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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是圍繞地鐵站等公共交通站點進
行整體規劃的綜合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當香港和新加坡等東亞城市開始建設地
鐵系統的時候，TOD的理念還未萌芽。而如今，TOD已然成為一種具永續韌性的規劃
解決方案。無論是適應地區的人口、住房和就業增長，還是推進永續、高效的交通方
案，TOD都功不可沒。

過去45年來，奧雅納憑藉著卓越技術，設計出創新型結構解決方案，制定出先進的施工
方法，使高層住宅和商業專案成功融入到緊湊的TOD開發案。在這45年裡，奧雅納成功
交付了多個複雜的TOD專案。這些成功專案對東亞地區的很多城市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更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其中包括封面故事中提到的地標，以及《技術
方案》這一文章中予以詳細介紹的近期專案。我們為自己的貢獻感到自豪。

在瞭解到TOD的優勢所在後，東亞各國政府正積極推進TOD模式落地，建設更多的交通
導向型城市。奧雅納董事兼中國區城市與顧問業務負責人馬暉，就中國採用TOD模式的
城市發展最新策略，以及為甚麼「越高越好」未必是最理想的城市規劃方案發表了自己
的見解。奧雅納岩土工程、海事與能源業務（香港）負責人施宏楚，憶述了自1995年加
入奧雅納以來，不斷克服困難重重的地形條件的故事。
一個設計精良的TOD專案固然可以打造出健康的綜合體，以平衡當地居民的生活、工
作、娛樂及通勤。與此同時，這樣的專案也需要周詳的策略規劃和技術實施，如此方可
確保實現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價值最大化，以及對當地社區帶來積極影響。奧雅納在交
通基礎設施和TOD專案的規劃、設計和施工方面成績斐然，憑藉著豐富經驗、卓越能力
以及廣博資源，我們可以高效交付更多的TOD專案。

《FIRST》是東亞奧雅納創研院為客戶和合作夥伴製作的刊物，旨在探討建築環境
的設計、創新和技術解決方案。刊物名稱源於奧雅納創研院獨具一格的運作模式，
前瞻 (Foresight)、創新 (Innovation)、研究 (Research)、知識共享 (Sharing) 和培訓
(Training)。
如果您有任何想法、問題或意見，歡迎您電郵至ea.arupuniversity@arup.com.
注：
《FIRST》自創刊至今已出版10期，原以英文撰寫，本刊為首度中文全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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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樞紐

從火車站設計到TOD社區規劃——回顧奧雅納四十五載TOD歷程

1980 年，我們完成了香港中環（原名遮打）地
鐵站和金鐘地鐵站的一期工程。隨後，我們接
受委聘，對港島線的中環站、金鐘站以及深挖
車站——灣仔站進行擴建。當時，鑒於結構完整
性、噪音、氣流等固有問題，在機廠上方建造社
區更是一大挑戰，再加上龐大的人流量，工程難
度更是。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克服了技術和場地
層面的種種挑戰，成功利用電腦分析對轉換層和
網站結構進行設計，支援了上蓋 30 多層的高層建
築的落成。

毗鄰荃灣站的綠揚新村建於該站車廠上蓋。

承接大圍站的工程之前，我們還參與了在九廣鐵
路公司屯門輕鐵站上蓋高層住宅專案的設計工
作。而當時，該輕鐵站的設計工作早已於數年前
完成。我們最近參與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專
案，則位於南港島線的黃竹坑站。

大嶼山機場鐵路專案，引領香港新時代

© Marcel Lam Photography

德福花園住宅專案，建於九龍灣鐵路站機廠上蓋。

世界級典範西九龍站為多式聯運樞紐，可無縫接駁國際、國內及本地交通。

放眼東亞， TOD 模式已成為地區城市和經濟發
展的增長引擎。奧雅納作為提供規劃、設計和施
工服務的企業，在確保基礎設施跟上城市發展和
經濟增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過去40多年
來，奧雅納攜手港鐵公司 (MTRC) 等機構，成功
打造了促進城市發展和推動地區經濟增長的交通
系統。
上世紀70年代，奧雅納作為值得仰賴的工程顧
問，為香港地鐵系統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援。奧
雅納在機廠和車站的結構設計中引入了全新的轉
換層系統，從而使上蓋高密度的高層住宅和商業
建案成為可能。上世紀 90 年代，中國內地的基礎
設施建設如火如荼，奧雅納遂而擴大業務範圍至
此，開始了與內地的精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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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奧雅納也已成為東亞地區首屈一指的鐵
路、交通和 TOD 顧問，提供包括前期規劃、規劃
設計、城市設計、交通顧問、營運管理和工程實
施服務在內的一條龍服務。

創新結構設計，將網站打造為高密度TOD社區

目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實行的「鐵路+物業」模
式常被人們提及，用於表明通過直接在機廠或車
站上蓋高層住宅和商業專案，可最大程度地捕獲
土地價值 (LVC) ，從而使公共交通營運商得以用
物業收入補貼資本和營運成本。如今，世界各地
不少城市規劃者和公共交通營運商效法香港鐵路
有限公司的 TOD 模式，以此減少長期的公共交通
補貼支出。

在規劃九龍灣地鐵站上蓋德福花園住宅專案時，
我們進行了開創性的分析工作，為該案41棟公寓
樓和一個大型購物中心的興建做出了突出貢獻，
減少了該案的成本支出。該案中，我們設計了一
個全新的轉換層系統，使公寓樓可以在現有車站
柱網之上興建。後來，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沿用了
相同的發展模式來興建荃灣線的荃灣站和上蓋綠
楊新邨住宅專案，包括17幢高層住宅大廈、學校
和商業設施。
港島線的興建推動了柴灣站以及規模更大的杏花
邨住宅專案的落成。柴灣站的規劃借鑒了荃灣站
的設計理念，讓建商在機廠上方規劃住宅專案時
享有更多選擇。

上世紀 80年代，前九廣鐵路公司( KCRC )（2007
年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合併）開始進軍房地產市
場。當時，我們對原有的何東樓機廠進行了全
面的重新規劃和構建，形成了一個大底盤結構，
支撐著如今的駿景園住宅專案。在接下來的幾年
裡，奧雅納作為多學科顧問，對大圍站進行了規
劃和設計，使之建成一個大底盤，如今上蓋聳立
著非常高的住宅大樓。

上世紀 90 年代，大嶼山機場鐵路的建設帶動了東
涌新市鎮的發展。我們參與了東涌／機場快線沿
線主要車站的大量工程設計工作，包括香港站、
九龍站和青衣站上蓋和附近的綜合大型專案，以
及機場區域的主要設施。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為分別位於九龍站上蓋的環
球貿易廣場(ICC)及毗連香港站的國際金融中心二
期(IFC)，提供了岩土和結構工程創新設計。

目前，西九龍已將九龍站、西九龍站（通往內地
的高速鐵路香港總站）和柯士甸站聚合為大型
TOD 社區，成為世界級範例，說明多式聯運樞紐
可以無縫接駁機場、國家高速鐵路網路、當地的
地鐵網路和多種公共交通。此外，西九龍 TOD 還
包括高級飯店、辦公樓、高級零售、住宅專案，
以及標誌性的西九龍文化區。
奧雅納曾負責九龍站6個（共7個）上蓋專案的結
構設計，現正負責高鐵站上蓋專案的設計工作。

包含奧雅納設計的東涌站在內的東涌新市鎮綜合
體，也是一個精心規劃的 TOD 社區。最新的東涌
新市鎮擴展計畫，涵蓋了現有東涌新市鎮東側和
西側地區。該案目前正在建設中，將於 2024 年實
現首批人口入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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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策略。此外，我們還建立了複雜的交通排隊模
型並分析等候時間，證明該專案在未來不會導致
擁堵和長時間等候。

當時，該案上蓋建案規劃不符合建築規範。為
此，奧雅納對接當地地震專家，透過針對性的分
析和協調，最終克服了挑戰，獲得了規劃批准。

TOD設計及規劃的全球領導者

© Shots Around

過去 15 年裡，通過借鑒深圳地鐵4號線二期工程
的成功經驗，我們將全方位的軌道交通顧問及規
劃服務，擴展到了深圳、廣州、上海、杭州、嘉
興、蘇州、青島、煙台、重慶和澳門等地的各種
交通樞紐、火車站和TOD專案中。

奧雅納為維港文化匯採用了3D行人模擬法研究行人流及其分佈以優化佈局設計。

TOD進階為交通導向型社區

近年來，香港的 TOD 透過內部設施互聯，規模更
大，功能更為複雜。經過近 20 年的規劃和發展，
位於將軍澳的康城站專案已初具規模。該案分 13
個階段興建，最新階段預計於2025年之後完成。

在元朗站（奧雅納負責設計）和YOHO社區的
發展建設過程中，奧雅納接受私營企業及政府部
門客戶的委託，進行了大量交通和人流研究。這
些工作內容催生了一個覆蓋全社區的人行天橋系
統，可將多個住宅開發項目及購物中心與元朗站
連接起來。

TOD 專案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採取交通策略，
透過精簡人流與空間的協調管理，提高步行適宜
性和可及性。維港文化匯是優質商業辦公綜合
體，與奧雅納設計的尖東站相連。在該案和洗衣
街及旺角東站的重建專案計劃中，奧雅納採用了
6

3D 行人模擬法研究行人流及其分佈，以優化佈
局設計，更好地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間，減少擁堵
狀況。

隨著車站被重新規劃為商業、娛樂和零售中心，
其本身的角色也在不斷演變。香港九龍站等車站
本身就是目的地，而車站其它發展專案可以吸引
人們的目光，讓當地或片區重新煥發生機。佛山
地鐵2號線和3號線就是如此。

在發展勢頭迅猛的東南亞地區，上蓋專案可能會
變得更加普遍。持續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和不斷上
漲的房價，將促使地方政府、土地所有者和交通
營運商通過 TOD 方案實現投資回報最大化，同
時更好地為社區服務。目前，奧雅納正幫助菲律
賓、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規劃和發展未來的
多式聯運樞紐和TOD項目。

45年來，奧雅納一直致力於讓世界各地的城
市變得更加美好。我們的工作包括但不限於多倫
多Metrolinx Finch West輕軌項目、華盛頓聯合車
站大廳現代化專案（奧雅納目前參與中）及 Zuid
站（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地鐵站和火車站）的改造
工作。

深圳地鐵4號線，奧雅納全新里程碑

在大中華區落成一系列標誌性建築的同時，奧雅
納還極大地推動了許多城市的城市化進程。截
至目前，奧雅納已在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
和台灣地區在內的整個大中華區完成了 200 多個
TOD專案。

其中，深圳地鐵4號線是我們攜手港鐵公司在中國
大陸完成的第一個地鐵項目。本世紀初期，為滿
足快速增長的人口需要，深圳政府大量興建基礎
設施，其中包括地鐵系統的規劃。深圳地鐵4號線
一、二期工程包含長度為 20.5 公里的城市雙軌鐵
路，沿線共設 15 車站點。其中二期工程還包括位
於龍華的大型機廠及相關上蓋項目，奧雅納負責
二期工程的初步設計與詳細設計工作。
除提供多學科服務外，我們的交通顧問團隊還與
研究團隊密切合作，充分考慮步行距離和行人聯
動、車輛如何進入機廠平台層，以及停車場和流
通策略的有效佈局等細節，從整體的角度提供交

© Kenny Ip

2012 年，奧雅納接受委聘，進行規劃及工程研
究，其後負責西側的基建工程。 2020 年，我們受
託，與另外一家顧問公司一起為東涌東新市鎮的
一個新車站進行全面的建築及工程設計，同時在
東涌西車站開始機電工程工作。

