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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在泊位共享条件下混合用地停车需求比例变化对停

车供给规模和共享效用的影响，研究各类用地在泊位共享效用最大情

况下的停车需求相对比例关系。根据典型单一性质用地不同时刻的停

车需求率，确定不同性质用地的停车需求，进而通过叠加计算混合用地

共享条件下的停车泊位数。提出运用泊位共享效用指数衡量混合用地

中各种用地不同停车需求组合下的泊位共享效率。分别以行政办公与

住宅用地组合，住宅、餐饮和行政办公用地组合为例，分析确定泊位共

享效用最优的不同用地停车需求比例关系及其相应的泊位共享效用指

数值，同时得到泊位共享效率较高的混合用地停车需求比例范围。

Abstract：To investigate how the change of the proportion of parking de-

mand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influences the shared parking sup-

ply and utiliz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tudy on the proportion of park-

ing demand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with maximum parking space

sharing utilization. Based on the parking demand rate of the single land

use at different time of the day, the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occupied by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land use is estimated. Then the paper proposes

an index of parking space sharing utilization for evaluating the perfor-

mance of parking space sharing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 of parking de-

mand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Taking office/residential land and

residential/dining/office land as exampl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por-

tion of parking demand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and correspond-

ing parking space sharing ut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range of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parking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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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停车泊位共享是解决城市停

车问题行之有效的策略，其基本

思想是根据停车需求在空间、时

间上分布特性的不同，将不同用

地性质的停车泊位在出现使用空

白时相互提供。泊位共享策略的

运用，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现有停车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缓

解停车供需矛盾；亦可以在混合

用地区域停车规划时合理配置停

车泊位供应数量，节约城市用地

资源；同时也可以促进停车产业

的良性发展及营造和谐安定的停

车氛围。

国内关于混合用地泊位共享

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文献[1]

对城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对外

共享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提出在

政策、管理和技术上的应对策

略；文献[2]分析了“共享停车需

求模式”下的供给策略；文献[3]

提出了采用周转率来修正混合用

地停车泊位需求量的计算方法；

文献[4-7]均提出了基于泊位共享

的停车需求预测模型和计算方

法。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关于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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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地泊位共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施策略和停

车需求预测两个方面。

如果将混合用地的停车泊位供给看作是一个

集合，那么每种用地性质所需的停车泊位则可看

做是单个的子集，共享的那部分泊位就是这些子

集的交集，故考虑泊位共享的混合用地的停车泊

位可以认为是这些子集的并集。以两种用地为例

进行简单说明：A，B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用地性

质，其大小代表各自所需的停车泊位数量，则两

种用地考虑泊位共享的泊位总数为 AUB。如果

A，B 大小发生变化对 AUB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即每种用地在各自不同的停车需求组合下，混合

用地实现泊位共享的供给规模会如何变化，在哪

种停车需求比例下的停车供给相对较少且泊位共

享效率较高？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基于已有对混

合用地泊位共享及其效率的研究方法，研究各类

用地泊位共享效用最大情况下的混合用地停车需

求比例关系。

1 混合用地泊位共享效率

1.1 单一性质用地停车需求

对于单一性质用地，其停车泊位供给可直接

通过该类用地的用地指标乘以停车配建指标得

到。实际上，每种用地在一日中不同时刻的停车

需求存在差异，将该用地吸引的停车需求随时间

的变化定义为 Pi(T)，得到停车需求率

fi(T) =Pi(T)/Pi ， (1)

式中： i 为第 i 种用地类型； T 为时刻； Pi 为第

i 种用地类型的停车泊位数。

在一个城市或者城市的某个区域内，通过对

典型单一性质用地进行停车调查和数据分析，可

以得到相应用地 T 时刻的停车需求率 fi(T)。工

作日和周末的停车需求变化不同，需分别进行调

查。在研究其他不同用地规模的停车需求时，通

过式(2)即可得出研究用地停车需求的变化情况。

Pi(T) =Pi fi(T) . (2)

