2003）的

研究则表明可能会有同一区位的节点和场所价值不处于同

一水平的合理解释，例如市场与法律的局限性。贝托里尼

（Bertolini, 1999）也曾论及节点—场所模型仅应作为开发

的“条件”，而不是必要的演化方式。第二，这种类型式的

编目就如同快照，仅仅记录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现状，而并未

表明其改变趋势。

对站点地区的类型划分是在筹备国家空间规划与交通

规划政策文件的背景下进行的。政府部门原本的目的是将其

转化为协调空间与交通干预的规范性框架。然而这一目的已

被证明是太过脱离实际，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复杂

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荷兰正在进行的关于分散化、自下至上

的规划转型的争论。但是这种类型划分的确为两个部门之间

的讨论提供了有用的基础，并最终有助于指明两份文件中交

通基础设施节点周边形成的城市中心的规划概念之间互惠的

延续性。上文中已经引用了国家空间策略中有代表性的章节。

而关于流动性的政策文件则表述为：“在城市中心区开发中，

对于现有基础设施及其发展潜力的最优化利用是首要目标

之一。另一方面，当发展基础设施时，创造市中心服务设

施的可能性也是可以预期的。”（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图 3  巴克国际顾问公司的节点—场所模型实用化尝试

资料来源：Buck Consultant International  2003: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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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 2006: 9-10）。
有关按照节点—场所模型进行类型学划分的第二个实例

是由荷兰铁路公司完成的。依据 2010/2020 版产品市场策略

（NS Commercie, 2001），荷兰铁路公司正在寻求一种与之

利益相关的站点类型划分方式。在那之前每个商务部门（乘

客服务、站点服务与房地产开发）分别应用自己的分类，从

而限制了内部交流与战略发展。一般性分类的基础是站点的

微观与宏观可达性。微观可达性被定义为站点区位与城市中

心的关系，可分为三类：与市中心区、城市边缘和农村地区

的关系。宏观可达性则基于火车交通的层级进行分类 ：区域

列车、一般快车和城际特快。结合这些参数得出了 9 种可能

的站点类型，其中有 6 种被认为与当时荷兰的实际情况相关

（表 1）（Holland-Railconsult & NS Commercie, 2001）。
因而，在几乎涵盖所有商务部门采用的分类变量而制

定的 13 类标准的基础上，新定义的类型划分方法将所有站

点纳入了以上 6 种类型。然后，根据对宏观与微观可达性

的发展预想，所有的站点根据 2010 年的状况再次进行分

类。这些类型有利于发展站点区位通用的商业策略。总体而

言，提出了三种基本策略：类型 1 与类型 2 的区位可以重

点进行房地产投资；类型 4、类型 5 及类型 6 可重点投资停

车设施；而在类型 3 的站点区位可以将上述两种投资相结

合（deBruyn, 2002; van Hagen & deBruyn, 2002: 1511-1514）。
总之，事实证明类型划分对荷兰铁路公司体系内策略制定与

市场研究都具有巨大的价值。例如，每类车站出入口交通模

式的现有政策都有所不同，从而其房地产开发政策也不一致。

车站类型也是做出各种预测的重要说明性变量，而且类型学

也被用作各种实践的基准。

我们讨论的以上两个案例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区别。与豪

达佩尔 · 考芬顾问公司的研究（2000 年由交通、基础设施与

水管理部委托）体现的静态本质相比，荷兰铁路公司的站点

类型划分展现了使用描述性分类研究一段时期内的改变的可

能性。这一特征对于在策略性发展中的实践来说是必需的。

第二个区别是城市背景需要明确地加以考虑。这种进一步的

转变源于认识到相对于基于描述站点区位在其城市背景下定

位的变量而言，仅仅基于空间等级的分类无法同样了解站点

地区的潜力。依据类似的推论，由住房、空间规划与环境部

委托研究的节点—场所类型划分标准中引入了诸如“环境”