除本期介紹的佛山地鐵 2 、 3 號線和重慶沙坪壩等
TOD 專案以外，我們還參與了一系列其它 TOD
專案的規劃和設計工作，包括廣州地鐵 7 號線西
延線、上海龍陽路城市樞紐連接線、北京地鐵3號
線和12號線東壩機廠、南京馬群交通樞紐TOD、
上海莘莊站 TOD 、澳門填海E區 TOD 、上海自貿
區臨港新區空間規劃、深圳西麗鐵路樞紐、深圳
羅湖布吉河城市設計、深圳站和羅湖口岸城市設
計等。

從構思深港西部通道，到為前海提供基礎設施顧
問服務，我們開啟了另一段影響深遠的旅程，通
過 TOD 模式讓深圳、香港和大灣區其它城市之間
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深圳地鐵4號線（龍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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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鐵道

為地鐵公司提供開發及營運資金，提升地鐵基建服務社會功效
客户：

佛山市國土資源和城鄉規劃局

佛山市鐵路投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奧雅納的服務範圍：

交通策略、城市規劃／設計、
地鐵設計顧問

佛山距香港約180公里，距廣州約25公里，是位於廣東省南部
的地級市，也是珠三角經濟區的第三大城市，目前已併入大
灣區。佛山地鐵2號線和3號線將分別於 2021 年和 2022 年投入
營運。是粵港澳地區交通系統中最令人振奮的兩條新鐵路路
線，拉近了廣州和佛山距離。該案的建成有望加快大灣區的
經濟發展。

早在2013年，奧雅納就已受託擔任佛山地鐵2號線（17站）和
3 號線（35 站）的首席顧問顧問，負責規劃工作。我們的服務
範圍包括城市規劃、選址、交通策略顧問、土地利用優化、
核心站城市設計、房地產市場研究以及地鐵建設及營運的投
融資模式研究。

佛山地鐵2、3號線將於2022年開通。

2 號線（一期）和 3 號線沿線共有 52 個車站，這些交通節點不
僅是人們上下班的中轉站，而且每個車站均圍繞特定 TOD
發展模型和用地功能進行設計，這為未來的規劃發展奠定了
基礎。
關鍵挑戰

TOD 的目標是在交通站點的步行
距離內創建綜合性的社區，而面
臨的挑戰就是分散型的社區佈局

現狀。就佛山而言，受限於農田和需要保護的歷
史文化遺產，社區難以集中連續的佈局。

在地鐵 2 、 3 號線的初步規劃過程中，奧雅納的規
劃團隊梳理了各種限制條件，並明確了重要車站
和潛在發展用地，用於建立全新的緊湊型交通走
廊，將多個活動中心連接起來，使之成為充滿活
力的綜合體。
從經濟角度看，地鐵的建設、營運和維護成本很
高。要彌補資金缺口，客戶不能僅僅依賴公共資
金或銀行。因此，他們渴望一種可持續的融資模
式，能夠讓希望從 TOD 投資中獲利的私人投資者
和建商參與其中。
此外，項目的利益相關者往往不會就利益交界
的 界面進行溝通，他們的興趣點、價值觀、目標
或文化背景也各有差異。因此，客戶需要經驗豐
富的顧問，在規劃階段與多個利益相關者密切接
觸，解決潛在的界面問題。

奧雅納擔任首席顧問

作為這兩條地鐵線規劃工作的首席顧問，奧雅納
不僅考慮了如何利用 TOD 規劃來整合土地用途，
實現土地價值最大化，從而彌補資金缺口。還幫
助最大限度地提高將步行適宜性、宜居性和可持
續性考慮在內的社會影響。此外，我們還就可促
進未來 TOD 項目的規劃實施的政策和監管框架提
供了建議。

獅山

太平

三號線

興業路

佛山西站

佛山機場
羅村

蓮塘
堤田

南莊

禪城區

中山公園
桂丹路
迭滘

佛山火車站

海口
湖涌

南海區

石灣

張槎

魁奇路

桂城

電視塔

深村
番村

東平新城

南海廣場

石梁

大墩

鎮安

灣華

登洲

花卉世界
水口

林嶽西 林嶽東

二號線

石洲

北滘

美旗

廣州南站

仙湧
高村

北滘公園

三洪奇
荔村

倫教

順德區

新松

大良

東樂路

創意園

逢沙
德勝
容山

桂洲大道

容桂

佛山地鐵網路

實現土地利用優化配置

我們的目標是開發一個 TOD 模型，實現土地利用
優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交通客流量和土
地利用率。

在研究了土地建設現況和現有土地用途後，我們
創建了一個多樣化的 TOD 模型，該模型可適應當
地環境，並具有高度可擴展性，能夠滿足多式聯
運樞紐和房地產發展需求。也就是說，無論把車
站建在市中心、市郊還是新郊區，每個車站都有
一個與之對應的模型。
除了規劃每個車站周圍的土地用途外，我們還研
究了規劃的地鐵線路路線，並在城市規劃背景下
進行了線站位調整可能性研究。此後，我們建議
優化地鐵線路和車站位置，最大限度地發揮上蓋
房地產的發展潛力。

8

奧雅納建議優化地鐵線路和網站/車廠的位置，最大限度地
發揮上蓋物業的發展潛力。

特色集群發展，實現綜合價值最大化

佛山雖然在地理位置上毗鄰廣州和深圳，但卻未
能同後者一樣躋身一線城市之列，僅發展為三線
城市。未來要創造新的價值並推動城市更快發
展，佛山務必審視新建地鐵網站周邊高價值用地
的發展潛力和社會價值，帶動區域集群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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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嶽東站

Linyue East Station

林嶽西站

智慧生活
服務區

Linyue West Station

科技商貿產
居複合區

湖湧站

智慧商務
交流核心

蓮塘

陶酒文化
創意中心
文化生活
服務區

都市產業
服務區

南莊站

南莊鎮行政及
公共服務中心

創意生活
體驗區

區域性商務
商貿中心

商業休閒中心
灣華站

華南花卉旅遊及
管理中心

石樑站

綜合商業中心

文化生活
服務區

華南花卉技術服務及
生態休閒區

生態型商
服務區

林嶽西 林嶽東

廣州南站

廣佛優質
生活區

奧雅納通過將各網站周圍區域重組為不同的集群，制定出了不同的總體規劃和模型，以指導未來增長，確定資源需求。

2號線
地鐵

佛山

車廠上蓋區域

奧雅納為林嶽西站的設計提供建議，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可開發空間並提高乘客的舒適度。

因此，我們制定了不同的總體規劃和模型，用於
指導未來發展和確定資源需求。例如，林嶽東站
距離廣州南站最近，因而其周圍土地可被劃分為
商業用地，以滿足廣州對辦公空間的外溢需求。
林岳西站、石洲站和仙涌站依次距離廣州稍遠一
些，這三個站更適合作為居住配套社區，適合那
些需要臨近廣州，但又追求生活品質的人群。
陳村花卉世界是著名的花卉貿易小鎮。因此，陳
村花卉世界站及相鄰的登州站和灣華站，被定位
為融合酒店和零售元素的「花卉旅遊」目的地。
同樣其他車站周圍的地塊也根據現狀發展本底進
行了總體規劃，並以此創造價值。

動態調整與融入社區的TOD設計

最複雜的車站之一——林嶽西站，充分展示了奧
雅納如何將軌道設計的動態性與城市規劃聯繫起
來。該站有兩條線路交匯，場地中央還有一個
車輛段，這種情況為城市設計和交通流帶來了挑
戰。該站距廣州南高鐵站僅兩站之遙，因此非常
適合高密度發展專案落地。我們的目標是，規劃
一個規模適當、密度相宜的綜合體項目，同時善
用機廠上蓋空間規劃，將南北雙向強勢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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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本的設計方案是直接在林岳大道旁邊建設
高架車站，但高架線路將佔用大量臨路高價值用
地，且嚴重影響沿街形象。為實現更大的發展空
間，同時為行人提供更為舒適的環境，我們將車
站的位置設定在距離主幹道300米遠的地方，而兩
者之間的空間則作為高價值商業用地來使用。為
抵消車輛段與道路之間高達十幾米的高差，我們
用階梯狀平台及房地產開發處理機廠交界面。

填補資金缺口

對地鐵站周邊的土地用途進行優化後，我們進一
步估算了該案的資金缺口。我們根據對土地和房
地產市場的研究結果，就最優的土地利用組合和
發展密度提供了建議，同時對土地一二級開發可
取得的收益進行了估算，並通過對土地規模、性
質、開發強度的動態調整，使土地價值與投資缺
口得以平衡。

地鐵營運商、地方政府機關和潛在投資人之間的
工作流程。除城市規劃外，我們還與建築師、工
程師、房地產顧問及法律顧問等不同團隊緊密合
作，最大限度地發揮多專業整合的專業能力，力
求最大化軌道交通對沿線城市發展的帶動作用。
憑藉鐵路工程專業知識，我們還就車站位置和軌
道交通路線提供了建議。

TOD規劃與設計的多學科領導者

佛山的 TOD 研究集合了一支來自奧雅納全國各
地（包括上海、深圳和香港）辦公室的跨學科團
隊。該研究之後，我們受託擔任中國多個標誌性
TOD 規劃專案的首席顧問，如上海自貿區臨港新
區、深圳西麗鐵路樞紐、深圳羅湖布吉河城市設
計、深圳站和羅湖口岸城市設計等。
目前，奧雅納在中國的 TOD 規劃專案越來越多。
事實證明，我們善於通過對市場、社會經濟、社
區和場地條件進行全面分析，從而確定 TOD 社區
的發展模式，明確 TOD 發展的關鍵原則，在通過
地鐵建設帶動沿線城市發展的同時，以土地價值
提升反哺地鐵建設。

林嶽西站TOD建案

相關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管理多方利益相關者

奧雅納作為首席顧問，致力於與所有利益相關者
鼎力合作。我們簡化了國土資源和城鄉規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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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高鐵樞紐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專案中，奧雅納在綜合交通樞紐消防工程方面
展現出的一流專業標準，受到了中國鐵路客戶和設計院的重視。

為亞洲最大的地下高鐵樞紐。該站將服務於六條
高鐵線、一條既有鐵路、兩條城際鐵路、一條城
市快線和三條地方地鐵線。

挑戰——滿足各種消防規範要求

在中國的交通樞紐逐步涵蓋越來越多的交通方式
之際，消防工程師要滿足的規範要求也越來越
多，這著實是個挑戰。要確保在開放營運之前獲
得政府批准，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的設計需滿足商
業、地鐵、火車站相關的各種消防安全規範，包
括建築結構、乘客疏散、消防應急照明和出口標
誌、人員密集場所的安全管理、消防救援、相關
開發項目的緊急疏散計劃等。

© Hufton+Crow

奧雅納通過有效協調，推出了開放式鏤空車站設
計方案，能夠滿足各種消防安全要求。通過優化
分區、共用疏散通道，我們的解決方案不僅使無
縫開放式設計完全符合最嚴格的消防安全法規的
目標，還在保留建築美學的同時，提升了乘客的
體驗感。此外，該綜合體內的零售及其它商業設
施的火災風險也得到了適當舒緩。

© BMEDI

量身訂製的消防策略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將服務於六條高鐵線路、一條既有鐵路、兩條城際鐵路、一條城市快線和三條地方地鐵線。

隨著高鐵網路快速擴張，中國鐵路里程及運力均已位居世界前列。
為滿足快速擴張需要，同時最大限度地利用地面土地並改善乘
客體驗，作為綜合交通樞紐重要組成部分的高鐵站目前正越來越多
地在地下興建，從而使乘客可在高鐵、地鐵、公路客運、公車、計
程車和共享汽車等各式交通方式之間隨意切換。地下高鐵站和交通
樞紐的規劃和設計，整合了 TOD 社區必備的多種交通方式和上蓋
專案（辦公樓和住宅樓等），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消防安全是關鍵
問題。
客户：

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
奧雅納的服務範圍：
消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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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相關資訊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為地下車站，位於北京市通州區，總佔地面積約
70 萬平方米，地下建築面積約128萬平方米，地上綜合空間約 139
萬平方米。到 2024/2025 年開放營運之時，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將成

