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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小学阶段学龄儿童出行主要以上下学为

目的，出行时间与城市交通高峰时段重叠。

由儿童出行引发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出行需求

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上下学时段学校周边的

交通秩序，由此引发的交通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的完善，小学阶段学龄儿童日常出行的交

通方式呈现多样化、机动化的发展态势，儿

童在出行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

广泛关注。因此，研究儿童出行的交通方式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儿童出行管理和制定

城市交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 80年代，国外已经开始研究儿

童个体出行行为。研究人员通过对儿童出行

信息进行研究，发现儿童的年龄和家庭特征

是影响其出行方式的主要因素。大龄儿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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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阶段学龄儿童处于出行有人陪伴与无人陪伴的过渡期，其上下学时间与城市交通高峰时

段重叠，常引发区域性的交通拥堵或其他社会问题。基于北京市西城区5所不同类型小学的学生及

家庭成员早高峰出行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步行是儿童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儿童出行方式选择与小学

类型存在明显相关性。重点探讨儿童及家长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儿童自身特征、家庭及

其成员特征、城市交通与环境特征。结果显示，家庭及其成员特征对儿童出行方式选择具有决定性

影响；现状城市公共交通无法满足儿童上下学的出行需求；家长对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满意度较

低，导致儿童上下学以个体出行方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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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自主性较强的出行方式；家庭成员对

