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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供应链全球化和电子商务时代，城市物流需求不断增长，相关活动在高度异质性的城市空

间中产生了日益突出的负外部性影响。基于物流与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从

不同的时间响应和反馈机制角度对物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和归纳。结合供应链管理和公共政策制定

过程，探讨不同空间尺度物流环境影响治理的目标与途径。建议未来相关研究以时空关系及其变化

过程作为评价和度量物流活动环境影响的重要方向之一，进一步依靠大数据应用等技术支持，探索

城市物流在需求快速增长、环境空间资源有限、多利益主体博弈的背景下，面向以人为本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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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mmerce, urban logistics continues to grow, which has ac-

companied by increasingl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negative impact on city environment in the highly

heterogeneous urban space. Bas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among the logistics flow,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stics environment from different

response time. L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with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public poli-

cy formul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such impacts can be effectively mitigated through strategies

at various spatial scales.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spatiotemporal framework and evolution would

help to evaluat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logistics demand comprehensively. With

the advanced big data application techniques, policy maker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

tween stakeholders and the path towards sustainable urban logistics in cities with booming demand for

commerce and limited 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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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物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

生活的核心活动之一，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关

系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力。

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超过 42亿人、占全

球 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中[1]。如此

众多的人口集聚于城市中，为了向其提供丰

富的商品和服务，城市物流需求在过去 20

年出现了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 10年电子

商务的崛起，使得城市物流在支撑工业和商

业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参与到对电子商务

终端客户的服务中。这一系列的变化对城市

和交通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

城市物流环境影响的时空解析城市物流环境影响的时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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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在多维需求驱动的背景下，城市物流相

关设施、土地利用和活动强度在全球各大城

市，尤其是重要门户城市中急剧增加。

2014—2018年，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无

锡、杭州、嘉兴五座城市的物流仓储设施总

面积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6%[2]。然而，物流

设施及相关活动在提供广泛社会性福利的同

时，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包括空气污染、

噪声、土地利用低效化、城市肌理碎片化等

逐渐在城市空间蔓延，并集聚于部分区域，

严重威胁居民健康和城市空间协调发展[3-4]。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强调打造绿色高效的现代

物流系统，推动城市物流配送车辆的电动

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强化节能减排和污

染防治，为城市物流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提出了新的要求。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

步降低物流成本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2020〕 10号)为城市绿色货运发展提供了更