根據客戶和當地鐵路設計院提供的關鍵設計參
數，並結合從奧雅納本地和海外其它地鐵站（包
括北京大興機場站、深圳福田站和前海站）積累
的消防安全工程經驗，我們對高鐵樞紐設計提供
了建設性的回饋意見，並與團隊討論了這些想
法，從而制定出實施方案。

在制定策略的過程中，我們與當地鐵路設計院密
切合作，根據具體情況量身訂製消防策略，包
括 可與商業和其它零售發展專案相連的無隔斷月
台／站廳和換乘空間。在前期設計階段，我們對
設計提出了建議，還就加強消防系統和室內設計
給出了專業的消防意見。

在方案設計階段，我們對擬議方案進行了消防安
全分析，證明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分析過程
中，我們使用了計算流體力學( CFD )類比軟體來
研究煙霧的流動模式，以評估並驗證靜態和動態
防排煙系統擬議方案的有效性。我們使用了奧雅
納專有的疏散模擬軟體工具 MassMotion 來模擬疏
散過程中的乘客行為，並優化了消防逃生路線的
設計，讓乘客儘快離開火災現場。

奧雅納的解決方案不僅使無縫開放式設計完全符合最嚴格
的消防安全法規的目標，還在保留建築美學的同時，提升
了乘客體驗。

設置防火分隔而不影響建築美觀性

我們沒有建議客戶使用樓板或防火玻璃來隔開
月台層和站廳層，而是建議採用虛擬防火牆，從
而實現站廳層和月台層的無隔斷設計。這樣一
來，外面的自然光可以照射進來，建築特徵也得
以保留。
擬議的虛擬防火牆由一系列靜態和動態的防控煙
系統組成，包括軌旁和月台機械排煙系統、相連
的中庭自然排煙口，以及月台擋煙垂壁、月台
遮罩門和站廳、中庭拱廊擋煙垂壁等物理隔煙系
統。電梯、樓梯以及連接月台和上方樓層的巨大
建築空間，均不需要使用防火捲簾進行分隔，以
此形成方便乘客流動的鏤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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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高鐵樞紐設計，專業技術值得仰賴

透過為每個多式聯運樞紐量身訂製全面連貫的消
防策略，我們成功向監管機構、客戶、鐵路設計
院和專案團隊證明，在地下建造大型高鐵車站和
樞紐和建造地下地鐵站一樣安全。
由於有一些消防安全法規規定的要求不同（有時
重疊），如果沒有像我們這樣量身打造的消防策
略，多式聯運交通樞紐可能會配備過多的疏散通
道，浪費寶貴的空間和資源。
我們的解決方案可使不同的交通系統和業主共用
疏散通道，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配置，方便緊急
逃生。北京大興機場站項目充分體現了奧雅納解
決方案的優勢，該專案現已投入營運，綜合體內
的多個交通系統共用疏散通道。

© BMEDI

設有月台、站廳、休息區、屋頂天窗的公共交通
連接點，其防火分區採用自然排煙設計，配備固
定的可開啟外窗，打開即可排煙。月台層及遠離
中庭的其它層的帶吊頂區域均設有吊頂機械排煙
系統。
軌道區域設置機械式的軌頂排煙系統，隧道兩端
配備隧道風機。這種設置可防止煙霧在建築內部
的疏散通道中擴散，從而確保安全。

分階段式垂直疏散策略

換乘大廳位於一個單獨的防火分區內，但根據功
能和操作要求的不同，又劃分為不同的疏散區。
各疏散區都有防煙樓梯、開放式樓梯、自動扶
梯、疏散通道和防火門（位於防火分區之間作為
安全出口）。除把人員疏散至街道層這一最終的
安全地點外， B1 層的下沉式廣場和相鄰的防火分
區等區域也可作為疏散緩衝區，從而最大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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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外，我們的服務專案還包
括：深圳前海站（隸屬於前海總體規劃工程）、
深圳皇崗口岸站（過境設施將與香港鐵路網直接
相連）、深圳西麗交通樞紐（服務內容經擴展策
為包含整個開發項目的疏散分析和公共安全研
究）。
相關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在對包含深圳福田站、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站、北
京城市副中心站在內的中國多個大型多式聯運地
下高鐵樞紐進行消防工程建設後，我們贏得了鐵
路部門的信任，成為消防安全工程領域的專業合
作夥伴。

連接月台和站廳層的大型無隔斷空間設計

可靠的防排煙設計

我們的消防策略正在改變中國地下高鐵站的設計
模式，即從獨立設計轉換為整合多式聯運樞紐、
高層建築、機場和其它綜合用途的新式設計。

減少街道層的消防疏散樓梯數量，進而最大限度
地提高上蓋專案後續開發的靈活性。
總體而言，奧雅納提出了分區式或分階段式垂直
疏散策略。這種疏散策略內含自月台通往車站高
處的多個樓梯和自動扶梯。
首先疏散較低樓層，然後是較高樓層。這樣做有
助於在不同時間從車站的不同區域疏散人員，從
而減少擁堵和恐慌。
如果某一疏散區發生火災，系統將通過公共廣播
和火災警報向相鄰的防火分區發出警告訊號，提
醒乘客其它地方發生了火災。火災發生區域的火
災警報一旦啟動，全面的疏散行動也隨之開始。

中庭空間採用自然排煙，軌道等區域輔以機械排煙。

每層受保護的樓梯均提供「無火」區域，可通往
車站外的安全場所。這些區域的灑水裝置、煙霧
管理和防火分區等消防系統，將為整個車站的疏
散時間提供有利條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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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個落戶市中心的高鐵TOD
為重慶沙坪壩TOD提供交通及垂直運輸顧問

沙坪壩站是中國首個建在核心商圈的多式聯運
TOD 專案，而在舊沙坪壩站的重建工作開始之
前，該地區一直在努力解決城市衰退的問題。

不過，作為地標性 TOD 專案組成部分的沙坪壩
站，其落成給地區帶來了全新生機，體現了重慶
政府雄心勃勃的復興計畫。

此外，因為沙坪壩站是成渝高鐵線上的一個重要
車站，所以該 TOD 專案也為成渝經濟圈的發展做
出了貢獻。

重慶沙坪壩 TOD 專案的成功表明，與綜合體相結
合的大規模多式聯運 TOD 需要進行細緻規劃，包
括土地利用和交通規劃。

© Te Luo

在規劃階段，奧雅納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通過
分析，就交通規劃和垂直運輸策略為客戶和專案
團隊提供了建議，使他們能夠對連續性設計進行
總體規劃。這樣一來，不但可以方便乘客步行，
還能為商業區（龍湖金沙天街購物中心）引流。

雙子樓位於沙坪壩站上蓋，包括住宅和零售空間的。

© Longfor Properties Ltd

將重慶與中國其它西部城市相連的高鐵網路

重慶北

成都

簡陽
資陽

客户：

龍湖集團

奧雅納的服務範圍：

機電工程、垂直運輸及交通顧問服務

16

經過二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國的 TOD 規
劃已經發展到可以滿足規模更大、結構更複雜的
交通組成部分。不僅 TOD 綜合體變得越來越大，
地下鐵路的類型也越來越多，包括本地地鐵線、
城際鐵路、高速鐵路和機場快線，更不用說出計
程車、共享汽車、城市公車、公路客運等各種重
要的車輛模式。

沙坪壩
重慶

資中
内江

隆昌

大足
榮昌

永川 璧山

沙坪壩

重慶

左圖為成渝高速鐵路沿線網站，右圖為沙坪壩樞紐站的區位

重慶東
重慶西

*圖中體現了成渝地區雙城

經濟圈的連接，沒有表現與

西部其他城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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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G/F

出入口、售票處、安檢通道
高鐵站、候車室、檢票口

B1

通往站東路

公車站、通往地面建築的車輛出入口
B2

側式月台

1號月台成渝客運專線往重慶方向（重慶站）
2號月台成渝客運專線往重慶方向（重慶站）
島式月台

3號月台成渝客運專線往重慶方向（重慶站）
成渝客運專線（下行方向）的通行線路
成渝客運專線（上行方向）的通行線路

4號月台成渝客運專線往成都東方向（璧山站）
島式月台

5號月台成渝客運專線往成都東方向（璧山站）
停車場
B3
B4

社會車輛停車場

換乘大廳，高鐵站進站/出站口（通往地面或地鐵站大廳）
共用汽車和社會車輛停車場

B5

停車場

站西路和站東路方向
© Longfor Properties Ltd

B6

停車場
停車場

B7

9號線車站大廳
1號線（三峽廣場下方）和環線（天辰路下方）的換乘通道

位於大樓中央的電梯／升降機系統貫穿地下地上所有樓層。

B8

建築佈局

該項目總建築面積為48萬平方米，包括8層地下交通
樞紐和上蓋項目。上蓋項目由一個7層購物中心和高
度從84米到181米不等的6座塔樓組成。雙子大廈坐
落於車站正上方，包含住宅和商業空間（龍湖重慶
金沙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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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線月台

突破多式聯運的複雜性

由於重慶沙坪壩TOD專案必須滿足多種交通方
式的需要，因此乘客換乘站的數量也很多。這就
為換層、票價控制和商業機會等方面的便利性帶
來了挑戰。與此同時，車站與辦公樓、 TOD 其它
部分和街道的連接，包括內部的垂直運輸都非常
複雜。

多式聯運所帶來的關鍵挑戰之一是，與分屬不同
職能部門的利益相關者進行溝通，包括政府機
構、鐵路局、當地地鐵營運商和建商。而在不同
的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責任和土地所有權劃分，
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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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研究有助於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流量，優化土
地使用組合，從而提高土地價值。有了合理的需
求預測和客流量預測，建商就可以制定一個估值
模型，用來評估他們願意為開發場地支付的最大
價值，同時優化空間設計和垂直運輸策略，以及
減少風險。

憑藉在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交付
複雜 TOD 專案的豐富經驗，我們與各利益相關
方進行了協調，從而確保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此
外，我們的機電工程師還仔細確定了機房位置，
並對高逾70米、寬約700米的大型空間進行了系
統佈局優化。

全面預測交通需求

中國許多城市正在著手建設和改造軌道交通系
統，以實現城市轉型。通過更全面的 TOD 城市規
劃方法，地方政府可以探索更具創新性的融資或
價值獲取機制。這些機制如果得到了有效利用，
就可以支援中國不斷增長的鐵路網路基礎設施得
到持續增長和維護。

重慶沙坪壩 TOD 項目包括連接高鐵站、地鐵站、
客運站和計程車站的一個多式聯運樞紐，要想預
測交通需求，同時還要估算此間的人流量，委實
是一項複雜的技術性挑戰。
為應對這一挑戰，奧雅納將研究資料和客戶根據
其在重慶和其它二線城市的 TOD 類似專案提供
的統計資料結合起來，制定了多種模型來預測交
通需求、瞭解出行行為、尋求減少交通擁堵的方
法、優化整個開發專案的資源利用，並改善空氣
品質。

這就是奧雅納的優勢所在：我們為 TOD 和公共
交通導向型城市提供全面規劃，在解決經濟可行
性問題的同時，也重點關注可持續性、韌性和宜
居性。

我們的交通規劃團隊根據交通調查，研究並分析
了該區的城市結構和出行需求。透過研究出行需
求與社會經濟指標等外生變數之間的關係，我
們成功建立了模型。只要將未來的外生變數（人
口、就業等社會經濟資料）輸入估算模型，就可
以估算出未來的出行需求。
我們還把以前的交通方式形成的資料登錄出行需
求模型，用於預測未來出行需求，比如出行生成
和產生、吸引率和需求分配（對備選方案的選擇
建模）。
除了分析人們如何作出出行選擇外，我們還輸入
人口、土地利用和社會經濟狀況的預測資料。分
析過程是在特定的假設下進行的，假設的基礎是
基準靈敏度檢查。
利用這些模型，我們預測了尖峰時間的交通流
量，用於對擬議的交通設施和空間設計進行壓力
測試，以便對其進行優化，進而滿足交通荷載並
簡化不同交通方式之間的切換。