类型（VHP & Goudappel Coffeng, 1999: 41-42）、“周边”类型

及“区位”类型（Tauw, 2000: 15）等空间规划和环境标准。

解析

最后一组模型与分类和区位比较关系不大，而是提供与

不同站点地区的节点和场所特征相关机制的结构性视角。它

们的目的是通过理解复杂性以及支持对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性

重新架构，以辅助站点地区的（再）开发。这里我们将讨

论两种模型：利害协同模型（NS, 1999; Peek, 2000）与沙漏

模型（Brand-van Tuijn et al.,  2001; Everaars, 2001; Goudappel 
Coffeng, 2001）。

发展第一个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荷兰铁路公司的原商

务部门能够通过分别处理交通（节点）、零售及房地产（场

所）业务而相互增值的方式。观察到的两种相互增值方式包

括：第一，提高各自的市场潜力；第二，相互增强竞争力。

图 4 展示了“利害协同模型”的成果。环线表示一个商

务部门的产品的使用与另一部门产品的需求相关。例如，房

地产部门进行的房地产开发将提高站点区位的交通与消费需

求，因此增加了其他部门的市场潜力。水平箭头表示部门间

互相增加各自竞争力的三种方法。一个部门的产品质量影响

到总体的区位质量。例如，站点区位的房地产市场潜力将受

到可达性的影响，而提供乘客服务的部门能够有力地影响可

达性。换乘的品质与当地环境在商务部门中起到相似的居间

作用（NS, 1999: Table16,  pp.11 –16; Peek, 2000: 9 –11）。
该模型说明荷兰铁路公司的不同商务部门之间确实是

表 1  站点类型划分

宏观可达性

微观可达性

市中心区 城市边缘 农村地区

高速铁路 / 城际特

快、一般快车、区

域列车

类型 1
大城市中心的特大

站点

– –

一般快车、区域列

车

类型 2
大中城市中心的大

型站点

类型 3
小汽车可达性好的

边缘站点

–

区域列车 类型 4
小城市 / 村庄中心

的站点

类型 5
城市居民区的站点

类型 6
农村地区邻近小城

市 / 村庄的站点

资料来源：van Hagen, 2002: 1511-1514.
图 4  利害协同模型

资料来源：NS, 1999: Table 16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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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指出为了协调利害关系所应额外关注的

领域。但是，这一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实践却是一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从该模型出现之后，荷兰铁路公司的

企业结构已经脱离了商务整合模式。当前的趋势是向交通与

房地产活动之间权责分明的组织方式发展。人们希望这种新

的结构将依旧提供一种管理不同商业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方

法，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更注重利害协同，但目前还不清楚这

一目的能否达到。

第二个模型——也就是“沙漏模型”——源于荷兰铁路

公司委托豪达佩尔 · 考芬顾问公司（2001）进行的研究项目，

之后又由艾沃拉斯（Everaars, 2001）继续深化。图 5 解释了

这一模型。水平轴上，节点（交通和运输）与场所（空间和

经济）特点得以区分，而垂直轴区分了潜力（区位的品质）

与使用（区位内的实际活动）。此外，基于步行距离（500 m
或 10 min）的站点区位自身（微观层面）与基于交通连接

的站点周边环境（宏观层面）也得到了区分。与贝托里尼的

模型所主张的不同（Bertolini, 1999），该模型的基本观点是

交通节点的“业态”与“可达性品质”之间没有直接的关

联。二者的数量仅仅通过“场所品质”与“交通流”间接相

关。布兰德 · 范 · 图恩等（Brand-van Tuijn et al.,  2001: 1384-
1385）描述了这 4 种数量之间的 5 种关系。这些关系可追溯

