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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民消费方式的变化加速生产与流通方式转型，供应链活动的公共属性因此越来越强，城市

物流规划的概念也有必要扩展到城市供应链规划的范畴。在介绍城市供应链的概念后，详细阐述从

供应链的视角理解城市货运配送的必要性以及关键议题。一方面，从更加微观的品类及供应链活动

入手，透视供应链的时空响应；另一方面，着重关注城市供应链的安全、环境及公平效应等议题。

为更好地实现城市物流规划的供应链转型，提出推进物流货运调查与城市供应链模型研究，系统梳

理城市供应链规划的空间响应策略。基于供应链的思维，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需要与多个部门合

作，将城市物流领域中的供应链需求和发展趋势进行有效的政策转译与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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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rban Logistics Planning to Urban Supply Chai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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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s in residents' consumption patterns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public attributes of supply chain activitie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concept of urban logistics planning to the urban supply chain

planning. After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urban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in detail along with a few other key

issues. On the one hand, the planning must understand the market's temporal- spatial response to the

supply chains and supply chain activities at the microscopic level, while the safety, environment and

fairness of urban supply chains cannot be ignored. To better facilitate the supply chain transition in ur-

ban logistics planning, the paper urgently promotes the surveys on the current freight logistics and re-

search on the urban supply chain models, which helps developing response strategies for systematical

lane use planning of urban logistics. The supply chain- based thinking calls for close collaborations

among urban planning,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all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

strue the policies to the supply chain demand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urban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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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供应链概念引入城市物流规划将供应链概念引入城市物流规划

随着消费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全球化

分工与跨境生产、大规模定制化消费、数字

零售与即时响应等背景下，保障商品或货物

在整个生产、流通与消费全过程中全部参与

者之间的信息流转、货物移动、资金收付等

多链路多主体协同愈发重要[1]。源自物流管

理的供应链管理应运而生，随后迅速在各行

各业得到广泛应用，成为降本增效与提升竞

争力的重要工具。企业按单组织生产整拼发

货、设置前置仓、虚拟生产模式、供应商管

从城市物流规划到城市供应链规划从城市物流规划到城市供应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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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库存、货物代理企业从端对端的短距离运