垂直運輸策略

對行人數量和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合理估計後，我
們採用了不同的工具來確定 TOD 環境中的行人需
求。我們使用奧雅納專有軟體 MassMotion 對人流

20

奧雅納採用被動式設計手
法，通過空氣通風評估和使
用環保材料，以減少能源消
耗，提高文化中心中庭的熱
舒適度。

量進行分析和視覺化，並探索高鐵和地鐵站、交
通樞紐、購物中心等公共空間內的各種行人交通
場景。
然後，我們開發了一個創新的垂直交通策略，該
策略整合了自動扶梯和電梯的使用預測和室外的
交通流量預測，優化整個專案日常營運。

吸引客流，使租金價值最大化

奧雅納的交通規劃和機電團隊協助客戶和專案團
隊確定專案的經濟和技術可行性，並降低規劃過
程中的投資風險。例如，不同類型的乘客在不同
的地點時間有不同的行為和需求。

我們提供的垂直運輸設計方案不僅能夠確保乘客
的舒適性和安全性，在經過優化後，還可以增加
零售空間的客流量，讓客戶能夠有效地建立一個
成功的策略性業態組合。

相關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該項目文化中心的頂棚也是一大亮點，這裡我們
採用的是被動式設計手法。在結合現有零售業的
現場測試結果和CFD模擬結果後，我們採用了熱
致變色玻璃和鋁板後增加「遮陽」來降低能耗，
同時提高中庭的熱舒適性。

對中國未來TOD專案的啟示

在規劃全新的多式聯運 TOD 項目時，建議進行全
面、仔細的研究，包括交通分析、需求預測，以
及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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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TOD巨大潛力：
化龍橋站重慶陸海國際中心

客户：

萬科集團（原為瑞安房地產）
奧雅納的服務範圍：

建築（化龍橋站站體部分）
、重慶國際陸海
中心專案結構和機電全過程設計及施工管
理服務

在原建商主導的專案前期規劃階段，奧雅納成功
說服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當地設計院和專案建
商，將重慶陸海國際中心專案和擬建的化龍橋
站，合併成為大型綜合 TOD ，打造重慶首個地面
TOD 專案。奧雅納此舉所釋放的商業價值，遠遠
超過了其最初出任工程師的角色範疇。

日前，重慶軌道交通 9 號線一期工程正式開通營運。 9 號線的
開通串聯起重慶沙坪壩區、渝中區、江北區和渝北區，接駁
三峽廣場、化龍橋、觀音橋等重要商圈，將有力推動重慶中
心城區的經濟發展。

目標

合併建設大型綜合 TOD 項目可整合軌道交通站點
和物業建築設計，組合成相輔相成而又能獨立運
作的商業專案和地鐵站，發揮協同效應，提升客
流集散效果。
軌道營運商能借此獲取更大客流量，增加收入補
貼資本開支。地鐵站與商業專案無縫連接，能鼓
國博線

勵更多人前來生活、工作和消費，從而提高物業
價值和投資回報。

總括而言，結合車站和商業打造成的 TOD 專案，
能有效提升客流量、房產價值和宜居性，為軌道營
運商、建商和未來的居民及客戶締造三贏局面。

CRT 9號線和化龍橋站

重慶市的軌道交通（ CRT ）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統
的重要組成部分， 9 號線的開通備受市民歡迎。線
路全程共設 31 個車站，其中一期從沙坪壩新橋站
到渝北區興科大道站，設有 26 個車站；二期則從
興科大道站到花石溝站，共設5個車站。

花石溝

10

6

9

空港線

從岩寺

中央公園東

蘭桂大道

5

3

春華大道
興科大道

寶聖湖
青崗坪

上灣路

保税港

4

1

頭塘

溉瀾溪

五裡店

9

新橋

高灘岩

天梨路

螞蝗梁

沙坪壩
小龍坎

土灣

紅岩村

富華路

觀音橋

鯉魚池

2

重慶市軌道交通路線圖

© KP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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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家坪

10

資訊來源：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江北城

4

化龍橋

環

5

劉家台

石盤河
何家梁
郵輪母港

2

6

圖例
1

軌道交通1號綫 (地鐵)

3

軌道交通3號綫 (單軌)

2
4
5
6

国

9

10
环

軌道交通2號綫 (單軌)
軌道交通4號綫 (地鐵)
軌道交通5號綫 (地鐵)
軌道交通6號綫 (地鐵)

軌道交通國博綫 (地鐵 )
軌道交通9號綫 (地鐵)

軌道交通10號綫 (地鐵 )
軌道交通環綫 (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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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號線一期工程連接沙坪壩站（奧雅納參與的另一
個 TOD 專案）和觀音橋站。通車後，乘客無需從
觀音橋站換乘即可到達沙坪壩站，行程縮短了四
站。二期工程不僅連接傳統商業區，還連接了中
央公園商圈、郵輪母港和其他發展中的商圈。

化龍橋站是9號線上的一個重要網站。重慶國際商
務區位於渝中區化龍橋片區，而化龍橋站為其主
要交通站點。9號線的開通不僅方便了居民出行，
同時也提升了車站附近的房產價值。

建設中的化龍橋站

在受委託為化龍橋站提供可行性研究和車站設計
服務前，我們為重慶國際商務區提供工程設計及
顧問服務，參與專案可持續規劃和創意空間設
計。該片區由超 5A 甲級辦公樓群、嘉陵中心商
場、重慶天地休閒娛樂區、人工湖暨濕地公園、
雍江系濱江精裝名宅等多個區域組成。在萬科收
購接手負責整個片區的開發及營運後，我們繼續
為重慶在建458m第一高樓—重慶陸海國際中心，
提供結構和機電專業全過程設計顧問及施工管理
等服務。

選項 1：獨立車站

發掘TOD潛力

在城市交通層面，乘客現在可以通過化龍橋站直
達城市商務中心，乘車逛街無縫連接，這裡不僅
購物乘車方便，也成為了重慶市民的交通樞紐。

當專案建商得悉市政府計劃於該片區建設化龍橋
站時，其最初構思是設立一個獨立於片區外的車
站。當時，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設計院和建商都沒有意識到，如果將車站和專案
結合起來，會對周邊社區產生怎樣的影響。

奧雅納團隊主動向客戶建議將化龍橋車站和重
慶陸海國際中心合併為一個 TOD ，並力陳其重
要性和經濟價值，建議以此提高房產價值和投資
回報。

改變始於堅持

雖然，奧雅納的角色僅為該案的工程師，但我們
堅信 TOD 的發展潛力，尋求香港及全球鐵路專家
的技術支持，參與站體建築、人流交通設計，以
至對站體前後軌道線路變動的可行性研究，從而
遊說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設計院、客戶和其 他
利益相關方，成功將重慶陸海國際中心和擬議的
化龍橋站合併為綜合TOD。

選項 2：連接車站部分

選項 3：全面與車站融合

適應性的車站設計

廳台分離側式高架車站

TOD 成功的要素在於在轉運中心周圍創造便於
步行的社區。如果人們在搭乘地鐵，即可抵達重
慶陸海國際中心，出行體驗大大提升。經過多輪
討論談判，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接受了我們的建
議，並同意與我們一起探索開發TOD的可行性。
限制因素

根據重慶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化龍橋站位於重
慶陸海國際中心東側，呈南北走向的長矩形。車
站與專案的平台結構並列，西面與專案東面之間
設有分隔牆。這堵牆延伸至項目6樓，難免阻擋自
然採光和通風，而車站其他三面亦都建有外牆。

車站占地面將遵循重慶陸海國際中心項目的外形
輪廓，而該案地下 4 及 5 層的停車場、服務場地和
道路入口坡道，將延伸到車站地下。

重慶市首個地面TOD

基於這些限制條件，我們於 2014 年對項目進行了
全面的可行性研究，為客戶和相關部門提供了車
站位置、鐵路路線和初步車站佈局的多個方案。

站體與商業部分不同結合方式的方案研究
連接方式選項A

站體人流連接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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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方式選項B

我們對列車噪音和振動進行評估，提出一系列緩
解措施，諸如設置隔音屏障和減震浮動板等。此
後，我們獲委任為化龍橋站提供建築、結構和機
電概念方案設計服務。

化龍橋站已於 2022 年 1 月通車，而重慶陸海國際
中心商業部分預計 2022 年底開業。通過連廊，乘
客可前往陸海國際中心的商業群樓4樓。陸海國
際中心商業部分樓面面積約 10 萬平方米，與一座
458 米高的超 5A 甲級辦公樓、高級飯店及一棟高
181米公寓塔樓相連。

相比地下車站，我們建議化龍橋站採用廳台分離
側式高架車站，以配合重慶陸海國際中心項目的
外立面設計。乘客無需上下樓梯，即可直接從
車站前往商場。最終的設計方案結合裙樓立面設
計，將裙樓範圍向站廳擴大，與化龍橋站交疊。
車站與重慶陸海國際中心同步施工，縮短了整體
建設時間。
鑒於列車班次頻繁，我們在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
提出了各種緩解措施以減少噪音和震動。例如，
我們建議在車站北側設置一道至少30米長、5米高
的隔音屏障。此外，我們還建議在站內採用浮動
板軌道，以減少震動。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噪防
震，使化龍橋站的環境指標符合相關標準。
車站的設計亦秉持可持續性理念，旨在減少碳足
跡。例如，我們在月台等候區安裝大容量低速風
扇，以更為節能的方式，為月台乘客提供溫度適
宜的候車環境。

展現重塑設計思維的領導力

從化龍橋 TOD 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我們早於規劃
階段便預見 TOD 的巨大開發潛力，從起初的遊說
工作到後續車站設計、噪音和振動減緩措施，我
們為客戶以至整片商區所創造的價值，遠遠超過
了最初作為工程師的角色。
過程中，奧雅納發揮正面影響力，幫助土地規劃
部門和專案利益相關方認識到，在交通網站周圍
開發具吸引力且適宜步行的社區的重要性。這項
策略可促進經濟、減少碳足跡、提升投資回報，
最重要的是，將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創造多贏。

相關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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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纜車升級改造

2017 年，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委託奧雅納交通顧
問團隊提供人群模擬建模顧問服務，對山頂纜車
升級改造工程的排隊安排和空間佈局進行審查並
提供優化建議。與此同時，奧雅納的土木工程團
隊正在進行花園道山頂纜車站的地面勘測、岩土
工程評估工作，以及沿途路線的土木工程設計工
作。
在開展以上工作的同時，山頂纜車有限公司還委
托我們，從前任顧問公司手上承接結構設計工
作，對花園道山頂纜車站進行擴建和升級改造。
這是一項高度受限的工程，充滿了挑戰。該工程
將提供全封閉式傾斜自動人行道，月台和候車區
面積也會更大。因此乘客在登車（空間更大的全
新纜車）之前，會有更好的體驗。
我們的交通顧問團隊根據在兩個終點站進行的多
項調查、視頻分析和客流模擬模型分析，提供了
全面可行的落客和排隊安排。
在進行全面客流模擬的分析基礎上，再加上分析
增加的纜車載客量以及新終點站的全新佈局，我
們成功優化了兩個終點站的設計，讓旅客可於室
內排隊等候。
我們還根據各種模擬建模場景，提出了人群管理
措施。我們的研究也被用於為概念設計和詳細設
計提供科學化資料分析支援，讓設計審批成功。

香港標誌性的山頂纜車

為交通「尖峰」做好準備
山頂纜車是香港最具歷史意義、最標誌性的交通系
統，通往舉世聞名的旅遊勝地太平山頂。太平山頂
上有零售和兩個休閒綜合體，名為山頂廣場及山頂
淩霄閣。