到的基本机制包括土地利用—交通模型、动态交通模型、城

市发展过程中功能与区位品质之间的互惠关系等 ：

（1）改善可达性以增加潜力顾客的聚集区域，使区位更

具吸引力 ；

（2）布置功能以吸引交通流，可能导致交通堵塞和降低

可达性；

（3）改善可达性导致更大的交通流，供给创造了自身的

需求；

（4）较高的房地产价值与优质的建筑和生活设施增强区

位的吸引力 ；

（5）便利的交通提高区位对零售业的吸引力，但也可能

造成环境问题。

布兰德 · 范 · 图恩等（Brand-van Uuijn et al., 2001）预

见了沙漏模型的三种应用状况。首先，它有利于进行区位比

较以及确定它们的发展潜力。如图 6左侧所示，两个区位——

聚特芬（Zutphen）与海牙——通过其在模型中各象限显示

的相对权重进行了比较。在“场所品质”、“业态”及“交通

流”方面，海牙的评分较高，而聚特芬的“可达性品质”相

对于其他方面较有优势。这第一种应用状况也正是该模型的

名称来源。基于此分析，可以对更为平衡的结构配置进行评

估。第二，该模型可对目标利益攸关方的分析起到参考作用。

基于对（再）开发的参与者的能力、手段和利益的分析，他

们可以通过模型加以定位。如图 6 右侧所示，参与者的关系

不仅能够通过他们扮演的角色，还可以由模型所反映的机制

加以分析。这就有利于对他们之间的讨论进行有效组织。第

三，也是更一般性的应用状况，该模型可以作为理解促进各

利益攸关方互动这一任务本质的通用框架（Brand-van Uuijn 
et al.,  2001: 1387-1388）。

豪达佩尔 · 考芬顾问公司利用沙漏模型从事了一项

由“阿姆斯特丹城市区域”（Regionaal Orgaan Amsterdam  
2002）——一个由阿姆斯特丹地区的 16 个市镇政府组成的

协作组织——为制定区域范围的区位政策而委托进行的研

究。该模型被证明对于总结典型的区位、组织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是有效的。该模型尤其强调跨学科的综合方法以

及空间特征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在当时的应用背景

下都是相当新颖的。

以上两个模型都试图描绘站点及站点与其周边环境之间

运行中的机制复杂性。此外，它们很明显试图整合（再）开

发过程中涉及的参与者。在利害协同模型中，模型直接以商

务部门的结构作为基础，并且考虑到直接和间接的市场机制；

而在沙漏模型中，模型的基础是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互动

机制，并将参与者纳入考量。

图 5  沙漏模型

资料来源：Brand-van Uuijn et al., 2001: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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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除了早先引用的关于站点地区品质与房地产价值之间关

系的计量经济学分析（Debrezion Andom, 2006），尚未有关

于站点区域模型的明确的经验验证和任何后续方法。但是，

对于作为理论基础的站点地区协同概念已经进行了事后实证

评估（ex-post empirical evaluation）。其次，模型在不同组织

背景下的运作的价值评估也应作为一种也许更为重要的验证

方式。这是因为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模型起初不是为了

描述、解释或预测站点地区再开发的动力，而是为了辅助组

织各利益攸关方关于政策选择的讨论。

我们首先讨论的案例是对站点地区协同概念的评价研

究。这项研究（Vaessens, 2005a, 2005b）呈现了有趣的结果。

维森（Vaessens）针对游客数量、消费者满意度、零售营业

额及房地产利润等方面，对在政策措施的不同组合情况下站

点表现的效果进行评估。这些就需要制定提高站点地区间通

勤次数、增加站点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和改善站点地区功能

品质等方面的措施。研究涉及了 1996 年到 2004 年间 10 个

站点地区的发展。维森得出结论：只有综合采用所有三种政

策措施（通勤次数、强度、品质）才能导致 4 种运行指标的

提高。而这只在其中两个站点得以实现。这样的结论似乎说

明，基于合成概念的节点—场所模型具有某些实证基础。此

外，对进一步研究须加以引导，使这个概念作为潜在有用的

规划工具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其他验证的依据来源于对实际参与开发项目的利益攸

关方运用节点—场所模型的价值的评估。尽管还未进行系统

的、跨案例的评估，大多数相关项目的参与者都把该模型看

成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方法，正如之前章节讨论过的案例

（Bertolini, 1999）。除了很大程度上作为学术实践的贝托里

尼的初始模型，本文展现了所有由实际参与站点地区开发的

利益攸关方委托发展的模型及其应用。他们认为节点—场所

模型的概念具有实用性，因为它有助于构建涉及土地利用与

交通方面的参与者之间的讨论框架。这种讨论是达成站点周

边地区协调性规划的基础。特别是因为其展现了共赢的可能

性，站点地区协同的概念同时吸引了这两类参与者。节点—

场所模型的应用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它们有助于形成互动与

跨学科的规划过程。最近的一项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点

（Peek, 2006）。

讨论与结论

通过本文中讨论的模型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首先，

尽管可以看到许多区别，例如应用变量的方式，所有这些模

型都体现了节点与场所相协同的观点。似乎各种方式之间没

有“好”与“坏”之分。更确切地说，如何应用变量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于各利益攸关方看待问题的角度。我们将通过国