儿童上下学的安全性不放心时，更倾向于选

择机动化出行方式。例如文献[1]对美国儿童

出行结构的研究、文献[2]对比利时儿童出行

行为的研究、文献[3]对英国伦敦儿童小汽车

出行方式的研究，都验证了以上的结论。中

国有关儿童出行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

研究较少。文献[4]对武汉市小学生出行行为

进行调查，分析了小学生出行方式和出行时

耗的影响因素；文献[5]对中小学生上下学交

通方式进行分析，指出年龄、地区和家庭收

入是主要影响因素；文献[6]对南京市长江路

小学周边交通流进行分析，发现小学生使用

电动自行车出行成为新的趋势。受调查数据

的局限性，中国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仅反映

了所研究区域的儿童自身的交通需求特点，

对儿童出行与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之

间关系的分析较少。

本文以 6~12 岁的小学阶段学龄儿童为

研究对象，该年龄段的儿童尚不完全具备独

立出行能力，早高峰出行目的比较单一，年

龄跨度处在出行须有成人陪伴与可无人陪伴

的过渡阶段，在出行方式上具有更大的不确

定性。与成年人不同的是，他们本身的能动

性较小，选择出行方式时更多地依赖其自身

特点及家庭成员。选取北京市西城区 5所不

同类型的小学进行调查，根据学校规模和公

众认可度分为优质小学(2所)、次优质小学(2

所)和一般小学(1所)3种类型。综合考虑学

龄儿童和家庭成员的早高峰出行时间，调查

时段选取为 2011 年某星期三 5:00—10:00，

以问卷形式调查 5所小学各年级学生及其家

庭成员的出行情况，总计获得 3 601份有效

样本。

11 儿童上学出行方式构成特征儿童上学出行方式构成特征

儿童的日常出行方式主要包括：步行、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公共汽车、出租汽

车、小汽车、地铁等，不同类型学校的儿童

采用的出行方式具有明显差异，如表 1 所

示。可以看出，步行仍然是儿童主要的出行

方式，其次是以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为代表

的非机动交通方式，而以公共汽车和地铁为

代表的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比例相对较低。由

于学校类型有所差异，儿童出行方式也有很

大不同。一般小学组儿童出行以步行为主，

比例高达 69.2%，远远超过其他两组；优质

小学组儿童的小汽车出行比例最高，比例为

25.7%，是次优质小学组的 2倍多、一般小

学组的 20多倍；次优质小学组的非机动车

(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出行比例最高，达到

了 43.2% ， 一 般 小 学 组 该 出 行 比 例 为

25.9%，差异明显。

结合中国义务教育法中儿童入学的相关

规定以及北京市小学生入学现状，一般小学

组学生基本上为就近入学，平均出行距离为

0.99 km，居住地与学校间距离较短，因而

多采用步行方式上学。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

接受更好的教育，愿意让孩子到其他学区教

育质量更好的学校就读，增加了儿童的出行

距离，优质小学组与次优质小学组的平均出

行距离分别为2.88 km和2.89 km，导致机动

化交通方式出行比例上升。分析家庭经济情

况，就读于优质小学的儿童家庭经济条件相

对较好，家庭小汽车拥有率为 65.8%，因而

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比例更大。优质小学组与

次优质小学组平均出行时耗为22 min，一般

小学组为12 min。与一般小学相比，优质小

学与次优质小学学生的出行距离更长、时耗

更久。

22 出行方式影响因素出行方式影响因素

出行者选择交通方式主要受 3类因素影

响：出行者特征、出行特征和交通工具特

征，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着出行方式的选

择 [7]。儿童出行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特殊

性，家庭成员的意见对出行方式选择往往起

决定性作用，而家庭成员一般会依据儿童自

身的特点及出行的周边交通环境来确定出行

方式。本文将导致儿童出行不同于成年人的

主要因素总结为：儿童自身特征、家庭及家庭

成员特征，以及城市交通与环境特征三方面。

22..11 儿童自身特征儿童自身特征

儿童自身特征中年龄和性别是最主要的

影响因素，是家长决定是否接送儿童上下学

以及采用何种交通方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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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儿童出行方式分担率

Tab.1 Children’s travel mode share

分类

优质
小学组

次优质
小学组

一般
小学组

步行

39.9

36.1

69.2

自行车

16.4

19.5

14.2

电动自行车

11.4

23.7

11.7

公共汽车

3.3

6.5

2.0

出租汽车

1.5

0.3

0.1

小汽车

25.7

10.7

1.2

地铁

0.8

1.9

1.2

其他

1.0

1.3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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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1 年龄年龄

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出行方式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如图 1所示。各年龄段儿童出行

以步行、小汽车以及自行车方式为主，约占

总出行方式的80%。其中步行是最主要的出

行方式，约占总出行量的40%，且所占比例

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大；小汽车出行比例约为

22%；自行车出行比例随着年级升高而逐渐

减少，电动自行车出行比例较为稳定，维持

在 15%左右；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在 10%以

下，且所占比例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大。随着

儿童年龄的增加，由小汽车或自行车接送的

儿童逐渐改为步行出行，即出行独立性逐渐

增强，更倾向于选择自主性较强的交通方式。

22..11..22 性别性别

如图 2所示，不同性别儿童出行方式总

体构成并无明显差异。男童利用步行、自行

车出行的比例大于女童，而女童利用电动自

行车、小汽车出行的比例大于男童。研究表

明，小学阶段不同性别的儿童动作协调能力

存在明显差异，男童在体能和对运动物体的

控制协调能力方面占优势，倾向于独立性和

活动性较强的出行方式，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的概率更大；女童则喜欢环境封闭、安全性

高的出行方式，如小汽车和公共汽车[8]。

22..22 家庭及家庭成员特征家庭及家庭成员特征

家庭因素对儿童出行方式的选择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

出行特征和家庭成员观念等。

22..22..11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出行方式的影响最

直接也最为显著。根据家庭月收入将被调查

家庭分为 3类：低收入(<0.5万元)、中等收

入(0.5~2万元)、高收入(>2万元)。家庭小汽

车拥有率随着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月收入

超过 2 万元的家庭小汽车拥有率达到

85.8%，相比中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更

倾向于使用小汽车出行。

有车家庭和无车家庭儿童的出行方式存

在明显差异，如图 3所示。有车家庭儿童最

主要的出行方式为小汽车，比例为 36.5%，

其次为步行、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等。有车

家庭的儿童并非全都采用小汽车出行，一方

面因为父母与儿童出行路线或时间不一致，

接送不方便；另一方面则是儿童能够独立上

下学，不需要接送。无车家庭儿童最主要的

出行方式为步行，比例为 46.1%，其次为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和公共汽车等。在被调查