自 2017 年以來，奧雅納受業主委託，配合山頂纜車
發展計畫，提升載客量的同時，優化兩個終點站的
設計，提升旅客體驗。

山頂纜車有限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
恒隆地產

奧雅納的服務範圍：
交通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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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花園道山頂纜車站還將構建配備空調的室
內排隊及候車區，可容納 1300 多名乘客。這樣一
來，花園道山頂纜車站的上落客站將沿上坡方向
遷移 70 米左右，擴建後的車站將一路延伸至聖約
翰大廈。
同時，我們還建議對山頂總站進行改造，包括拓
寬上車月台、增加閘機和售票點的數量、擴大售
票點前面的等候區面積。

1號候車區

增加載客量之需

主翼

李堂

聖約翰座堂

門房

美利堅合眾國總領事館
2021年9月
建設中

中國工商銀行大廈

冠君大廈

中環花園道三號

東翼
香港美利酒店

聖約翰大廈
纜車

客戶：

據山頂纜車有限公司稱，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乘客在高峰
時段的等候時間需要兩個多小時。

紅棉

道

香港壁球中心
香港公園體育館

路

紅棉路婚姻登記處

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山頂纜車大受歡迎，尖峰時
段的需求遠遠超過其承載能力，讓花園道山頂纜
車站外乘客排隊情況嚴重，給營運單位帶來了很
大的挑戰。

據山頂纜車有限公司稱，乘客在尖峰時間要等
候兩個多小時才能乘車。在獲得截至 2025 年的
10 年營運權後，山頂纜車有限公司有必要提升載
客量。
政府審批後，山頂纜車的載客量將從每列車 120
人提升至 210 人。根據2018年的估計，候車時間
將縮短 75%-91% ，也就是說，在工作日的尖峰時
間，候車時間將從90分鐘左右減少到17分鐘。

檢票口

售票處

我們採用了3D客流模擬模型，對不同場景的車站設計和排
隊安排進行壓力測試。

利用強大的模擬功能

我們在兩個終點站進行了大量現場勘測工作，並
採用了先進的視頻分析技術和模擬建模分析法，
以此制定出穩健靈活的排隊策略，充分利用有限
的排隊空間。如此，山頂纜車在得到有效營運的
同時，乘客的體驗和安全性也得到了提升。我們
還協助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在原有的終點站進行現
場驗證，包括如何設置標誌牌和方向指引標識，
從而縮短上落客時間。

花園道山頂纜車站（定位）和聖約翰大廈的位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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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候車區

售票處
入口

到站購票乘客通道
預購車票乘客和旅行團通道
月票和員工通道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採用了 3D 客流模擬模型，
對不同場景下的車站設計和排隊容量進行壓力測
試，從而優化花園道山頂纜車站的設計。各場景
涵蓋的因素包括：包含到站購票和預購車票等購
票方式在內的所有乘客、候車區／檢票口的服務
水平、尖峰時間／非尖峰時間的服務水準。
服務水準是終點站設計的一大重點。它是決定乘
客滿意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時也是山頂纜車
是否能完善旅客體驗的關鍵所在。

我們使用奧雅納研發的 MassMotion 軟體，類比
兩個終點站候車區乘客的聚集行為。鑒於每班
纜車行駛時間為 8-10 分鐘，我們確保了候車區的
設計可以在這個時間範圍內，滿足上下落客的需
求。在我們的設計中，預購車票的乘客和到站購
票的乘客分屬兩個候車通道。這樣一來，預購車
票的乘客減少排隊時間。如此也可鼓勵乘客下次
使用網上購票。
此外，我們的分析研究還提供了不同人群管理措
施的優先次序，可據此提高服務水準。該升級改
造專案於 2019 年年中啟動，計畫於 2022 年完成。
在此期間，纜車暫停服務數月，以便開展工作。

在我們的設計中，
預購車票的乘客和
到站購票的乘客分
屬兩個候車通道。

檢票口

當客戶要求我們審視並優化山頂廣場的標誌系
統時，我們建議使用一個標誌牌可視度分析和
優化系統（基於山頂廣場的更新版建築資訊模
型(BIM)和奧雅納專有的人群與行人模擬引擎
MassMotion ，來類比旅客（即代理人）的行為。
在虛擬的竣工環境中，我們為該模型更新了公眾
可進入區域及設施設備的幾何定義。同時，我們
還增設了障礙物，將可能存在的視覺障礙考慮
在內。
模擬模型包含演算法、應變數和預設場景，用於
計算購物中心標誌系統的覆蓋範圍和可見度，使
奧 雅納團隊能夠分析標誌的效率（類型、內容、
字體類型、顏色、大小、可見距離、方向和理解
時間等），在虛擬環境中將其視覺化，同時優化
其位置和設計。
一直以來，對設計師、規劃師和建築的營運單位
而言，提高標誌系統設計的效率都是一大挑戰。
但我們的解決方案結合了VR、BIM和虛擬模擬

優化山頂廣場標誌標識的可視度和佈局

從山頂纜車下車後，大部分訪客和遊人都會被山
頂的壯麗景色所吸引，並駐足拍照。與其它旅遊
目的地一樣，他們會在離開前吃點美食、買點東
西。鑒於遊客的時間非常寶貴，且他們的評價對
山頂的聲譽至關重要，因此讓遊客順心如意地逛
完購物中心，獲取最佳購物體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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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雅納的尋路模擬解決方案，可以協助業主、規劃師、建築師和設計師在設計階段加快落實標誌系統。上圖為香港太平山
頂的山頂廣場購物中心。

功能，可以協助業主、規劃師、建築師和設計師
在設計階段加快落實標誌系統。模擬模型還可進
一步説明構建可變資訊標誌牌 (VMS) 系統，使建
築營運單位可以發送訊息或警報，比如在緊急情
況下疏散人群。
我們的尋路模擬模型也可以應用於機場、博物
館、醫院、地鐵站等複雜環境。除了專為山頂廣
場開發的模擬模型外，我們目前正在開發另一仿
真模型功能，用於改善地鐵站的方向標誌牌。該
系統可根據不同場景下乘客的流量和行為，來評
估標誌的可見度，並判斷車站標誌牌是否顯示了
自相矛盾的資訊。

砥礪前行

可以看出，交通建模和人群模擬是交通、道路和
建築基礎設施設計中我們所使用的最強大的工具
之一。奧雅納不僅開發了 MassMotion ，還使用
了大量用於交通分析的軟體工具，同時還應用多
模型方法，旨在讓分析過程可靠度更高，更科學
化，結果更具說服力。

山頂廣場現行標誌系統為奧雅納尋路模擬解決方案的成果。

相關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憑藉在照明和尋路系統設計方面的專業知識，我
們的綜合交通規劃方案可以科學地分析交通狀
況，從而緩解擁堵、減少延誤、提高道路和乘客
安全性。最重要的是，讓乘客／遊客享有愉快的
出行體驗。
奧雅納利用模擬模型來分析和優化山頂廣場標誌牌系統的
佈局和設計。

注：奧雅納於1997年擔任淩霄閣結構、建築設備及幕牆初始工程師，並於2006年為其改建與附加工程提供顧問服務，包括結構、建築設備、
通風工程、幕牆及消防工程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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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宏楚

施宏楚是奧雅納東亞區董事兼岩土工程、海事和能源業務（香港）負
責人，在本專訪中，他講述了自1995年加入奧雅納以來，不斷克服
困難重重的地形條件的故事。於他而言，發現之旅和思考過程充滿了
樂趣。
近年來，施宏楚作為領導人員退居
二線，管理著一個由各學科精英組
成的大型團隊，同時也負責各大專
案的監管工作。然而，一直以來，
他對一線工作都滿懷熱情。
地基工程是一個變化多端的領域，
地質狀況變化萬千，這是最令他
著迷的地方。他表示：「香港的
土地面積雖小，卻需要大量岩土工
程師，才能應對香港複雜的地質環
境，包括堅實的岩體及軟土，才
能移 山 填 海 ， 才 能 打 好 地 基 建 高
樓。」
早期職業生涯

1994年，施宏楚從土木和結構工
程專業畢業後，曾就職於一家專業
的地基工程承包商，累積了地基工
程相關的必備工作經驗。最重要的
是，他瞭解到在一份優秀的設計方
案背後，還需要考慮該方案是否可
以落地執行。

「不要讓自己局限於墨守成規的想法。要時刻
謹記，固有的技術規範和標準，不能取代科
學判斷和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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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宏楚在奧雅納參與的早期
專案之一，是為泰國曼谷高
架和列車系統專案進行樁基
設計，項目包含大規模樁基
試驗。他表示：「那時候我
沒有經驗，無論是監督試樁
施工和試樁設備、培訓當地
技術人員進行全面的載入試
驗，還於高溫下在火車疾馳
而過的鐵道旁分析現場結
果，我都覺得很有意思。」
此外，他還表示，在該案中，
團隊透過工後注漿提升了軟土
地層中的樁基承載力，後來這
份寶貴經驗及技術也引進到奧
雅納其他位於香港和亞洲其他
城市的一些項目中。

在此期間，施巨集楚成功說服
了客戶。他表示通過簡單的計
算，並參考國外的案例研究，
裂隙岩的承載力遠可以滿足
現階段要求，唯一需要擔心的
是地質參數的不確定性。儘管
存在這種不確定性，但是施巨
集楚向客戶保證，自己的團隊
可以根據現有的鑽孔和測試資
料，對超複雜的地質條件做出
最佳估計。
最後，客戶採納了奧雅納提出
的樁筏基礎這一低成本混合解
決方案。閥板提供了整體性的
地基承載力，再通過策略性地
放置短樁，即可減輕大廈相關
部分的潛在不均勻沉降。之
後，施宏楚代表奧雅納出席新
聞發佈會，向公眾解釋了該地
標項目的地基設計。

首爾樂天世界大廈的樁筏基礎設計

首爾樂天世界大廈

充滿挑戰的地形條件

施宏楚曾參與的一個重點項目
是位於韓國首爾的樂天世界大
廈，該案充分體現了其團隊的
能力和創造性思維，並打造
了一個落地易於執行的解決方
案。樂天世界大廈樓高 555 米，
共 123 層，是韓國最高的摩天大
樓，同時也是全球第五高樓。

這棟超高層建築的下方是多向
斷層和破碎岩體。「針對這樣
的地形條件是否有利，以及
是否需要大刀闊斧地對地形
條件進行改造才能承受高達
6700MN 的重力荷載，客戶的團
隊內部出現了爭論。」

© Namsun Lee

構築思考根基

入職奧雅納後，施宏楚參與了
基礎設施項目各方面的一線工
作，後於近年退居二線主導工
作。一線工作的內容包括實地
調查規劃、土地研究、土地複
墾、樁基研究、地基設計、場
地平整、邊坡檢查、邊坡穩定
性評價、擋土牆設計、隧道開
挖和深基坑開挖、橫向支撐設
計和現場監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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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設計出具有高度承
載力的後壓漿板樁基礎和一道
厚達 1.2 米的地下連續牆，支持
地下室進行少見的半逆作法施
工。如此一來，在加快進度的
同時，我們還避免了在核心筒
的地下室區域使用昂貴的鋼制
支柱。」
精准計算，助力創新

香港雖然面積不大，但地質條
件卻極為複雜多變。施宏楚表
示：「勘測某個場地存在的具

他提到了環球貿易廣場這個案
例。該建築下方為凹陷基岩，
可能因地質斷層所致，不適合
採用香港常見的端承樁系統。
奧雅納院士 Jack Pappin 博士帶
領團隊，經過詳細的研究，並
比較不同的地基類型，最終選
擇了後壓漿板樁設計，並成功
落地執行。

