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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有效评估停车收费政策在不同类型城市综合体中产生的效果差异，基于辐射范围、居民出

行距离及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三项特征指标，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将城市综合体分成市域型和区域

型两类。与区域型综合体相比，市域型综合体辐射范围更广、所吸引的人群活动出行距离更长、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更具竞争力。构建城市综合体居民行为选择模型，利用RP/SP融合数据标定模型参

数，以消除意愿调查产生的偏差。该模型综合考虑停车收费政策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关联性，能

有效分析停车收费价格上涨幅度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改善对市域型和区域型城市综合体居民方式选

择行为影响的贡献程度，为区域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城市综合体；市域型；区域型；停车收费调整；政策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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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arking charge policy in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complex, this

paper categorizes the surveyed urban complexes into two types: metropolitan and regional, based on im-

pact range, travel distance, and level of service of public transit using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Com-

pared with regional complex, metropolitan complexes have larger impact range, longer travel distance and

higher level of service of public transit. This paper develops a traveler behavior choice model for urban

complex, using SP/RP survey data for model calibration so as to eliminate the deviations caused by survey

bias.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king charge policy and level of service of public transit, the

model can effectively describe the contributions of increasing parking fee and improving level of service

of public transit to travel choice behavior. The findings are expected to be reference of differentiating park-

ing charge policy b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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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城市综合体是一种多功能、高密度的城

市开发模式，近年来在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在提高城市与商业活力的同时，综合体

往往是城市空间活动出行最密集、最活跃的

地方，由此带来了交通高度集聚、停车困难

等一系列问题 [1]。于是，提高停车收费标

准、调整停车位配建标准[2-3]、引导小汽车出

行向公共交通转移等交通举措纷纷推出。

在城市综合体片区实施精细化、差异化

的停车收费政策，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1）缺乏面向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的城

市综合体分类方法。现有研究多按开发性能

或主要业态将综合体分成办公、商业、主题

综合体等类型 [4]，也曾有学者按规模体量、

地理区位等要素对综合体进行二元分类 [5]。

但这些分类方法均无法直接反映居民活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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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特征，即使在同一业态、同一区位的城市

综合体中，居民活动出行特征、停车行为及

停车意愿都很可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难

以支撑区域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的制定。

2）预测停车收费政策对居民出行行为

的影响及实际效益十分困难。停车收费政策

效果评估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过

程。早期研究通过经济学原理、效益分析等

方法建立停车收费定价模型，试图探讨停车

收费定价与停车设施建设运营成本、道路拥

挤成本等宏观指标的关系[6-7]。这类定价模型

的缺点是忽略居民的意愿偏好及对于停车收

费的容忍程度。后来，众多学者以Logit模

型为手段，从微观层面探讨停车费用对居民

出行行为、停车选择行为的影响[8-9]，但此类

非集计模型的应用多是基于陈述性偏好的意

愿调查(Stated Preference, SP)数据，不可避

免地会产生伴随假设意向数据误差的预测误

差[10]。近年来，随着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在

北京、深圳、宁波等城市的推行[11-12]，政策

评价对象逐渐转向片区停车位占有率、行程

车速、商业活力、大气环境等中、宏观层面

的指标[13-14]。然而这些政策评价方法多针对

城市集中建成区或中央商务区(CBD)，很难

直接适用于城市综合体片区的微观尺度。因

此，较难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综合体片区停车

收费调整、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改善或其他外

界要素变化对于城市综合体居民行为改变的

影响。

为有效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综合体所在片

区的停车收费政策效果，对深圳市2014—2016

年路内停车收费政策进行梳理：2014 年 7

月，经综合评估并优化路内停车收费政策

后，选取原特区内 4个片区开展试点运行；

2015年 1月，原特区范围内 1.2万个路内停

车位全面启用；2015年7月，下调路内停车

收费标准，并延长免费停车时间[11]。2015年

7月至今现有政策已实施一年多，如何把握

停车收费政策调价幅度和调价时机，使城市

综合体交通达到最佳状态，成为亟须回答的

问题。

本文基于居民活动出行时空特征对城市

综合体进行分类，以显示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 RP)与陈述性偏好(SP)调查数据为

基础，构建基于RP/SP数据融合的停车收费

政策预评估Logit模型，辨识停车收费等政

策调整对于不同类型城市综合体的居民交通

方式转变的贡献程度，旨在为不同类型城市

综合体精细化停车收费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11 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11..11 研究思路研究思路