多的具体方案和期望。从近年的政策制定进

程来看，城市物流的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各级

政府关注和思考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

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城市物流规

划，前提之一在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该类活动

对城市空间的复杂影响，以准确分析缓解其

负面影响的创新性政策途径。本文基于近20

年公共政策、学术和商业领域对城市物流环

境影响的实证成果，从时间和空间的复合角

度重新阐述物流活动如何在高度异质性的城

市空间中产生负外部性，并最终对城市的形

态、结构和发展能力造成影响。在此基础

上，从城市物流规划实践的角度探讨评估上

述影响的方法和形式，并提出考虑时空维度

的综合规划和政策建议。

11 从时间角度理解物流环境影响从时间角度理解物流环境影响

物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是大量企业和个

人长期协作和竞争的结果，其与城市土地利

用系统、交通网络系统的相互作用更是一个

复杂的多维度过程[5]。从静态的角度解析城

市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往往会忽略这一过

程的动态特性，从而低估公共政策制定和社

会治理的复杂性。按照城市物流活动环境影

响的时间响应速度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

类，不同类型环境影响的作用方式、范围和

机制差异显著，值得城市交通政策制定者考

虑和重视。

11..11 短期环境影响短期环境影响

城市物流活动引起的负面环境影响中，

较为典型的短期环境影响，包括噪声、交通

安全威胁和空气污染等。这些环境影响的产

生和释放相对而言是即时的和快速的，例如

货运车辆的尾气排放、车辆运行及操作噪

声、交通拥堵及事故等都是随着相关物流活

动的发生和进行同时或者立即出现的。在不

考虑该类影响与自然、建成环境的进一步相

互作用和次生作用的基础上，其影响的持续

性相对较低：车辆噪声的影响时长一般以分

钟为单位，或可长达数十小时[6]，空气污染

物集聚和消散的基本周期为数小时至数十小

时不等[7-8]，而交通拥堵和事故从出现到解决

一般也不会超过一天[9]。

与这些环境影响的即时性相对应的是其

易于观测的特性。货运卡车的污染物如黑炭

和颗粒物(PM)等肉眼即可识别，对空气质

量，特别是可见度影响显著；有特殊气味的

空气污染物包括硫化物(SOX)、稠环芳烃类

化合物等在排放过程中就能够被人强烈感

知；其他无色无味的污染物如一氧化碳

(CO)、一氧化氮(NO)等仍能够通过空气质量

仪器进行浓度监测 [10]。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0)》显示，各

类货车占汽车保有量的比例仅为 11.1%，而

其占汽车CO，NOX和PM排放量的比例分别

高达 32.6%，72.6%和 84.7%(见图 1)。与之

类似，对噪声源的监测和对交通事故的处理

都属于环境保护和交通安全部门的常规职能。

11..22 中期环境影响中期环境影响

与上述短期环境影响相比，物流活动造

成的包括城市热岛效应、土地使用低效化以

及生态系统破坏等中期环境影响则有着相

对较长的形成过程和并不直观的作用效

果 [4, 11]。由于物流需求的急剧膨胀和物流网

络的不断扩张，物流设施的兴建、扩建和重

建对城市空间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逐渐为

学术界和公共政策部门所关注[12-13]。随着对

仓储设施自动化的需求提高，物流设施的规

模(以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作为基本指标)在

近几年增长显著。大面积平板屋顶(见图 2)

的设施热容量、导热率比大部分建筑和自然

界下垫面要高得多，对太阳光的反射率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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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率大，产生高温环境[14]。物流设施的空

间集聚进一步加剧了热岛效应，对区域内人

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15]。

现代物流设施本身建筑尺寸大，同时由

于大量的车辆装卸、保养、存放等需求，配

建的停车场也占用相当大的土地面积。低密

度开发特别是缺乏系统规划的低密度绵延式

开发方式对区域内土地利用的形态造成深远

影响。部分城市出现所谓的“物流蔓延”现

象(见图 3)，低价的空闲土地和宽松的开发

政策使得郊区成为低密度物流设施开发的热

土[16-17]。因此，近年来都市区的郊区土地需

31

图1 2019年全国各类型汽车保有量比例及污染物排放量分担率

Fig.1 Automobile ownership and major transportation air pollutants by vehicle type in China in 2019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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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海都市圈内典型物流设施集聚区示例

Fig.2 Typical logistics facility clusters in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Big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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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为旺盛，用于物流设施的面积不断增

长。由于土地用途的匹配关系，临近区域的

其他土地用途设计变得局限[18]。物流土地利

用的低效化和干扰性如果没有通过前瞻性的

土地利用规划和设计进行约束，对城市土地

利用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物流设施的建设变化通常以年为单位发

生，相应的中期环境影响也随着这种变化逐

渐加剧。这种变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

集聚性的土地利用形态出现后，其不可逆的

长期效应将会逐渐显现。

11..33 长期环境影响长期环境影响

在诸多短期和中期环境影响的叠加之

下，与城市土地价值以及人口社会经济结构

相关的长期影响往往被城市交通和环境政策

制定者所忽略。在缺乏有效标准和法规监管

的条件下，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和集聚，在

以 10 年为尺度的长期城市空间变化过程

中，可能会造成所在社区的土地价值降低和

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环境负面影响降低

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导致周边住宅的需求

下降；同时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同样降低单

位面积附加值高的土地利用(如商业、办公)

需求，这些变化造成土地预期价值的持续

缩水。

近年来涉及环境正义的文献逐渐关注物

流活动的相关影响。由于物流设施建设和物

流活动的集聚，社区人口的流动呈现失衡的

现象：平均收入水平下降、长期居住比例下

降、社区稳定性下降[18]。这些社会经济结构

的改变，结合土地价值的变化，严重影响了

社区的发展和提升。

不同时间尺度的城市物流活动环境影响

类型之间存在着交叉和混合。例如空气污染

物的排放在中长期产生区域性的公共健康问

题[19]，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更长的时间尺

度下引起温室效应[20]，这类问题产生和变化

的时间尺度相对于排放本身的过程更为持

久。因此，在分析城市物流环境影响时引入

时间的维度，并非为了对其进行绝对的类别

区分，而是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其影响机制

的动态变化，以便更加全面地评估规划和政

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2 从空间角度理解物流环境影响从空间角度理解物流环境影响