1.2 混合用地停车泊位规模的确定

一般情况下，对混合用地进行停车泊位供给

时，其泊位数为各类用地停车泊位数的叠加，即

P=∑
i= 1

n

Pi 。这种计算方式简单但可能会导致停车

泊位规模偏大，造成停车资源浪费。

关于泊位共享对混合用地停车需求的影响，

国内主要采用基于单一性质用地停车需求曲线叠

加的方法分析停车需求[7]。但在实际中，混合用地

存在一些顾客访问多种用地却只产生一次停车的

现象。在确定混合用地停车需求时，这些用地只

需共同提供一个泊位即可，而在确定每类用地单

独的停车需求时，这些用地均应提供一个泊位。

这就导致通过直接叠加单一性质用地各时刻的停

车需求得到的混合用地停车需求均大于实际停车

需求。因此，当对混合用地进行停车设施规划

时，需将这部分需求进行扣除，避免重复计入，

通常可采用一个简单的系数进行折减。一般地，

住宅、行政办公用地无需进行折减；在餐饮娱乐

场所和商业场所之间容易发生连续出行，需要进

行折减[5]。

叠加折减后的单一性质用地停车需求曲线，

可确定考虑泊位共享的混合用地在 T 时刻的停车

需求 Z(T)。

Z(T) =∑
i= 1

n

Pi(T)αi ， (3)

式中： n 为混合用地种类数； αi 为第 i 种用地的

非垄断调节系数[5]，用于对单一用地停车需求进行

适当折减。

考虑泊位共享的混合用地所需提供的泊位数

P共 应 为 一 日 中 停 车 需 求 的 最 大 值 ， 即

P共 =max[ ]Z(T) 。因工作日和周末调查获得的

fi(T)不同，为更有效地满足停车需求，取工作日

与周末中的最大值。

1.3 混合用地泊位共享效率评价

在不考虑泊位共享的情况下，混合用地停车

泊位总数为 P ；考虑泊位共享的混合用地停车泊

位总数为 P共 。本文采用泊位共享效用指数[8]来评

价混合用地实施泊位共享策略的效率。将混合用

地考虑和不考虑泊位共享情况下的停车泊位数比

值定义为泊位共享效用指数 σ ，

σ=
P共

P =
max[ ]Z(T)

P . (4)

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值越小，说明混合用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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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用地类型泊位的互补性越强，实施泊位共享

策略的效率越高，相应的停车泊位供给越少，节

约的土地资源越多。

1.4 泊位共享效用与不同用地停车需求比例
的关系

根据式(2)~(4)可将泊位共享效用指数的计算

公式转化为如下形式：

σ=
max

é

ë
êê

ù

û
úú∑

i= 1

n

Pi fi(T)αi

∑
i= 1

n

Pi

. (5)