首先，以城市综合体居民活动出行调查

为基础，提取综合体辐射范围、居民出行距

离等特征指标，并通过K-Means聚类算法对

所调研的综合体进行分类。然后，以小汽车

和公共交通等不同方式的出行成本为切入

点，构建基于 RP/SP 数据融合的 Logit 行为

选择模型，分析停车收费价格及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等要素变化下，居民出行行为的转变

情况。最后，探讨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综合体

中，停车收费政策对居民出行行为影响的差

异性，从而给出差别化的停车收费政策建

议，包括政策实施的时机以及停车收费价格

调整幅度(见图1)。

11..22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选取深圳市 12 个城市综合体(见图 2)，

于 2015年和 2016年分别开展停车行为意愿

调查。其中地王大厦、会展中心等综合体以

办公为主，调查对象主要为通勤居民；万象

城、海岸城、益田假日广场等综合体以商业

为主，调查对象主要为非通勤居民。问卷内

容分为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出行及停车行为

特征、停车意愿三部分，同时采用RP和SP

调查方法。其中RP调查包括出行方式(是否

驾车)、出行距离、停车支付费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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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技术路线

Fig.1 Techn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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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调查主要包括居民对停车费用和公共交

通服务水平的敏感程度。

对于聚类、离散选择模型等定量分析而

言，当样本量达 800~1 000个时，所有参数

估算的变动系数为 0.1以下，即有 95%的概

率认为参数估计的相对误差在 20%以内 [15]。

因此，本研究以 1 000作为样本量基准，共

发放问卷 1 300份，由调查员在选定的停车

场库及路内停车区域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

其中有效问卷 1 086份(驾驶人 757份，非驾

驶人329份)，有效问卷率83.5%。

22 城市综合体分类及特征指标分析城市综合体分类及特征指标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相似度的聚类算法，既考

虑城市综合体辐射范围和公共交通系统服务

水平，又考虑居民采用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

距离，开展面向差别化停车政策的综合体分

类研究。

22..11 基于基于K-MeansK-Means的综合体分类方法的综合体分类方法

面向停车收费政策的综合体分类往往涉

及一个片区，片区内包含办公、购物、餐

饮、休闲娱乐等活动。不同城市综合体由于

区位、发展阶段及发展模式的差异，综合体

片区呈现不同的居民出行特征。利用 K-

Means聚类算法，依据综合体吸引人群辐射

范围、居民出行距离及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三

类要素对深圳市原特区内城市综合体进行分

类。其中辐射范围通过受访人群出行起点所

覆盖的街道办事处数量和跨行政区出行比例

两个变量表征；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通过公共

交通与小汽车门到门出行时耗比(以下简称

“出行时耗比”)反映。

最终聚类中心将 12 个城市综合体分成

区域型和市域型两大类(见表 1)，其中会展

中心、大梅沙奥特莱斯、科技园及南油信和

广场 4个综合体为市域型，而地王大厦、海

岸城等8个综合体为区域型(见图3)。市域型

城市综合体的聚类中心相比区域型呈现辐射

范围更广的特点，吸引人群的来源覆盖更多

街道办事处(23个)，跨行政区出行比例高达

66.1%，同时具有更长的出行距离(14.9 km)。

两类城市综合体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吸引范

围及对应的活动出行距离，而且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市域型综合体的出行

时耗比仅为 1.62，远低于区域型综合体的

1.93。已有研究表明，当出行时耗比不大于

1.5时，公共交通将对居民出行产生较高的

吸引力[15]。市域型综合体的出行时耗比显然

更接近这一水平，可见其公共交通服务较为

完善。

22..22 综合体分类合理性检验综合体分类合理性检验

尽管已经通过K-Means算法对综合体进

行聚类，但由于 K-Means 算法中 K 事先给

定，在合理性方面存在一定质疑。为检验分

类方法的合理性，采用 t 检验法进行验

证。t检验是用 t分布理论来推论差异发生的

概率，从而比较两组样本数据的差异是否显

著。由于居民出行距离与出行时耗比两项指

标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可以对两组数据

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检验过程中做出以下

两个基本假设：H1，两类综合体的居民出

行距离并无差异；H2，两类综合体的居民

出行时耗比并无差异。结果显示，出行距离

和出行时耗比两个指标的检验结果皆为显著

(见表2)，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H1和H2，即

认为市域型和区域型两组综合体数据之间确

实存在显著差异，通过K-Means算法对综合

体进行聚类方法可行。

22..33 不同类型综合体特征指标对比分析不同类型综合体特征指标对比分析

对比两类综合体的出行距离累积频率曲

街道办边界
原特区内 调研综合体

轨道交通线网

图2 调研城市综合体点位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surveyed urban complexes