的有车家庭中，34.2%的家庭表示当初购买

小汽车是考虑到接送儿童上下学；现阶段无

车家庭中，有 14.5%的家庭近期准备购买小

汽车，以方便接送儿童上下学。采用小汽车

出行的儿童平均出发时刻为7:06，平均出行

距离为6.2 km；采用其他方式出行的儿童平

均出发时刻为7:18，平均出行距离为1.9 km。

可以看出，采用小汽车出行的儿童出发时刻

较早、出行距离较长。另外，中高收入的家

庭更倾向于让儿童选择优质小学就读，在 2

所优质小学中，中高收入的家庭所占比例达

81.2%。择校行为增加了儿童上下学的出行

距离，同时也增大了儿童选择小汽车出行的

概率。

22..22..22 家庭成员特征家庭成员特征

家庭成员特征对儿童出行方式选择也会

产生较大影响，儿童有成人陪伴出行的比例

随着年级升高呈下降趋势，如图 4所示。分

析显示，儿童上学的接送人员以父母为主，

比例高达 88.2%，因此父母对儿童出行方式

选择的影响最为显著。

独立上学和父母接送的两组儿童的出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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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儿童出行方式随年龄的变化特性

Fig.1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travel mode share b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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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性别儿童出行方式分担率

Fig.2 Travel mode share by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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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成如图5所示。步行是独立上学儿童采用

的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其次是公共汽车、地

铁；父母接送儿童采用的交通方式以步行、自

行车、小汽车、电动自行车为主。对比两种

出行方式的异同点：无论是否有父母接送，

步行都是比例最大的出行方式；独立上学儿

童步行比例远大于其他交通方式，而父母接送

儿童步行与其他主要交通方式的差异较小。

独立上学儿童出行高峰时段为 7:10—7:20，

父母接送儿童出行高峰时段为 7:20—7:30，

比独立上学儿童滞后，因为父母接送时更多

会选择自行车、小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后三

种交通方式比步行更加快捷。父母接送儿童上

下学增大了儿童利用小汽车方式出行的概率。

数据显示，祖父母接送孩子上下学比例

为7.8%，仅次于父母接送的比例，选择的主

要出行方式为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其实，在

家庭成员影响儿童出行的同时，儿童出行也

对家庭成员出行产生约束。家庭成员在通勤

出行方式、出发时刻、出行链选择上会考虑

儿童出行的因素，选择最有利于家庭的出行

方式，家长在购买小汽车时会考虑接送儿童

的需求也是一种约束影响。

22..22..33 家庭观念家庭观念

家庭观念是影响儿童出行的一个不容忽

视的因素。在调查中家长普遍表现出对儿童

独立上下学安全的担忧，如图 6所示。其中

儿童的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是家长考虑的两

个主要方面。87.2%的家长认为儿童对交通

安全法规的认识较为简单，应对紧急情况的

能力较弱；另外，家长普遍反映学校周边道

路交通秩序差，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对学生安全的担忧促使家长选择接送儿

童上下学，在不放心儿童独立上下学的家长

中，有 97.8%的家长选择接送儿童上下学以

保证安全。接送儿童的人员以父母为主，母

亲所占比例较高，为48.3%，父亲占39.9%。

家长接送儿童的交通方式如图7所示。

家长倾向于采用其认为安全性高、可控

的交通方式。在各种交通方式中，步行的安

全认可度最高，其次是小汽车、自行车、公

共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地铁由于与学校或居

住地的可达性原因安全认可度较低，见图8。

家长对不同交通方式的安全认可度对儿童出

行方式选择具有较大影响，该结论也佐证了

表1儿童出行方式分担率数据。

22..33 城市交通与环境特征城市交通与环境特征

城市交通特征指各种交通方式的属性以

及城市交通政策。交通方式本身的属性，如

运行速度、准时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对居

民出行方式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城市交通政

策，如票价优惠、公交优先对居民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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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有车和无车家庭儿童出行方式分担率

Fig.3 Children’s travel mode share in families with and without automob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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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年级儿童有人陪伴出行比例

Fig.4 Percentage of children commuting to school accompanied by adults

in different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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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父母对儿童上学交通方式的影响

Fig.5 Impact of parents on children’s travel mod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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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产生间接影响。以北京市为例，近年