可以看出，每种用地的停车需求率 fi(T)和停

车泊位数 Pi 决定着混合用地泊位共享效用指数的

大小。对于某种固定组合的混合用地来说，每种

用地的停车需求率 fi(T)已确定，故随着每种用地

停车泊位数 Pi 的不同，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将会发

生变化。

根据供需平衡原理，每种用地的停车供给泊

位数应该等于其高峰时刻的停车需求。因此，本

文采用不同用地停车需求的相对比例作为研究对

象，分析随着比例的变化对泊位共享效用指数的

影响，从而确定其对混合用地中泊位共享策略效

率及停车泊位供给的影响。其中，停车需求的相

对比例是指在对单一性质用地进行停车规划时直

接引用停车配建指标乘以相应的用地指标计算得

到的各种用地所需停车泊位数的比，即各种用地

之间 Pi 值的比。本文通过对两种或者多种用地组

合在多个比例下的研究发现，每种组合均存在各

类用地泊位共享效用最大情况下的混合用地停车

需求比例关系，在混合用地泊位共享设施规划时

宜采用此比例关系。

2 实例分析

2.1 两种用地组合

以行政办公与住宅用地组合为例，停车需求

率如图1[9]所示，根据式(5)可计算得到不同用地性

质停车需求相对比例下的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其

变化情况见图2。可以看出，随着两种用地停车需

求相对比例的变化，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变化趋势

近似呈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两端高中间低。由此

可确定每种组合泊位共享效用最优的比例关系及

其相应的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值，即抛物线最低点

对应的值，亦可得到一个相对较优的比例范围。

行政办公与住宅用地停车需求相对比例为3:7

时泊位共享效用指数最小，即泊位共享效率最高。

如果行政办公用地的配建指标取0.5泊位/100 m2建

筑面积，住宅用地的配建指标取0.7泊位/100 m2建

筑面积，则行政办公与住宅用地建筑面积相对比

例为3:5时，泊位共享效率最高。停车需求相对比

例为 2:8至 4:6时泊位共享效用指数相对较小，同

理，转化成建筑面积的相对比例，近似为 2:5至

1:1时泊位共享效用相对较优。

2.2 三种用地组合

以住宅、餐饮和行政办公用地组合为例，其

停车需求率见图1。首先对餐饮用地停车需求率进

行折减，因该类折减不是本文研究重点，直接采

用文献[5]中餐饮用地的非垄断调节系数0.98。

当多种用地混合时，一般会存在一种或两种

用地的停车需求占主导地位，同时也可能存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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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用地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而在整个混合用地中的

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因此，为简化多种用地组

合时各种用地之间停车需求的相对比例，可选取

其中一种或两种用地作为主导需求用地，使其停

车需求的比例大于其他用地，或者使某一用地的

比例相对固定。本文分别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

析：情形一选取住宅用地作为主导需求用地；情

形二选取餐饮用地作为比例相对固定的用地。根

据式(5)计算不同用地性质停车需求相对比例下的

泊位共享效用指数，结果见图3和图4。

由图 3可以看出，当选定一种主导需求用地

后，随着不同用地性质停车需求相对比例的变

化，三种用地组合的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变化趋势

较两种用地组合略显复杂，呈现不规则的状态；

随着主导需求用地所占比例的增加，泊位共享效

用指数总的变化呈现单调递增的趋势。因此，同

样可以确定泊位共享效用相对较优的比例范围、

组合最优的比例及相应的泊位共享效用指数。表1

为三种用地组合中较优的停车需求相对比例及

其对应的泊位共享效用指数，这些相对比例下

的混合用地泊位共享效率较高，相应的停车供

给较小。根据不同用地的停车配建指标(此处住

宅用地取 0.7泊位/100 m2建筑面积，餐饮用地取

2.0泊位/100 m2建筑面积，行政办公用地取 0.5泊

位/100 m2建筑面积)，将其转化为建筑面积的相对

比例，结果见表2。

由图4可以看出，当固定某一种用地停车需求

的相对比例后，随着其他两种用地停车需求相对比

例的变化，三种用地组合的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变化

趋势与两种用地组合相似，呈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其泊位共享效用最优的比例在抛物线的底端取得。

3 结语

本文在研究混合用地考虑泊位共享停车供给

的基础上，采用泊位共享效用指数分析混合用地

中不同用地的停车需求相对比例发生变化时对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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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享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混合用地中

存在泊位共享效用最大情况下的不同用地停车需

求比例关系，此时混合用地的停车供给相对较

少，泊位共享的效率较高。研究结论可为泊位共

享下不同性质的用地比例规划提供参考，同时为城

市混合用地停车配建指标的修订完善提供借鉴。

在不同城市或者城市的不同区位，同一种用

地的停车需求变化不同、停车配建指标也不同，

加诸用地类型的多样性、用地组合的多样性，难

以得出定量、普适性的结论。实际应用时可根据所

在城市的混合用地特点及停车特性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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