与时间尺度同样重要的是城市物流环境

影响的空间尺度，虽然该类影响主要通过车

辆、设施和土地利用的点状主体和场所产

生，但是其影响范围和方式往往由不同空间

尺度的相关机制所决定。仅仅关注微观区域

的环境影响产生过程，无法有效地进行政策

介入和疏导。

22..11 全球尺度全球尺度

物流活动在城市的发生和组织越来越受

到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影响(见图 4)。在

重要都市区，尤其是门户枢纽都市区，大量

货物的进入、加工、转运、配送等过程都深

度嵌入在复杂多层次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

物流在都市区内部使用的交通工具、运输和

配送的时效要求以及物流服务的内容，都可

能受到参与全球供应链组织的跨国公司和平

台的约束。因此，理解城市物流的空间组织

和形态，必须基于对全球供应链结构的充分

认识。

以中国的重要门户城市深圳为例，其物

流活动规模和强度在近 10年实现了巨大增

长，特别是电商快递流量在 2007—2019 年

增长了52.5倍。作为全国的重要科创中心和

全球重要电子商务枢纽，深圳的物流设施和

土地利用有相当部分集中于供应链的上游，

即“物流的第一公里”，同时以跨境电商为

导向，快速的周转和高效的转运使得物流车

辆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如此的物流需求决定32

北

1966—1975年

322416840

单位：英里

高速公路

1976—1985年
1986—1995年
1996—2005年
2006—2016年

1966年之前

物流设施建设年份

图3 美国洛杉矶都市区物流设施空间蔓延

Fig.3 Pattern of logistics sprawl in the Los Angeles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U.S.A.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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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物流环境影响的集聚特征，要理解这

种特征，需要对城市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的

位置和扮演的角色进行详细分析，例如电商

物流的产业类型、物流活动的协作方式等都

对这一分析过程有重要帮助。

供应链的全球化趋势导致地方物流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大尺度需求的产生和

吸引，因此地方尺度的物流环境影响评价需

要结合全球供应链和产业联系进行。当全球

产业需求与本地社会经济要素耦合时，供应

链和物流的本地化影响不可避免，而这种结

构性的变化需要更高层次公共部门的统筹规

划，甚至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推动相关规制和

标准的制定。通过分析全球尺度的供应链驱

动力能够更好理解和预测本地物流活动的集

散以及相关环境影响的增减，从而实现市场

—政府协同下的环境影响评估和控制。

22..22 区域尺度区域尺度

城市物流的部分环境影响并不局限于所

在社区，而是通过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扩展

和扩散到区域尺度。前文提到的“物流蔓

延”现象广泛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区内

部，物流土地利用在郊区的蔓延式扩张，破

坏了城市本身的形态和肌理，土地利用的均

衡性和完整性受到挑战 [4, 16]。受集中的物流

设施影响，其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密度、容

积率、社区活跃度和商业活力都可能出现显

著下降。这些设施的环境影响由此不仅仅作

用于社区内部，也扩展至区域尺度。

与之类似，物流车辆的尾气虽然大量产

生于物流设施、公共枢纽和通道周边，但相

关污染物经过大气过程出现扩散，并与空气

中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最终影响整个区

域的空气质量。图 5展示了美国洛杉矶都市

区柴油相关可吸入颗粒物(PM10)——一种重

要的货运卡车排放污染物的空间分布，这种

污染物的浓度与物流活动呈现高度的空间相

关性。由于大气流动的复杂过程，整个都市

区的空气质量受大量点状的物流车辆污染源

排放影响，这种区域尺度的影响机制十分

典型。

物流联系受复杂而高度本地化的供应链

需求牵引，因而车辆的使用类型、物流转运

模式在异质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而这种差

异性使得在区域尺度研究物流环境影响更为

必要。如城市中心区和物流枢纽区域因密度

原材料提供商 物流提供商制造商

S

M

D

信息流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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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

S M D

区域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

S

M

D

S
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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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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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整合 空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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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价值链的功能和空间整合

Fig.4 Functional and Geographical integration of value chains

资料来源：文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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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美国洛杉矶都市区柴油相关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与物流设施的空间关系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esel related PM emissions and logistics facilities

in the Los Angeles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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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拥堵严重，单位道路面积车公里数较

高，同时在拥堵条件下车辆排放过程不同，

产生的部分污染物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郊区

虽然密度较低，交通顺畅，但由于物流活动

密集，货运车辆占车辆总数的比例高，因而

地面交通空气污染物中柴油燃烧相关污染物

比例高。这两种场景下，货运车辆受地方条

件约束和自身使用情况影响，对空气污染的

贡献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导致环境问题的复

杂化和区域化，需要更为细致和具体的研究

和分析。

22..33 社区尺度社区尺度

社区尺度是认识和分析城市物流环境影

响最直观和最基础的尺度，所有社区内部的

企业、商户和居民都是该环境影响的直接相

关利益方，相关利益冲突的协调和缓解都依

赖于社区尺度冲突管理机制的设计。

以物流活动产生的噪声问题为例，由于

物流需求尤其是电子商务物流需求的特征，

大量货运车辆24 h进出物流设施和枢纽，产

生了相当大的机械噪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和商业设施运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社区通常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协调和管理，