变量

聚类数量/个

覆盖街道办事处数量/个

跨行政区出行比例/%

活动出行距离/km

出行时耗比

聚类

区域型

8

18

43.2

10.8

1.93

市域型

4

23

66.1

14.9

1.62

表1 城市综合体类别划分的最终聚类中心

Tab.1 Estimated cluster center of urban complex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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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前往综合体的居民活动特征累积频率曲线

Fig.4 Cumulative frequency curve of the residents'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in urban complex

项目

出行距离

出行时耗比

样本量/个

1 086

1 086

t值

6.67

1.97

显著性(双侧)

0.000

0.050

假设H

拒绝

拒绝

表2 市域型和区域型综合体数据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Tab.2 Independent sample test results of metropolitan and regional urban complex

77

a 市域型综合体
会展中心 大梅沙奥特莱斯 科技园 南油信和广场

b 区域型综合体
万象城

海岸城 龙城广场 海雅缤纷城

益田假日广场 中心书城 竹子林

地王大厦 综合体点位

受访者来源分布
0%
.01%~2.78%
2.79%~5.56%
5.57%~11.11%
11.12%~16.67%

图3 城市综合体受访人群来源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surveyed travelers in urban complex

线(见图 4a)，发现区域型综合体的出行距离

较短，约 50%为 6~8 km，超过 85%不大于

20 km。可见，区域型综合体的辐射范围随

出行距离的增加衰减较快，6~8 km是区域型

综合体的强辐射范围，20 km是区域型综合

体的辐射边界。而市域型综合体的出行距离

较长，且在 10 km，16 km，25 km等中长距

离的圈层上出现微弱的波峰，出行距离50%

及85%分位点分别长达12 km和26 km。

对比两类综合体的出行时耗比分布累积

曲线(见图 4b)，发现市域型综合体 50%的居

民能享受到出行时耗比小于 1.6的公共交通

服务，约 15%的居民出行时耗比大于 2.2。

区域型综合体中，仅约39%的居民出行时耗

比小于 1.6，约 37%的居民出行时耗比大于

2.0。通常，当公共交通门到门出行时耗为

小汽车出行时耗近 2倍时，公共交通出行几

乎对所有乘客不具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型和市域型出行时

耗比小于等于 1.2的部分几乎重合，即两类

综合体中均有约20%的人群能享受到便捷的

公共交通服务。这反映出区域型和市域型两

类综合体在面向小范围、中短距离出行时，

公共交通均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区域型较

为缺乏面向中长距离出行、快速、直达的公

共交通服务。

33 城市综合体中居民出行行为模型城市综合体中居民出行行为模型

33..11 LogitLogit模型构建模型构建

通常，城市综合体的居民绝大部分对该

综合体较为熟悉。因此，在理性人假定条件

下构建二项Logit离散选择模型，定量分析

不同类型城市综合体的停车收费价格调整对

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程度。效用函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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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出行时耗和小汽车出行的停车收费两个关

键项外，还加入综合体类型、家庭收入、出

行目的三个与出行行为选择显著相关的因

素。假设效用函数的固定项与各解释变量之

间呈线性关系，则第 n 个居民选择小汽车或

公共交通出行的效用

UCn = θ1In + θ2TCn + θ3Cn + εCn ， (1)

UBn = θ4 Mn + θ5Kn + θ6TBn + εBn ， (2)

式中： θk 为第 k 个变量对应的参数； In 为

第 n 个居民的家庭收入；TCn，TBn 分别为选

择小汽车和公共交通出行所需出行时耗/min；

Cn 为停车支付费用/元； εCn 和 εBn 为第 n 个

居民选择小汽车和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效用函

数中的随机项； Mn 为出行目的，分为通勤

与非通勤； Kn 为反映综合体类型的二元虚

拟变量。

二项Logit模型为

PCn = 1
1+ e-(UCn -UBn)

， (3)

PBn = 1-PCn ， (4)

式中： PCn 和 PBn 分别为居民 n 选择小汽车

或公共交通出行的概率。

33..22 模型参数标定与解释模型参数标定与解释

由于 SP调查数据和受访者最终发生的

实际行为可能不一致，因此仅用 SP数据对

Logit模型参数进行标定容易出现偏差。为

能同时反映居民的真实出行方式选择及其在

意愿调查过程中的思考权衡过程，本文利用

SP和RP融合的调查数据，通过最大似然估

计进行回归系数求解，模型标定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中 ρ̄2 为经过自由度调整的优度