「如果修建連最高的建築都毋
須把樁基建在堅固的基岩上，
那麼我希望工程師不要默認使
用傳統的端承樁，這樣不是做
工程。」

香港新界元朗的地質條件特點
是存在地底溶洞。 2012 年，香
港房屋委員會委託奧雅納，對
擬建「居者有其屋」計畫的地
塊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地下
不同深度存在深埋大理岩和
溶洞。

「該案原計劃在此修建30多層
的住宅樓，但由於地形條件困
難，我們坦誠建議客戶，樓層
最好不要超過11層。我們沒有
採用樁基方案，而是設計了經
濟可行的浮筏基礎，以此實現
在鬆軟土層上興建建築物，並
將下伏空洞的應力水準控制在
可接受的範圍內。」

© Tamas D Varga

弄清規則的含義

胡志明市Vincom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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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不瞭解規則的含義和影響時，
不應盲目遵循規則。」

體問題，並制定可行的解決方
案，這個過程很有意義。」

「在工程行業，規則就像金科
玉律。但隨著各種規則不斷發
展變化，它們也變得越來越難
以理解和運用。有些國家的抗
震規範過於保守，不但無助提
升建築結構的安全性，還可能
增加施工難度。」

鑒於這是一片新開墾的土地，
且負責南半部分工作的特區政
府部門頒佈的規範相對保守，
導致出來的地基設計也格外保
守及昂貴。如此一來，這棟建
築由香港政府負責的那一部分
就會與內地政府負責的這邊形
成鮮明對比。

根 據 岩 土 勘 察 報 告，香 港 元 朗「居 者
有其屋」宏富苑專案的場地條件非常
困難。

亞塞拜然的Crescent City和
Crescent Place，由高層住宅
和商業塔樓組成，這一著名的
發展專案毗鄰巴庫海濱，奧雅
納為其提供了岩土工程設計。
起初，奧雅納的服務不涉及施
工階段，但在發現現場試樁和
地下室開挖進展不順後，奧雅
納擴展了服務範圍。在客戶的
要求下，施宏楚提供了施工階
段的顧問服務，指導現場技術
人員按照正確的方法和順序施
工，以保品質及安全性。

「另外，我們意識到該國的抗
震規範過於保守，通過比較各
國的設計要求及經驗，我們最
終說服客戶遵循國際標準，
讓基礎和上部結構設計更為合
理。」
施宏楚回憶道，深圳灣出入境
管制站的跨境客運大樓的建設
工作由內地政府負責，但該建
築南半部分的設計工作需按照
香港特區政府標準進行。

為解決這一矛盾，施宏楚與相
關部門進行了討論，採用已發
表的研究論文和詳細分析結果
作為佐證，試圖放寬標準中
規定的相關條款。他的這些努
力，使預應力鋼筋混凝土樁的
使用數量減少了20%。

據理力爭

「年輕時，我閱讀了不少研究
文獻，試圖搞清楚設計規則的
目的是什麼。我建議青年工
程 師不要讓自己局限於墨守成
規的想法。要時刻謹記，固有
的技術規範和標準，不能取代
科學判斷和實際經驗。隧道工
程就是典型的例子，需要運用
經驗和判斷力來確保成功落實
專案。」
「只要你已經做了大量研究，可
以用自己的論點去質疑規則的
合理性，那麼你就應該據理力
爭，挑戰傳統思維。可以用夯
實的理由成功說服他人，是很
快樂的一件事情。」

施宏楚（左）與港鐵公司團隊在高鐵
香港段隧道施工期間進行檢查。

© Heerim Architects & Planners

為超高層建築打地基固然是項
挑戰，開挖深層地下室也並非
易事。對於胡志明市的 Vincom
購物中心，施宏楚的團隊參與
了在軟粘土層中修建深層地下
室的工作。多年來，借助逆作
法或順作法施工技術，地下室
的興建取得了長足發展。然
而，Vincom購物中心六層地 下
室的興建，需要往地下深 挖高
達 30 米。這是胡志明市當時最
深的地下室，難度可想而知。

巴庫Crescent City和Crescen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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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暉

奧雅納東亞區董事兼中國區城市與顧問業務負責人馬暉告訴我們，
為什麼行業領導地位與專業敬業相輔相成。
馬暉在設計和管理方面經驗豐
富，尤其是複雜建築的抗震和
抗風設計。借助在大量的中國
香港和中國大陸專案中積累的
經驗，他擅長管理跨地域團隊
專案。馬暉的領導能力給我們
的啟示是，持之以恆地交付優
質專案，可以贏得客戶的認可和
信任。

「 無 論 甚 麼 時 候，我 們 交 付 的
工作都必須穩定可靠，只有這
樣客戶才會對我們充滿信心。
交付一個優質工程，往往意味
不僅需要解決客戶面臨的重大
難題，還應經常超出他們的預
期。我們就是這樣贏得客戶的
尊重。」馬暉如是說，「快人
一步總是很難，但這是通往行
業領袖的必經之路。」
深圳：機會之城

馬暉出生於中國東北，在那裡
長大。 1990 年，他從天津大學
畢業，隨後在撫順建築設計院
開始了職業生涯。 1996 年，他
加入了奧雅納深圳辦公室，擔
任結構工程師。

「交付一個優質專案，往往意味不僅需要解決客戶面臨
的重大難題，還應經常超出他們的預期。我們就是這
樣贏得客戶的尊重。快人一步總是很難，但這是通往
行業領袖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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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雅納工作的頭幾年，馬暉
主要參與香港專案的結構設計
工作。後來，他又分別參與了
香港、新加坡和深圳的 TOD 專
案。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擔任結構工程師十年後，我意
識到自己想要更多的可能性。
為了職業生涯更進一步，我必
須走出舒適區。於是，我開始
挑戰自己，擔任更高的職位，
並參與和管理需要多專業合作
的專案。」

馬暉擔任專案總監的專案包
括：鄭州銀基中央廣場綜合開
發專案（包含當時鄭州最高的
建築）；深圳地鐵3號綫東延綫
物業開發和融資方案研究；橫
琴出入境邊防檢查站綜合體等
等。
此外，他還參與並管理了多個
辦公樓專案的設計和實施，包
括深圳前海世茂金融中心；東
莞國貿中心（包含東莞最高建
築）綜合開發計畫；錦洲國際
酒店及展覽中心（包含錦洲最
高建築的綜合開發專案，奧雅
納為設計牽頭單位）；佛山市
公共文化綜合體（奧雅納為設
計牽頭單位）；深圳東海綜合
體開發專案。

屢獲殊榮的前海世茂中心高達
300 米，是中國最高的外框結構
旋轉建築。該塔樓由四片雙曲
面幕牆圍合而成，呈45度的旋

轉結構。為實現該建築獨特的
螺旋形態，奧雅納開創性地設
計 了 旋 轉 框 架 —— 核 心 筒 結 構
體系。

「當我們展開卷軸以展示繪製
在卷軸上的設計方案時，建築
團隊吃驚地睜大了雙眼。經過
三天的工作坊，建築師對我們
的創意方案給予了高度認可，
並對客戶引入奧雅納團隊給予
高度讚譽 。」
另一項讓馬暉引以為豪的成
就，是高達 440 米的東莞國貿中
心的結構設計。
方案設計多次調整，共歷時一
年半。通過高效利用每次的工
作坊機會，把絕大部分的多專
業設計協作和創新的設計發
展，都在工作坊現場完成，工
作安排經濟、有效。」

成為思想領袖，贏取客戶尊重

在中國大陸，通常是建築師提
出設計方案後，再由工程師按
建築要求，設計適當的結構。
然而在東海項目（包含當時中
國最高的雙子塔）中，客戶
一開始更擔心結構方案是否可
行。客戶找到了奧雅納，並表
示想要打造一個高層綜合體。

「但他們很猶豫，因為擔心強颱
風會導致高樓搖晃。如果大樓
在颱風下搖晃，居民便很可能
會抱怨。」馬暉如是回憶。最
終，奧雅納團隊設計出一種更
借重外伸展牆體而不是內部核
心筒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可以
支撐兩棟高達 300 米的住宅樓。
「他們採納了我們的建議，並
決定由建築師根據結構方案深
化住宅塔樓方案。」

© Zhangchao

匠人精神贏取信任

「 上 世 紀 9 0 年 代，中 國 大 興 土
木，百業待舉，對工程師和建
築專業人士而言，處處機會。
當時深圳作為四大一線城市之
一，充滿活力，吸引著全國各
地的精英齊聚於此。」

前海世茂中心是中國最高的外框結構扭轉建築。由馬暉領導的團隊開創性地
設計了扭轉框架—核心筒結構體系，使該建築具有獨特的螺旋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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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和實施、城市規劃、產業規
劃、工程顧問和設計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做前期準備。

馬暉因表述和溝通能力出色，
奧維納委任其為投標演講人。
評審委員會對奧雅納的文案
和團隊印象深刻，演講結束
當天，即決定奧維納為中標
企業。
中國規劃政策的結構性轉變

據悉，國家發改委明令禁止新
建500米以上超高層建築，且
嚴格限制新建 250 米以上建築。
同時，任何高於 100 米的建築，
都必須與城市規模、空間尺
度相適宜，與消防救援能力相
匹配。

由馬暉領導的團隊，在東海專案中設計出一種更借重外伸展牆體而不是內部
核心筒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用於支撐高達300米的兩棟住宅樓。

秉持全域思維

錦洲國際酒店及展覽中心項目
在有限的空間內積聚了各種複
合式的功能。這也是馬暉管
理的首個匯聚十多個專業的案
子。他表示：「領導多專業團
隊的關鍵是多贏而不是單贏。」

「屬十多個專業的團隊成員的
工作，其中六個專業來自奧
雅納，其他成員都來自另外的
公司。挑戰還是很大的，但同
時，這對我來說也是個機會。
我可以把點線結合，形成一幅
完整的圖畫，獲取整個開發週
期的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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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中心投入使用幾年後，一
個世界知名的展會主辦方向奧
雅納拋出了橄欖枝，因為展覽
中心的美學和功能設計讓其印
象深刻。「我們還在香港就未
來合作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
我意識到，儘管項目所在地名
氣不大，但只要按照國際一流
標準來打造，它仍然會吸引全
世界的目光。」
未來城市規劃

作為奧雅納中國區城市與顧問
業務負責人，馬暉參與了深圳
前海的一項顧問工作，為當地
政府即將開展的基礎設施規

馬暉認為，這一新議程是中國
城市規劃策略的分水嶺。「這
意味著，規模更大不代表更
好，起碼在政策制定者看來是
這樣的。我認為，中國政府正
在調整城市規劃策略，使之可
持續程度更高、更環保、更智
慧，而不是讓一棟棟摩天大樓
拔地而起。建築物不應該作為
獨立個體來規劃，而應該隸屬
於城市規劃的一部分。」

對青年工程師的建議

「整個職業生涯中，我一直以
開放性的心態來看待新機遇
和新挑戰。我積極主動地調整
自 己的發展方向，走出舒適區
去挑戰新崗位，從而嘗試了不
同的角色，收穫了多方面的經
驗。」
「 對 於 年 青 工 程 師，我 的 建 議
是，機會來臨時，要踴躍嘗
試全新角色，積極承擔新的責
任。努力學習、發展和提高自
己的技術水準、專業能力和表
述才能。要有團隊合作精神，
最重要的是，努力做到最好。
久而久之，你就會贏得團隊和
客戶的認可和信任。」

「整 個 職 業 生 涯 中 ， 我 一 直 以 開 放 性 的 心 態 來 看 待
新機遇和新挑戰。我積極主動地調整自己的發展方
向，走出舒適區去挑戰新崗位，從而嘗試了不同的
角色，收穫了多方面的經驗。」
多年來，馬暉一直與香
港同事密切合作，並與
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
係。2007年，馬暉在
香港的一次聚會上（上
圖）；2004年，奧雅納
創研院籌辦的設計學院
課程（下圖）。