通过植被和建筑的隔离以及车辆使用时间窗

口限制等手段将噪声影响降低到可接受范围

内[22]。因此，社区尺度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是

解决该问题的核心条件。相比而言，更高的

行政机构往往对问题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了解

有限，也难以深度参与到沟通和协调的过程

中，无法对问题的解决做出基础性的贡献。

城市配送的环境影响是近年来城市物流

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之一，该活动带来的道

路拥堵、噪声污染和交通安全隐患成为诸多

大城市的顽疾。因此，部分城市推出了以社

区为行动单元的城市配送政策实践，如美国

纽约市的“非工作时段配送计划” (Off-

Hour Delivery Program)试点项目。这一计划

在社区尺度对城市配送活动的利益相关方进

行组织和协调，而由收货商户、货运驾驶

员、寄货企业以及周边居民互动形成的社区

利益复合体是计划的核心(见图 6)。该计划

通过多方会议和意见征询的方式收集和反馈

各方的需求和成本考量，寻求符合各方利

益，同时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

方案。

33 基于时空复合角度的城市物流可持基于时空复合角度的城市物流可持

续发展评估和规划续发展评估和规划

33..11 环境影响评估和度量环境影响评估和度量

城市物流活动的环境影响在不同的城市

空间和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其作用机制和影

响程度都会有所差异。因此，系统地对其进

行评估和度量是制定有效、可行公共政策的

一项前提。现有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主要着

眼于城市客运系统的建设和优化，而对于同

样维系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货运系统

关注有限。当客运交通规划成为绝大多数主

要城市的基本规划类型时，货运交通规划的

制定和完善仅仅出现在个别城市。在有限的

几份货运交通规划文件中，可持续发展成为

核心主题之一，而对城市物流的环境影响进

行评估和管理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

重要内容。

英国伦敦早在 2007 年就制定了《伦敦

货运规划：可持续货运交通》 (London

Freight Plan—Sustainable Freight Distribution:

A Plan for London)[24]，围绕着城市货运发展

背景、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方案、绩效评

估、多方参与框架、相关政策关联等方面对

可持续货运交通系统的构建提出了具体要求

(见表 1)。在具体的项目计划中，关于环境

影响的评估和研究占据了大量篇幅，包括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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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美国纽约市“非工作时段配送计划”试点项目的多方参与结构

Fig.6 A multi-stakeholder framework of the“off-hour delivery program”

in New York, the U.S.A.

资料来源：文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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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碳排放、噪声和震动、交通安全、

社区负面影响等位列高优先级的目标。

在类似货运规划的制定中，对不同时空

维度的考量，能够帮助规划制定者更加全面

地评估城市中不同类型物流活动的环境影响

程度和范围。本文总结具体的思路和方法：

1)依据不同环境影响的空间特性，确定其作

用的空间范围和对应的行政范围，并据此设

计规划内容的多方参与框架，如政府参与的

层级以及多部门协调的范围。2)依据不同环

境影响的时间特性，考虑规划制定的时效性

和周期，并进一步确定对应的近远期规划措

施，如通过环境规制进行短期噪声控制，土

地利用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追踪和引导。3)时

空维度相结合，催生新的规划需求。对于跨

行政单元的复杂动态环境影响如交通拥堵，

其涉及大量货运车辆在时空上的交叉影响，

因此通过建立实时交通反馈和需求匹配信息

平台，能够利用信息交互帮助缓解交通瓶颈

问题。4)将时空维度作为规划反思的底层逻

辑。规划既是预测，也是回溯，只有不断反

馈和更新而与时俱进的规划才能推动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时空是社会经济动态变化的最

重要维度，通过观察规划措施在时间维度的

有效性变化，以及在空间维度的需求更新，

能够有效提高规划的针对性和可靠性，从而

制定更为科学的规划方案。

33..22 多利益主体共同协作多利益主体共同协作

正如前文论述，任何形式的城市物流环

境影响，其产生机制和治理方案都涉及多个

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城市物流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基于多利益主体协作的