比，其值为 0.29，表明模型精度较高。此

外，从模型的参数标定结果看，各解释变量

的显著性检验值均小于 0.1，可认为家庭收

入、出行目的、出行时耗、停车支付费用、

城市综合体类型等变量在90%的置信水平上

对出行方式选择结果均有显著影响。出行目

的的回归参数为正，说明在非通勤活动中居

民更倾向于选择小汽车出行。而停车支付费

用和公共交通出行时耗的系数均为负，表明

停车费用越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越好，居

民越容易放弃小汽车出行。另外，综合体类

型这一哑元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为-0.31，表

明在市域型综合体中活动的居民更倾向于选

择公共交通出行，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程度

显著低于区域型综合体中的居民。

44 停车政策效果评估停车政策效果评估

44..11 停车收费价格对个人出行方式选择停车收费价格对个人出行方式选择

的影响的影响

调研的 12 个综合体在现行停车收费标

准并无显著差异情况下，市域型和区域型两

类综合体不管是通勤还是非通勤出行，停车

支付费用和停车时长无显著差异(见表 4)。

然而，两类综合体中居民对于停车收费价格

上涨的意愿和敏感性却有显著差异(见图5)。

依据Logit模型测算居民选择小汽车出

行概率随停车收费价格上涨的变化情况，发

现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综合体中概率变化曲线

的趋势十分相似，即随着停车支付费用上

升，继续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概率逐渐降低

(见图 5a)。但不同之处在于，市域型综合体

中居民出行对于停车收费价格的上涨更为敏

感；在相同的停车收费价格条件下(例如 15

元)，市域型综合体个人出行选择小汽车的

概率为 62.9%，明显低于区域型综合体

(86.1%)。在市域型和区域型两类综合体中，

居民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概率临界值( P =0.5)

所对应的停车支付费用分别为20元和31元，

差异显著。

表3 Logit模型标定结果

Tab.3 Calibration results of binary Logit Model

变量

家庭收入

出行目的

出行时耗(小汽车)

出行时耗(公共交通)

停车支付费用

综合体类型

-2(L(0) -L(θ))

ρ̄2

参数值

0.113

0.278

-0.037

-0.018

-0.13

-0.31

17.05

0.29

显著性

0.038

0.021

0.000

0.000

0.076

0.094

表4 不同类型综合体中不同活动目的的停车行为特征

Tab.4 Parking behaviors by travel purpos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complex

活动目的

通勤

非通勤

综合体类型

市域型

区域型

市域型

区域型

停车支付费用/元

18.5

20.1

14.1

13.1

停车时长/h

3.0

3.6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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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停车收费价格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

两类综合体的敏感分析结果均呈抛物线形

态，即随着停车收费价格提高，居民对价格

变化的敏感性逐渐增加，达到峰值后又逐渐

降低(见图 5b)。市域型与区域型综合体相

比，敏感性曲线峰值靠左。在市域型综合体

中，当停车收费水平达到通勤出行约 24.3

元·次-1，非通勤出行17.4元·次-1(不考虑停车

时长)，即在现状水平上提升约 30%，居民

的敏感程度将达到最大值，选择小汽车的概

率迅速下降；而区域型综合体若想达到相同

效果，则需要将每次通勤及非通勤出行的停

车收费分别提升至 34元和 24元，政策才能

发挥有效作用。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差异对两类综合体

在停车费用敏感性上所体现的差异起重要作

用。市域型综合体公共交通服务较为完善，

与小汽车出行相比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当小

汽车出行成本增加时，居民出行方式能更为

容易地从小汽车向公共交通转移。而区域型

综合体由于缺乏有吸引力的公共交通作为替

代出行方式，居民对于停车收费价格的上涨

较不敏感。

44..22 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预评估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预评估

基于二项Logit模型，分别预测区域型

和市域型综合体不同停车收费价格上涨幅度

及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变化场景下的政策效

果。对于每类城市综合体分别设置两个场

景：1)在现状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下提升停车

收费价格；2)公共交通改善策略与停车收费

政策同时实施(见表5)。平均出行时耗比1.70

和1.50是居民出行感知的两个重要临界值[16]，

因此将其分别作为区域型和市域型综合体公

共交通服务改善的场景目标。

市域型综合体由于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

公共交通服务，因此场景一相比场景二效果

更明显(见图 6黑实线和黑虚线)。即居民对

停车费用上涨更为敏感，当停车费用在当前

基础上增加30%，放弃使用小汽车的居民比

例迅速上升至约20%。当停车费用持续增加

至50%，放弃使用小汽车的居民比例增长幅

度明显，可以认为这一幅度是当前市域型综

合体居民最为敏感的价格增长区间，停车收

费政策经济杠杆效果良好。而市域型综合体

改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效果却十分有限。

假设维持当前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平均出行

时耗比为 1.62，将停车费用增加 50%，预计

将有33%的居民选择放弃小汽车出行；若将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改善至 1.50，同样实现