馬暉解釋道，高達 400 米或 500
米的建築物聳入雲霄，確實很
有氣勢。但它們並不能最大程
度地利用能源和空間。因為大
部分時候，避難層都處於閒置
狀態，且電梯和暖通空調也
需 要消耗一定的能源才能維持
運行。

「目前，政策制定者躊躇滿志，
力求在推動城市發展的同時，
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馬暉在廣州市南沙區政府與奧雅納的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上發表講話。

2020年畢業生入職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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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如下：
-

新冠疫情促使商場和店家更多地進行網路交易

採用混合策略的亞洲零售業：
四種潛在消費場景

近月，奧維納發佈了一份新報告，探討了零售業未來或可出現
的四種消費場景，精準刺激消費者的購買動機：享樂主義、
掌控生活、自我賦能和歸屬感。
前所未有的全球健康危機，深
刻地影響了人們的購物方式。
零售業格局正在不斷演變，對
品牌和零售商而言，調整策略
以求生存並保持競爭力至關重
要。技術進步推動品牌和零售
商越來越多地採用實體店面與
網路行銷的混合策略，從而更
好地與客戶互動。

我們發佈了一份深度報告，旨
在探討零售空間向多元化服務
進軍的結構性轉變。如此，零
售空間將不再只是人們購物
38

和聚餐的場所，而成為碰面寒
暄、暢聊人生的理想之地。部
分採用這種混合策略的零售商
正在感受成功的喜悅，但對於
如何使二者相輔相成，不同的
零售商有不同的理解。
為解決這種思維上的差異，該
報告將助力建商、建築師、設
計師、政策制定者、品牌和零
售營運商等行業利益相關方，
瞭解市場驅動因素、挑戰和趨
勢，並探討成功的零售商和購
物中心如何利用這一策略來提
升顧客參與度和收入。

零售商和商場營運商應建立韌性，對抗意外干擾
零售商應瞭解行業變革的主要驅動因素
務必了解除流行語以外的數位化顛覆現象
成功的關鍵點在於全管道、資訊一致、保持靈活
提供資料驅動型個性化體驗，優化客戶的消費方式

該報告通過官方統計資料，研
究了亞洲消費者的行為變化，
以及人口結構和城市化水準等
關鍵驅動因素如何共同重塑市
場。為滿足消費者的新期望，
各大品牌正重新調整策略，同
時利用全新的解決方案使產品
升級換代，量身打造吸引力十
足的用戶體驗。

該報告接下來闡述了亞洲各地的
購物中心和商店如何通過重新定
位、重新設計或重新配置，來應
對顧客行為和品牌策略出現的變
化。總之，我們必須承認，未來
的商場設計要想行之有效，就必
須使空間設計合理，如此方可
樹立起自身形象並與周圍環境和
諧共存，為當地社區提供服務。
進行城市規劃時，應充分考慮零
售店如何佈局，使之與公眾無縫
銜接。
報告摘要探討了未來可能出現
的四種消費場景，其間，各大
品牌、零售空間和社區可激發
人們的消費動機。

未來，無現金支付將極大推動零售業的發展。

可能出現的四種消費場景：
-

隨時隨地
無縫接觸
階段性零售
多元生活

該報告系奧雅納創研院、奧雅
納東亞地區團隊和外部機構合
作而成。

掃描右邊二維碼，下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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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企業創科互聯系列

XtreeE多元件3D列印系統可安裝在機
械臂、履帶式或龍門式系統上。

技術互聯的目標：

-

緊跟技術發展趨勢
確定如何讓客戶因此受益
共創解決方案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奧雅納創研院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捕捉新趨勢，並
與位於香港、新加坡、特拉維夫、上海和深圳等
擁有強大創業生態系統的城市裡的企業孵化器、
企業加速器、天使投資網路建立聯繫。奧雅納會
將各平台投資組合公司的創新理念引入內部團
隊，從而使各項目團隊明確何時何地可以使用這
些技術。

特色初創企業

OceanAlpha主營無人水面艇（unmanned surface
vessel ，簡稱 USV ）開發，用於水環境採樣和監
測、測繪、水文勘測及測深。今年十月，該公司
國際業務部總經理張然向奧雅納團隊做了一次演
講。

XtreeE 使用與單個噴嘴相連的六軸機械臂來擠出
材料。2021年8月， XtreeE 的研發專家 Nicolas
Ducoulombier 在與奧雅納的一次談話中表示，該
公司最近已為一座長達 40 米的人行天橋列印了整
個承重甲板。

© OceanAlpha

Geometrid 是 SaaS （ 軟 體 即 服 務 ） 服 務 的 提 供
商，該服務用於在建設專案的整個供應鏈中進行
進度監控和要素跟蹤。該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
官 Milos Jovanovic 在2021年6月談到，雲端施工
管理平台可提高建築工程專案生命周期各階段的
速度、效率和準確性。

OceanAlpha的無人水面艇
40

Dayta AI推出了顛覆性產品Cyclops，這是一款雲
端人工智慧零售/物業分析解決方案，可利用監 控
系統來獲取、評估、解釋店內客流量、人員結構
和行為資料。2021年5月， Dayta 的首席執行官兼
創始 人屠厚鈞向我們介紹了他們的願景，以及產
品在建築管理系統中的使用實例。

同年5月，Mapxus的產品總監Ivan Cheung受邀分
享了該公司的智慧、無縫、可擴展、可持續的室
內地理空間技術和解決方案，這些技術和解決方
案可為室內空間導航創建數位目錄。
香港智慧建造研發中心(HKCRC)成立於2020
年，由香港科技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清
華大學聯合建立，旨在將機器人、人工智慧等先
進技術帶入建築行業。

在2021年 11 月的一次講座中，來自香港智慧建造
研發中心的兩位發言人與我們分享了他們的最新
研究成果。香港科技大學校友梁浩博博士向與會
人員詳細介紹了香港智慧建造研發中心的情況；
麻省理工學院校友袁毅星博士則分享了，他目前
在香港智慧建造研發中心開展的對用於模組化集
成建築的預製構件進行自動檢測的研究。

© Geometrid

由奧雅納創研院竹籌辦的企業創科互聯系列
(Ventures Tech Connect Series) ，邀請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創科企業家，與公司員工分享他們的創新
解決方案，以應對建築環境面臨的關鍵挑戰。此
舉目為增進奧雅納與科技創業公司之間的合作機
會，並從潛在的外部合作中汲取靈感。

© XtreeE

作為領先的多學科綜合性的專業工程顧問，我們深知務必推動創
新，方可保持領導地位。為此，我們採用了開放性的創新策略，即
在注重可持續性的同時，與外部初創企業通力合作，為客戶量身訂
做解決方案。

Geometrid提供SaaS（軟體即服務）平台，可實現建築工程
項目管理。

奧雅納創研院通過與領先的技術學院和大學以及
初創企業合作，積極鼓勵並支持創新，以提高專
業能力，為客戶創造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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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城市如何改善交通流動性？
位於四個發展中國家的高密度城市
城市交通研究及應用

本研究中，我們考察了發展中國家城市如何才能通過創新，在減少私家車數目的同時，也能提升公共
交通效率。我們探討了分別位於4個發展中國家的4個人口密集城市，試圖瞭解智慧交通的需求狀況以
及帶來的好處。研究完成後，奧雅納開發了一個交通創新工具包，簡述這些案例，在公司內部傳用。
該工具包內含從這4個城市借鑒的經驗，可輔助公司團隊為交通運輸業客戶和利益相關方提供項目
指導。
波哥大，哥倫比亞

人口（2018年）

720 萬

上世紀90年代，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公共
交通系統不堪重負，當地政府因而開發了世
界上最成功的公 車 捷 運 系 統 ( BRT )之 一 ， 名 為
TransMilenio 。如今， TransMilenio 包含幾條相
互連接的公車捷運系統路線，在主幹道（或稱
Troncal）中央設有高架車站。

在臭名昭著的「便士之戰」( war of the penny )
中，波哥大的公車捷運系統路線不斷爭奪乘客，
導致當地對更具統一性的解決方案的需求愈發增
強。經過長達數十年的爭論，政府最終在 2019 年

10 月讓地鐵專案進入招標階段。專案由一家中國
公司中標，並於2020年10月破土動工。

鑒於每週日波哥大大部分街道都沒有汽車，於是
在 2000 年，該市開展了首個「無車日」活動。今
年，波哥大力爭將「無車日」延長為「無車周」
，並於2月舉辦了該市首次「無車周」活動。這
一實驗性事件在全國引發了熱議，人們開始討論
在確保汽車保有量較低（ 75% 的波哥大人全年無
車出行）的同時，將波哥大打造成首屈一指的自
行車之城。

馬尼拉大都會，菲律賓

人口（2018年）

1,350 萬

該城市現有的公共交通系統主要依靠吉普車。近
年來，隨著經濟飛速發展，菲律賓汽車保有量也
快速增長（位於東盟國家增長最快之列）。但與
此同時，馬尼拉卻未進行主要的基礎設施升級。
這種情況正造成嚴重的道路擁堵和空氣污染，對
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

為應對這些挑戰，菲律賓政府試圖根據其「大建
特建」(Build, Build, Build) 計畫，開發一個可
靠、有吸引力並具有成本效益的公共交通系統。
南通勤鐵路項目又名 PNR-Calamba ，是147公里
南北通勤鐵路系統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將重塑
該國的交通網絡。
該鐵路項目隸屬於亞洲開發銀行( ADB )菲律賓業
務計畫。它與亞行資助的另一條鐵路（ Malolos
Clark 鐵路項目）相連接，是一條現代化的高架鐵
路綫，將連接北部省份和馬尼拉大都會。馬尼拉
大都會公車捷運系統1號線專案正在規劃中，預計
將於 2022/2023年動工。

雄安新區，中國

計畫容納約

17萬人口

(截至2021年）

2017 年，中國宣佈了設立雄安新區（位於北京
西南約 100 公里處）的計畫，旨在將 1,770 平方公
裡的區域建設成一個綠色的智慧城市，為全國其
他地區樹立榜樣。過去四年來，建設工程如火如
荼，其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修復工程。

連接雄安和北京的城際鐵路於 2020 年 12 月開始營
運，將兩個城市之間的通勤時間從1個半小時縮短
到約 50 分鐘。同時，連接雄安、北京和鄰近的天
津市的三條快綫已於2021年5月建成通車。
早在 2019 年，奧雅納就曾接受委託，基於國際
經驗和視角，為雄安新區的交通發展規劃提供
建議。建議領域包括具有包容性的綜合基礎設
施、以使用者為導向的服務、創新技術以及綠色
交通。

胡志明市，越南

人口（2018年）

890 萬

胡志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機車。城市地區機車
數量眾多且高度集中造成的負面影響，導致公眾
對採用私家車（尤其是機車）出行的觀點發生了
轉變。

Salitre El Greco公車站，位於波哥大埃爾多拉多大道 (Avenida El Dorado)
42

雖然有這樣的計畫，但鑒於胡志明市雨季暴雨肆
虐、洪水氾濫，其交通系統很容易受到影響。因
此，當務之急是將抗災能力納入城市交通規劃。

為此，該市制定了到 2030 年將公共交通的比重從
10% 提高到 30% 的計畫。為實現這一願景，胡志
明市現正發展或引入其他交通工具。除了推廣電
動機車和公共汽車等污染較少的車輛外，胡志明
市的地鐵1號綫（首條地鐵綫）目前正在建設中，
預計將於 2022 年開始營運。目前，其它幾條地鐵
綫也正在規劃之中。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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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城市交通的影響

2020年9月，奧雅納研究了幾個代表城市，以瞭解新冠疫情對不
同地域的交通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已導致城市日常運轉發生重大變
化。為減緩病毒傳播，政府對人員流動進行了嚴
格限制，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城市現正開始
放鬆限制，允許人們返回工作崗位並恢復一些社
會活動。然而，這可能導致出現新的感染浪潮，
特別是那些嚴重依賴高度利用的公共交通服務的
地區。