来，全市公共交通发展迅速，准时性、舒适

性和安全性不断提升，面向学生的公共交通

票价优惠政策逐渐完善，但从调查结果来

看，与其他出行方式相比，公共交通在儿童

出行方式中所占比例还相对较少，仅为

6.1%。究其原因，主要是现状城市公共交通

尚不能满足儿童上下学出行的要求——安全

性、准点性、舒适性。一方面，儿童上下学

的安全需求是一种“门到门”的安全，因此

交通环境在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决策过程中起

决定性作用。调查的 5所学校大门前均为支

路或胡同，上学高峰与城市交通早高峰重

叠，交通秩序非常混乱，由公共汽车站到学

校的过程中，交通环境所带来的交通安全问

题是不可控的，因此家长非常担心儿童在学

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据调查，家长对学校周

边交通环境的满意度非常低，78%的家长对

校园周边车辆行驶秩序不满意，认为学校周

边行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比例较大，且非

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没有隔离护栏，对儿

童的安全造成很大影响；68%的家长对机非

混合行驶现状不满意；另外有 23.5%的家长

认为学校周边道路质量不佳、标志标线不合

理。另一方面，儿童上学对准点性要求较

高，儿童和家长必须将公共汽车的准点性误

差考虑到出发时刻内，增加了出行时间；高

峰时段公共汽车上乘客较多、车内拥挤，降

低了乘坐的舒适性，亦不利于儿童出行安全。

因此，由目前城市交通与环境特征所决定，

儿童上下学出行必然会以个体出行方式为主。

针对上述问题，家长提出许多针对性的

改善建议，例如：实行公共校车策略，既可

以保证儿童上下学途中的安全，又能减轻家

长接送负担；规范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尤

其是机动车的停放与行驶秩序，保证校门口

道路通畅；在上下学时段学校周边交叉口应

增设交通协管员，重点负责儿童过街安全；

学校应该考虑弹性的上下学时间，避开交通

高峰；学校应加强对学生交通安全意识的教

育，培养孩子独立出行的能力等。

33 结语结语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西城区 5所小学儿童

出行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不同

类型小学的儿童在出行方式构成上存在显著

差异，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

义务教育法中儿童就近入学的相关规定，另

一方面是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殷

切心理；2)影响儿童出行方式选择的因素有

儿童自身特征、家庭及家庭成员特征及城市

交通环境特征，其中家庭及家庭成员特征对

儿童出行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3)城市公共

交通在儿童出行方式中所占比例较低，主要

原因是公共交通的安全性、准点性、舒适性

无法满足儿童出行需求，同时学校周边的交

通安全问题突出。下一步研究需扩大调查区

域、增加调查样本量，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城

市学龄儿童出行方式的总体特征，为儿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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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家长对儿童独立上下学安全的考虑因素

Fig.6 Parents’consideration on children’s safety when commuting

to school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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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家长接送儿童的交通方式分担率

Fig.7 Travel mode share of children commuting to school accompanied

by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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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家长对各种交通方式的安全认可度

Fig.8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on safety for different travel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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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交通政策的制定以及校园周边的交通

组织管理提供更完善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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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面向

国内外城市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

以及关心关注城市发展的各界有识

之士，围绕“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问

题”、“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城市

流动人口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教育问

题”开展第四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

奖优秀成果征集评选活动。具体公告如下：

一一、、第四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第四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

分别征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城市

霾问题治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与服务管理创

新”、““交通需求管理与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交通需求管理与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和“公

平优质教育与教育改革”的作品。

奖项分别设置：钱学森城市学金奖1名，奖金

10 万元；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提名奖 10 名，奖金

各 1万元。

二二、、第四届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第四届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

分别征集关于“如何保护、利用文化遗产”、

“如何预防、治理城市霾问题”、“如何服务、保

障、管理流动人口”、““如何引导如何引导、、管理管理、、优化交通优化交通

出行需求出行需求””和“如何让人人享受公平优质教育”的

金点子。

奖项分别设置：西湖城市学金奖1个，奖金5万

元；西湖城市学金奖提名奖10个，奖金各5 000元。

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4年 6月 15日，具体

征集要求请登录““中国城市网中国城市网”” (http://www.(http://www.

urbanchina.org/)urbanchina.org/)。

活动联系人：蒋老师，联系方式： 0571-

87357066。

本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钱学森城市学金

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组委会。

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

组委会

2014年1月1日

第四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