33%的人群选择放弃开车目标，停车费用需

上涨 47%，与直接提高停车费用相比仅差 3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市域型综合体现阶段实

施改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策略对于小汽车使

用者出行行为转变的贡献度小于直接实施停

车收费价格上涨政策。

对于区域型综合体而言，场景四相比场

区域型 市域型

0 20 40 6010 30 50
停车支付费用/元

概
率
变
化
敏
感
度

/%

3.5

3.0

2.5

2.0

1.5

1.0

0.5

0

b 概率变化敏感度

区域型 市域型
100

80

60

40

20

0
0 20 40 60

停车支付费用/元
10 30 50

选
择
小
汽
车
出
行
概
率

/%

a 出行选择概率

图5 小汽车出行概率随停车收费价格上涨的变化情况

Fig.5 Change of driving probability when increasing parking fee

表5 政策实施场景及预评估内容

Tab.5 Policy implementation scenarios and pre-evaluation contents

综合体
分类

市域型
综合体

区域型
综合体

场景

场景一：现状公共交通水平下，停车收费价格
上涨；

场景二：平均出行时耗比从 1.62 改善至 1.50，
同时停车收费价格上涨

场景三：现状公共交通水平下，停车收费价格
上涨；

场景四：平均出行时耗比从 1.93 改善至 1.70，
同时停车收费价格上涨

预评估内容

最敏感的停车收费
价格上涨幅度；

公共交通改善相较
于停车收费价格上
涨对于放弃小汽车
出行的贡献度；

停车收费价格上涨
实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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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三效果更明显(见图 6 红实线和红虚线)。

即现状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下，停车费用增加

30%，预计仅有约 6%的居民会选择放弃小

汽车出行，可见直接提升停车收费价格收效

甚微。但是，若先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使平均出行时耗比从现状 1.93降低至 1.70，

方式选择预测曲线将出现截距，即在当前的

停车收费水平下也会有约 8%的小汽车居民

放弃小汽车出行，此效果甚至好于直接将停

车费用增加30%。此外，面对相同的停车收

费价格上涨幅度，公共交通服务改善后放弃

小汽车出行的居民比例将显著增加。例如在

当前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下(1.93)将停车费用

增加50%，预计将有20%的人群选择放弃小

汽车出行；若将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改善至

1.70，同样实现 20%的人群选择放弃小汽车

出行的目标，停车费用仅需在当前基础上增

加39%。由此说明区域型综合体首先实施改

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策略对小汽车居民出行

行为转变的贡献度要大于现阶段直接实施停

车收费价格上涨政策。

44..33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对于市域型综合体，近期应先将停车收

费持续上调作为核心政策，停车收费价格上

涨幅度建议控制在现状水平的 30%~50%，

通过宣传手段给出停车收费会持续上涨的预

期。然后再推出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举

措，以巩固停车收费政策效果。

对于区域型综合体，近期应先提升公共

交通服务水平，推出相关举措，目标是使平

均出行时耗比降至1.70。之后再启动停车收

费价格调整政策，停车收费在现状基础上提

升 35%~60%时，放弃小汽车出行的居民比

例增长幅度明显，因此停车收费水平涨幅建

议控制在该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若两类综合体的停车收

费在现状基础上持续上涨至 80%~100%，放

弃小汽车出行的居民增加速度将放缓而渐趋

平稳，最终放弃小汽车出行的居民比例将稳

定在约40%，不再增加。这应该是现阶段实

施停车收费价格上涨政策对出行方式选择影

响程度所能达到的上限，因为居民中始终存

在一部分小汽车出行的忠诚用户，他们并不

会因为停车收费价格上涨而轻易放弃小汽车

出行；另一方面，当城市综合体片区停车收

费价格上涨幅度过高时，一部分小汽车居民

会放弃该片区而选择到其他综合体片区进行

活动、消费。

55 结语结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居民出行特征及公共

交通服务水平的城市综合体分类方法，并通

过Logit模型评价停车收费政策在不同类型

综合体中产生的差异性效果。该评价方法利

用RP/SP融合数据进行参数估计，一方面减

小了意愿调查产生的偏差，另一方面综合考

虑了停车收费政策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关

联性，能有效分析停车收费价格上涨幅度和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改善对城市综合体居民方

式选择行为影响的贡献程度。后续研究将持

续采集不同城市综合体停车行为调查数据，

跟踪验证本文建立模型的有效性，同时针对

不同城市数据分别建立行为分析模型，开展

模型适用性分析，为城市综合体差别化停车

收费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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