框架。考虑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一方面可以

丰富和深化政策制定者对相关机制的理解，

特别是对不同利益主体行为模式和动机的理

解，另一方面则有助于设计和选取符合各主

体利益的行动方案，保证方案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

近年来在部分国家和城市频繁讨论的物

流车电动化政策，对于物流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越来越多的政策实践结果

显示，物流车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应该是基

于现有资源和市场，符合不同主体长期利益

的行动方案。物流企业对购车和用车成本的

考量，寄收货商家对运输时效和可靠性的需

求，新能源汽车厂商对充电桩建设和维护的

投入，公共部门对电动化政策支持的中长期

计划，以及不同社区对物流车环境影响的评

估，这些都是影响政策决策的关键因素。同

时，这些因素的作用在不同的时空尺度有所

差异。运输空间范围、城市形态结构、配送

时间窗口、车辆技术优势等条件往往决定了

这些因素的相对关系。例如，相对于传统柴

油车，电动物流车可能更加适合在高密度、

充电节点分布广泛、容易发生拥堵的城市中

心区进行小运量、高频率、快速周转的城市

配送，预期可以实现能源效率、物流效率、

环境(噪声)影响等多方面的目标。在考虑上

述时空相关条件后，不同主体的利益考量也

表1 伦敦货运规划项目和工作流评估表

Tab.1 Assessment of freight planning projects and workstreams in London

货运规划项目和工作流货运规划项目和工作流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工作流1

工作流2

优质货运承运商
奖励项目

配送和服务规划

建筑业物流规划

货运信息平台

多方合作发展

数据、建模和
最佳方案推广

高优先级目标高优先级目标

经济经济

支持城市人口支持城市人口
和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

++

+++

+++

++

+++

+

提高城市内提高城市内
部货运配送部货运配送
和服务效率和服务效率

+++

++

++

++

+++

++

平衡物流服平衡物流服
务和其他交务和其他交

通需求通需求

++

+++

+++

+

+++

+++

环境环境

降低货运空降低货运空
气污染物和气污染物和

碳排放碳排放

+++

++

++

++

+++

++

减少货运产减少货运产
生的噪声和生的噪声和
振动影响振动影响

++

+

+

0

+++

++

社会社会

减少物流相减少物流相
关的交通事关的交通事

故伤亡故伤亡

+++

++

++

+

+++

++

减少物流对减少物流对
社区的负面社区的负面

影响影响

+++

++

++

+

+++

++

注：评价标准分为七档(+++，++，+，0，-,--,---), 其中“+++”代表最高程度的正向影响。
资料来源：文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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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著改变，可能更接近于实际决策情景，

也更有利于政策的长期有效推广。

33..33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城市物流的可持续发展以促进人们生活

质量提高、居住环境改善以及生命健康保障

作为根本目标之一。使用时空的复合角度衡

量城市物流活动的环境影响，将有助于更为

全面地理解城市居民在物流系统中扮演的角

色和相应的需求。物流系统的运行和扩张，

为城市居民带来了生活的便利，提供了时间

成本的节约和生活方式的拓展机会。然而相

关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集聚，如夜间配送

车辆的噪声、物流设施周边的拥堵和污染排

放等都对部分社区施加了额外的负面影响。

这种时空上收益与成本的不均衡性深度嵌入

社会经济、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过程中，在

公共政策有效介入之前，市场一般难以做出

全局性的、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选择。因此，

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公共部门通过规

划和政策方案进行调控变得必要，而关注环

境影响的时空差异是保障这类调控精确有效

的先决条件。

33..44 与大数据应用的结合与大数据应用的结合

随着互联网和即时通信等技术的普及，

城市物流大数据的采集、共享和应用日渐成

熟，为准确而系统地了解其活动模式和特征

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研究城市物流的环

境影响需要大数据的支持，但数据分析和利

用的方法仍然有待充实和完善。以时空过程

作为切入口，结合大数据对城市物流的企业

选址和土地利用、车辆的使用和运行、枢纽

节点的管理和运营等行为进行分析和探讨，

将是未来大数据在该领域的应用趋势之一。

借助大数据分析，研究者将能够还原不同时

间过程中和不同空间尺度下各主体的行为细

节以及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探索和

总结影响机制和规律提供支持。

44 结语结语

在当今供应链全球化和电子商务时代，

城市文明的健康发展高度依赖于城市系统与

物流系统的协调共生和相互促进。只有全面

理解城市物流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评估

物流规划和政策方案的实施意义和可行性，

才能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本文建议以时

空关系和过程作为分析角度，研究城市物流

在需求快速增长、环境空间资源有限、多利

益主体博弈的背景下，面向长期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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