隨著各城市開始放寬限制，交通當局必須審慎而
為，確保人們免於感染。 2020 年 9 月，奧雅納采
訪了來自全球各個城市的代表，以瞭解新冠疫情
對交通的影響。在此之前，我們於 2020 年 5 月對
東亞區同事進行了調查，調查重點是新冠疫情對
公共交通的影響。

要點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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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在新冠疫情恢復階段期間，和新冠疫情結
束後建立新的出行模式期間，出現的行業變化
和可能的政策措施

-

- 	悉尼：儘管大多數中心商業區(CBD )的辦公室仍處於空置狀態，
但交通流量已恢復至疫情爆發前的水準
-	伊斯坦布爾：汽車保有量不斷攀升，公共交通使用率依然很低，
其它活動模式也很少採用

-	確定與其它地區/城市相比，某些地區或某種
類 型的城市是否更適合採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 審查推動行為改變的政策的有效性

我們通過8個不同的案例研究確定了6個要點。

要恢復公眾對公共交通的信心並不簡單，恢復措施往往取決於當地實
際情況。

在伊斯坦布爾，汽車保有量
不斷攀升，公共交通使用率
依然很低，其它活動模式也
很少採用。

悉尼：為公共交通營運制定「安全容量」標準

-	芝加哥：芝加哥交通管理局在新冠疫情期間創建了交通擁擠資料
儀錶板，説明客戶更好地規劃交通行程，避免高峰出行
-	紐約：因擔心室內健康問題，人們對乘坐地鐵和公車出行的看法
發生了變化。

© Charles Aydlett courtesy AECOM-Arup JV

第二大道綫，紐約地鐵網路
的一部分

研究重點如下：

2

遠端辦公方興未艾的同時，機動車保有量和行駛里程數卻在持續
攀升。

在悉尼，儘管大多數中心商
業區(CBD)的辦公室仍處於
空置狀態，但交通流量已恢
復至疫情爆發前的水準。

45

FIRST | 調查研究

3

通過慢速街道、露天餐廳等暫行措施將街道打造成宜居的理想場所。

-

波哥大：騎自行車遠距離出行成為新風尚，進而擴建自行車道

-

巴黎：制定「Corona自行車」

-	紐約：永久性地將街道和停車位改造為「露天餐廳」之類的戶外
用餐空間
-	三藩市實施「慢速街道」計畫，在不妨礙街道基本功能的前提
下，為體育活動創造空間

4
5
6

疫情爆發進一步加劇了原本存在的交通不均衡性。

-	波哥大：遠端辦公的用地模式以及社會不平等現象，導致公共交
通需求旺盛
-	利馬：非正規經濟和對公共交通的依賴，是該地區交通運輸系統
恢復運轉的主要推動因素
大力投資交通營運是交通運輸系統恢復運轉並保持可持續性的關鍵
因素。

-	巴黎：出資改善各郊區之間的交通銜接，這種模式值得各城市
借鑒
-	芝加哥：美國聯邦政府為公共交通營運提供資金支援，這一點對
於交通運輸機構的生存至關重要
新冠疫情爆發後，各監管機構交流增加。

-	三藩市藍帶運輸恢復工作隊 (Blue Ribbon Transit Recovery Task
Force) 為灣區的機構間協作奠定了基礎
-	利馬：機構間和私營機構就基本服務達成合作，可簡化未來的運
輸協調工作
-	伊斯坦布爾：政府為遠端辦公提供補貼，這一舉措讓交通運輸機
構明確了眼下和未來應如何恢復運轉

目前，我們的研究成果正為處於不同恢復階段的客戶提供支援，説明他們確定下一步
方案。這項工作為我們的客戶提供了資料驅動的見解，有助於他們預測並理解交通規
劃政策的影響。長遠來看，這項工作還可以評估政策推動行為改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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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知識分享

FIRST | 共享學習

奧雅納為內部員工及客戶開設培訓，提供知識管理平台和工具，
鼓勵員工交流、分享和學習。
因疫情而催生的遠端辦公或混合辦公模式，促使
更多機構發掘更多方式，讓員工可以隨時隨地主
動分享、學習知識。但僅僅依靠內部網路和網路
通訊工具是不夠的，各機構需要一個系統的知識
管理策略來促成並激勵員工進行知識交流。
憑藉在技術管理和專案管理方面的經驗，我們
一直在支援政府機構、企業和行業機構，特別是
建築和施工領域的機構，使之得以評估和改進管
理關鍵知識和相關流程、基礎設施、管理系統的
方式。
具體來說，我們為客戶提供以下知識管理顧問
服務：
- 制定知識管理路綫圖和策略

-	創建新的知識管理方案和/或改進現有知識管
理方案
-	審查專案/業務結構，以分享最佳實踐和經驗
教訓

例如，我們作為知識管理顧問，為中國香港特區
兩個政府機構提供顧問，説明他們開發組織分類
法。在這個分類法中，基本資訊經組織後形成
了連貫的結構，經分解後分別歸入相應的邏輯範
疇。如此一來，用戶可以更直觀、更容易地找到
他們需要的資訊或主題專家。
在分類法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幫助他們改進了
知識管理平台，使整個組織的知識貢獻、共用和
討論更加有效。不過，知識管理平台的有效性如
何，最終取決於員工的參與度。
最重要的是，確保形成勤分享、愛學習的企業文
化。這不僅需要管理層身體力行成為榜樣，還需
要他們確保員工能夠並且確實進行分享和學習。
這也正是奧雅納為內部員工及客戶開設培訓、輔
導和研討會，以塑造勤分享、愛學習的企業文化
的原因。

- 制定分類法，對檔和/或活動進行分類和組織
- 設計有效的知識管理平台、資料庫和工具箱
- 持續進行審查和評估

奧雅納為內部員
工及客戶開設培
訓、輔 導 和 研 討
會，以 此 塑 造 勤
分 享、愛 學 習 的
企業文化。

知識管理工具箱是一個獨特的卡片式系統，
內含三套卡片，可為知識管理系統的開發和
實施提供全面、直觀的指導。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奧雅納創研院為同事和
客戶舉辦了參與式研討會，幫助他們發展知
識管理技能、策略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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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 共享學習

培訓學習一條龍

港鐵學院和奧雅納創研院共同推出的持續專業發展(CPD)系列課
程，將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與打造可持續、低碳的軌道交通設計
與工程的最新觀念結合起來。
隨著對鐵路規劃、設計和施工專業人才需求的不
斷增長，港鐵學院和奧雅納創研院於 9 月和 10 月
在位於香港紅磡的港鐵學院大樓聯合舉辦了專業
繼續教育培訓系列課程。
該培訓的目的是，讓參與者進一步瞭解火車站的
整個規劃和開發過程，包括 TOD 規劃以及如何確
保每位乘客的出行舒適、安全、無縫銜接。

專業繼續教育培訓系列課程從基本的車站設計原
則、策略和實例著手，一直講到正處於設想中的
鐵路及智慧城市的未來。該系列課程包含7場講
座，由奧雅納和港鐵學院的專家授課，內容涵蓋
消防工程、車站和隧道環境控制、車站規劃和設

奧雅納東亞區建築、幕牆及材料
業務負責人Karma Barfungpa就火
車站規劃和設計指南及案例研究
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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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模擬人群管理、 TOD 規劃和設計、智慧城
市的新興趨勢以及火車站的未來。
參加講座的有港鐵公司從業人員、政府機構、工
程公司、航運企業和大學生，以及網上聽課的海
外從業人員和學生。

通過與其他專業團體和機構合作舉辦培訓課程，
奧雅納創研院致力於為行業同仁提供所需的設
計、工程和專案管理技能，共塑更美好的世界。

奧雅納院士兼東亞區交通顧問業務負
責人周文生講述東亞區TOD模式的
演變，並探討交通的未來發展。

奧雅納東亞區消防工程負責人
黃曉陽博士講授火車站及隧道
設計中的消防工程。

奧雅納講師
黃曉陽博士
奧雅納東亞區消防工程負責人
葉潔瑩
奧雅納東亞區消防工程副董事
蔡俊賢
奧雅納東亞區MEP
工程副主任

Karma Barfungpa
奧雅納東亞區建築、
幕牆及材料業務負責人

講座主題
火車站及隧道設計中的消防工程應用

消防工程原理、消防科學和消防工程採用的技術工具；不同類型的
火車站和隧道設計面臨的消防安全問題及挑戰；消防安全性原則的
組 成部分；設計階段的驗收標準和定量評估。
車站/隧道環境控制系統 (ECS) 簡介

空調原理、負荷估算和具體應用；車站防排煙原理、設計準則和系
統佈置；車站機械通風原理和系統佈置；火車站環境控制系統應用
的最新發展；隧道通風設計原理、參數、標準和運行模式。
車站規劃與設計

車站規劃原則；生命安全和操作要求；車站設計中的設計標準和規
範；車站類型和國際差異（考察深層、淺層和地面車站設計及特
點）；TOD和車站。

何定國
綜合科技負責人兼中國區交通
顧問負責人

利用模擬分析進行人群管理

周文生
奧雅納院士兼東亞區
交通顧問業務負責人

可持續城市化背景下的TOD

朱家敏
奧雅納東亞區智慧交通負責人

智慧城市的新興趨勢：智慧交通系統

人群模擬和分析的優勢和局限；車站設計的人群模擬建模要素；車
站與零售環境的人群控制和模擬建模；利用人群模擬模型衡量設計
性能；採用先進技術改進模型結果；虛擬實境 (VR) 和廣告空間的
使用。

不同城市的TOD背景和類型；TOD在香港及中國其它城市的應
用；TOD如何説明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進軍智慧交通的過程中
TOD的作用；TOD與交通新元素的整合，如交通行動服務(MaaS)
和車聯網與自動駕駛 (CAV)。

智慧移動(IM)最新技術與應用；支持香港實行智慧交通的政策；自
動泊車、車聯網/自動駕駛、智慧交通訊號和自由流收費系統等用
例；智慧交通在火車站設計中的應用；交通行動服務(MaaS)及其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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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 企業快訊
《Arup Journal》 2021年第2期

最新一期的《Arup Journal 》詳細講述了奧雅納近年的抗震工
程，包括坐落於日本宮城縣的「石卷市綜合文化設施」，是日
本311大地震十年後修復重生的標誌性專案。此外，本期還介紹
伊斯坦布爾的Basaksehir Pine和Sakura City醫院項目，如何應
用了世上最大的基礎隔震結構，大大提升抗震性能；以及我們
對格羅寧根抗震基礎所做的升級工程，如何為荷蘭抗震地區做
出貢獻。
掃描或點按右
邊二維碼，查
看全文

奧雅納城市建設碳中和白皮書

《奧雅納城市建設碳中和白皮書》聚焦城市發展與建設面臨的機遇
與挑戰，集合豐富的案例，介紹奧雅納在相關領域的全球實踐，全
方位解析城市發展中各產業的需求和價值定位。白皮書旨在積極推
進中國城市碳中和進程，內容涵蓋城市和土地規劃使用、市政和基
礎設施、交通運輸網路和設施、建築與資產的開發建設和維護、數
位化技術與應用、企業策略與投資保障及城市氣候韌性等領域。
致謝

掃描或點
按右邊二
維碼，查
看全文

編寫團隊

未來的交通樞紐

掃描或點
按右邊二
維碼，查
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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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交通機構全力推進去碳化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重新思考
如何將公共交通服務與步行、自行車出行和微型交通相結合，
方便人們無縫出行。交通樞紐設有專為低碳社會設計的便利設
施，人們在此可以根據需要切換交通方式。這些交通樞紐形成
了一個結構網路，聚合著一整套互補的交通方式，方便人們下
一步出行。本文旨在分享奧雅納和 Go-Ahead 集團的展望，即
英國各城市應如何發展未來的交通樞紐。我們通過插圖，列出
了探索可擴展性、適應性和潛在用途的關鍵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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