家空间战略的筹备过程中发展出的类型划分之间的区别对这

一点进行说明。第二，可以看出节点—场所模型的发展模式：

从仅仅对（再）开发动力进行描述到以推动实际的（再）开

发过程为目标。这一改变涉及到观点的根本转变。在结语的

第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描述这一演变，并对其面临的未来

挑战进行总结评述。通过讨论，我们也将指出这些尝试在实

践中的实用性，并在最后提出节点—场所模型在荷兰之外的

环境下可能的发展。

由不同模型的内容可知，它们应用在节点与场所价值

的方式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几乎所有案例中，节点取决于

潜在的可达性，即使用变量描述连接线的数量与质量。交通

系统的组织方式导致了节点方面的等级化分类。交通部门

（迄今）在相当程度上仍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组织，并因

此形成了更多以供给为驱动的模式。而对在更低层面上实施

的国家交通政策而言，等级而系统化的表达是最恰当的。在

各类模型中，场所的决定作用不是很明显。其中变量的多样

性得到了考虑。一些模型中，场所要素是由空间的实际使用

所决定的，如工作机会与居民的数量等；而在另一些模型

中，场所要素则是通过节点周边一定范围内城市功能的等级

地位所标明的。巴克国际顾问公司的以房地产为导向的模型

（2003）使用例如平方米数与租金水平等数据决定场所变量

的层级。其他一些类型划分则采用另外的方法，即定性的手

段，例如站点周边城市化的程度，以及其位置与城市中心的

关系等。这种含混状况似乎源于市场处理土地利用的组织方

式。与交通组织相反，这类市场一般采用更加自下而上的组

织方式。尽管也受到很多规章制度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运

作与交通市场相比更有机且更具活力。换句话说，空间使用

与价格之间存在着更直接的联系。这就导致了更加以需求为

驱动的市场和意义较不明确的层级。

最后，站点地区的节点与场所特征的协同作用是通过不

同的空间市场（例如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及交通市场等）

中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相互影响所形成的。这些相互影响

涵盖了相当宽泛的维度及时间和空间尺度。这些过程复合的

结果为以更多视角看待问题留下了空间，并导致了问题从社

会角度看更加复杂。这种问题往往涉及到“混乱”（Ackoff, 
1979）或者“病态结构”（Mitroff & Sagasti, 1973）。哪种观

点占上风“取决于涉及的利益攸关方的数量及他们的利益与

价值观之间的差别”（Geurts& Joldersma, 2001: 308）。
对这些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进行建模的结果可以用国

家规划战略的准备过程中发展出的类型划分之间的区别加以

说明。在上面提到的对交通节点进行类型划分的全国地图中

赫特·约斯特·皮克 卢卡·贝托里尼 汉斯·德扬    透视站点地区的发展潜能：荷兰节点—场所模型的 10 年发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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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Goudappel Coffeng, 2000），使用了一种运用节点与场所特

征的等级化方法。这就与人们预期该部门持有的关于交通与

土地利用动力的等级化观点相符。与此相反，由住房、空间

规划与环境部委托研究的同一类型划分通过诸如“环境”类

型（VHP& Goudappel Coffeng, 1999: 41-42）、“周边”类型

及“区位”类型（Tauw, 2000: 15）等标准应用了场所特征。

这些标准不直接对应运用节点特征制定的空间等级。

本文的第二个主要结论是在节点—场所模型的发展过

程中观察到的方向上的转变：从最初的帮助处理分析的复

杂性到后来更多地关注社会复杂性议题（Bertolini, 1995; 
Bertolini, 1999）。贝托里尼的概念化过程始于一种探索性工

具，它随后被应用于分析站点地区的区域网络。到了世纪之

交，为了划分节点地区的类型，不同的节点—场所模型得到

了系统的应用。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类型划分的标准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项目参与方。一些类型划分与模型也

用于研究未来的发展状况。

与这些在节点—场所方法的描述性与预测性潜力方面的

发展相似，该方法的另一项发展是对模型的重新诠释，以便

于其更直接地应用于实际开发过程中。模型的目的不仅是描

述现在或将来，也用于在实际改变过程中形成所期望的新的

模型。此时模型的目的不在于过多描述现状与未来的现实，

而在于推动这一现实向参与者所希望接近的状况实际变化的

进程。出于实践的目的，发展方向从整个地区网络相应政策

的制定转变为某一区位的实际（再）开发。

图 7 表明了荷兰的节点—场所模型在最近 10 年的发展

轨迹：从单纯的描述到分类和预测，直到目前对开发的推动

作用。这一转变包含了目标与视角的变化。节点—场所模型

最开始是概念性的，用以表明站点地区网络发展动力的特点。

此后，模型又用于一定范围内站点地区的分类，分类的标准

取决于涉及的政策目标。而预测需要的是对交通与土地利用

市场功能定位的洞察力，进而拓宽视角并将空间重点缩小到

城市—区域范围，后者正是大多数市场发挥功能的最佳尺度。

最后，模型的推动作用是为了在特定区位的实际发展中考虑

所有参与者的视角，并由此更多引向问题的社会复杂性。

视角的改变可以用泰斯曼（Teisman, 1992: 32-33）关于

与空间投资有关的决策过程的论述来说明。初始的模型源于

实证主义的价值观中立观点，即泰斯曼描述的单中心视角。

根据这一视角，目标被看作是对公众有利的，并可以通过等

级式的组织过程实现。而后来的模型其发展背景则更多的受

价值观的影响。在分类与预测过程中被给予优先权的一些变

量取决于发展项目的参与者。最后，推动单个区位的（再）

开发实际上需要采纳一种考虑不同参与者观点的社会构成主

义视角。这恰与泰斯曼的多中心视角相符，不同参与者目标

的综合过程处于中心地位，进而应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

推动这一进程则需要能够通过洞察问题降低复杂性并有助于

建立共同利益基础的模型。皮克（Peek, 2000; NS, 1999）和

布兰德 · 范 · 图恩等人的模型（Brand-van Tuijn, 2001）正是

首先致力于推动发展进程的实例。然而，几乎所有委托研究

和使用的模型都是为了以上各节提到的相同目的。正是出于

如前所述的这一原因，未来模型有效性验证的重点在于它们

是否及如何帮助提高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度并发展出整合

性的策略。

这种演变也表明了当前该模型发展面临的挑战。转向

站点地区的节点与场所方面协同发展之后，新一代节点—场

所模型的重点应该是（再）开发过程中涉及的参与者之间的

协同作用。根据本文的引言部分，协同作用可以定义为在区

位的节点和场所特征不断协调过程中参与者依次合作给它们

带来的增值。这种合作恰恰可以制造或破坏站点地区协同发

展的前景。节点—场所模型发展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为了站

点地区的发展增进合作，并通过这一途径为发展过程的参与

者带来增值。皮克（Peek, 2004, 2005a, 2005b, 2006）研发的

“区位协同模型”正反映了这一意图。

然而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与荷兰以外的情况相关？我

们最后将对此进行简要的介绍。海伍德（Haywood, 2005）
对英国情况的描述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案例。海伍德描述了英

国的规划实践中城市与铁路发展之间总体上长期缺乏协调的

状况，尽管在大伦敦地区也不乏一些好的案例。铁路的私有

化甚至似乎已经使得铁路规划与地方的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

之间的协调更为困难。海伍德总结出提高协调性的 5项建议。

节点—场所模型可以直接有助于他的第一项与第四项建议的

实施。对于他的第一项建议，节点—场所模型可以促使“国

家规划政策导则更规范，并与轨道交通可达性措施更紧密联

系”（第 92 页）。而对于第四项建议，节点—场所模型可帮

助规划者理解“站点周边规划”的特殊性，而这一规划“尚

未成为教育大多数人的主要专题”（第 93 页）。

从更一般的情况而言，海伍德的建议表明，英国在站点

地区发展的规划实践方面的努力也可以通过图 7 描述。在交

通网络与区位两个层面上，英国似乎比荷兰更缺乏相应机构

来调控涉及站点地区发展的利益和手段。具有互补性的视角

图 7  最近 10 年节点—场所模型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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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域影响范围的机构之间的等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

不存在。建立新的协调机构也许是有帮助的，但它们也会使

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并且很难在短期内实施。因此可能值得

探索基于多元视角的方法。再开发项目面临的挑战可以概念

化为寻找综合各参与者目标的途径。实现这一目的的努力可

以借助节点—场所模型，洞察再开发动力的复杂性，并建立

利益攸关方之间讨论的共同基础。

总之，荷兰的节点—场所模型的成功——在其他背景下

也可能适用——有赖于它们能够把握站点地区交通与土地利

用整合中进行协同的机会。但是，这类模型的演变需要将分

析方法与参与者的观点进行更紧密的联系，进而更明确地构

建讨论的平台以达成行动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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