输扩展到门到门的全程运输等，都是供应链

管理的经典范例。

随着概念的发展与应用的普遍化，供应

链管理也不再局限为企业行为，而与公共部

门的关联越来越大。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都

在谋划城市如何参与供应链网络分工，如何

更好地服务全球供应链流动，如何成为全球

供应链管理中心。例如，文献 [2-3]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中国的国家供应

链战略，文献[4]很早就观察到香港从港口城

市向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转型①，成都等

地则在近年提出了建构供应链枢纽的城市发

展目标。

相比于中国较多关注供应链与区域或城

市总体发展战略层面的结合②，西方学术与

政策研究已在探索供应链在城市领域的应

用，提出了城市供应链的概念及其规划模

型[5-6]。这些研究认为，大多数供应链终端用

户都位于城镇区域，主要的供应链活动也都

发生在真实复杂的城镇空间，因此非常有必

要从供应链的视角理解城市货运交通。1)从

重要性来看，文献[7-9]分析认为大城市至

少需要 150条涉及不同品类的供应链以维持

城市日常运转，并将这些配送到城镇区域的

供应链集成统称为城市供应链。这些供应链

运作的效率及整体绩效直接影响城市的竞争

力。2)从必要性来看，输入的供应链多数由

企业运作主导，相对忽视城市层面应该注重

的环境和社会效应，需要公共政策协调 [5]。

3)从科学性来看，现有城市物流以运输为基

础，没有重视货物的整体流动，无法很好地

纳入多式联运等货物流动，影响对城市物流

及运输总需求的预测[10]。因此，城市供应链

规划的要义是将供应链的视角带入城市物流

规划与政策制定中，展现供应链模型更微

观、更注重链路、更注重协调的方法论特征。

上述背景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城市物流

规划，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明显。例如，中

国城市人口密度高、规模大，各类灾害频

发，特别需要重视基础性、民生性供应链的

稳定。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物资与

生鲜配送就凸显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其次，

除了输入型供应链，大部分城市还有较多的

输出型供应链，在响应革新物流供应链基础

设施的需求之时，需要注意统筹输入和输出

的供应链。再者，中国的城市物流规划主要

是参考客运模型进行分析、预测和模拟，在

数据基础与方法论等多方面存在不足。

因此，本文旨在立足中国城市实际，借

鉴西方相关研究，探讨将供应链的概念引入

城市物流规划，从时空响应、环境、安全与

社会公平等维度分析城市供应链规划的关键

议题，从城市交通的角度提出做好城市供应

链规划的建议。

22 研究城市供应链构成及其时空响应研究城市供应链构成及其时空响应

压力压力

22..11 刻画不同品类货物对供应链的时空刻画不同品类货物对供应链的时空

需求需求

供应链视角下城市物流规划的首要任务

是分品类地建立城市物流研究的微观基础。

根本原因是不同品类供应链受到生产与消费

方式变化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具有不一样的

供应链特征，适用不同的供应链模型。表 1

是国外学者在其城市背景下总结的 12项品

类的供应链需求及其特征[5]。从配送特征来

看，新鲜果蔬、牛奶及乳制品、面包糕点、

报纸等需要每日配送，时间相对固定，规模

相对较小；诸如鲜花、肉类及鱼等品类虽然

也是每日配送，配送时间却相对灵活。各类

包装品(含饮料酒水)、冷冻品(含冰激凌)、

烟草等要求每周一配；家庭家具及电子产

品、衣物鞋靴等季节性、时尚性不强的产

品，可能只要求每月一配或每季一配。配送

频次高而需求密度分散的产品，总体来说与其

他货类集运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反之，配送

频次低、配送规模较大的产品适用联合集运。

这项研究解剖了城市供应链的产品特性

与组织模式，对于了解城市供应链有基础作

用。然而，这项研究是以西方城市为背景的

一家之言。1)从构成类别看，诸如电力油气

等能源供应链以及垃圾回收等逆向供应链，

这些城市赖以生存的物资基础也应纳入城市

供应链的品类频谱。2)从配送特点来看，配

送频次与规模因消费偏好及需求差异在不同

城市呈现差异性，需要开展更深入的地方性

调查以了解小众低频产品的供应链。3)从供

应链模式来看，需要洞察城市流通体系的差

异性，关注不同品类货物受电子商务的影

响，评估不同货类的集运可能性及供应链模

型适配性，识别需要公共部门予以保障的民

生性供应链范畴，合理规划匹配供应链基础

设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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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从时间角度理解城市供应链空间组织从时间角度理解城市供应链空间组织

城市供应链具有鲜明的时空需求特征，

需要时空联合响应。近年来，信息通信技术

进步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成为改变城市

供应链运作的最大变量。在信息技术助力商

流信息及资金加速流动的背景下，消费者对

货物交付时间有了新的期待，要求更新物流

的空间组织模式(见图1和表2)。早前发展的

电子商务是以依托个人计算机为主开展的远

程网络购物，主要品类是书籍、鞋靴衣帽、

电器数码、家具百货等耐用消费品，其供应

链模型是通过快递方式实现从货仓到消费者

手中的过程。为了压缩配送时间，其主要模

式是加密区域配送中心以及设置站点、前置

仓的方式，规避过长的在途运输时间，缩短

产品履约响应时间。

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普遍应用的背景

下，以社区为中心的各类近场电商与即时配

送迅速发展，将餐饮、生鲜果蔬、面包糕

点、鲜花、药品等尚未充分网购化的产品纳

入电子商务系统中，各类传统零售门店被卷

入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中心的数字生活圈中。

为了满足配送时效要求，也因各类门店距离

终端消费者较近，通常能在 1 h完成从门店

配送到消费者的全过程，形成了“近场网

购+短程交付”的模式。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即时配送作用下

近场电商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社区的时空组织

模式，形成了以响应时间组织城市供应链空

间的范例③。这种改变不仅发生在中国，也

发生在其他国家。伦敦提出优化联合配送中

心的布局，使内城人口密集的北部区域都在

30 min配送服务圈之中[12]。一项大巴黎地区

末端物流的空间组织方案提出了多中心小半

径配送圈的方案，即通过分布式的多式联运

平台网络连接各社区的物资交换中心(见图

2)[13]。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该方案受到

巴黎“15分钟城市”发展理念的影响，该方

案提供的思路却值得深入研究。中国相关部

委也在推进完整社区与“15分钟生活圈”规

划，有些地方还在推动未来社区规划。在此

背景下，应该思考将供应链营造嵌入这些国

家示范工程中，实现城市供应链基础设施的

微观重构。

22..33 城市时空系统承受多层面城市时空系统承受多层面、、多维度多维度

压力压力

城市供应链因消费、生产与流通方式的

变革呈现不同的时空特征，要求对供应链过

程中的时间与空间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即对

39

表1 不同品类城市货物的供应链模型

Tab.1 Supply chain models of urban goods under different categories

品类品类

药用物品

新鲜果蔬

牛奶及乳制品

鱼及水产品

面包糕点

报纸

鲜花

肉类

包装品(含饮
料酒水)

冷冻品
(含冰激凌)

烟草

家庭家具及
电子产品

衣物鞋靴

配送配送
频次频次

一日多配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周

每周

每周

每月

每季

配送配送
时间时间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灵活

灵活

灵活

灵活

灵活

灵活

灵活

配送配送
规模规模

小

大

小

大

小

小

小

大

大

小

小

大

大

与其他品与其他品
类集运可类集运可

能性能性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大

大

大

供应链模型适用性供应链模型适用性

直接直接
配送配送

●
●

●

●

●

批发批发
零售零售

●
●

●
●
●

●

●

●

●

生产者生产者
合作合作

●
●
●

●

经纪经纪
代理代理

●

●

●

●

●

零售店零售店
合作合作

●

●

资料来源：文献[5]，顺序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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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运输以及配送等活动分配的时间与空

间进行调整，进而对城市的时空系统产生多

层面、多维度的压力。

一般按照层级将城市物流空间体系划分

为 3个等级：城市级别的物流门户区、分区

级别的配送中心、社区层面的城市配送

站[14, 15]。层级越高，服务范围越大，数量越

少，密度越小。基于动态和轨迹的视角，货

物进入城市范围后，通过中间枢纽转入分布

式的配送站，配送站再通过分区循环配送到

户。面向未来，因应消费、配送与流通方式

的变化，城市供应链出现了立体化发展的趋

势。首先，在传统地面配送的基础上，发展

出空中无人机配送以及地下管道、轨道配送

的模式；其次，传统的地面配送也出现了诸

如无人车配送、无车承运人(网络货运)及众

包配送等新的组织方式；再次，空中、地面

和地下物流整合互通。可以说，面向未来，

城市供应链系统与城市时空系统存在多层面

的承压交互(见图3)。

33 关注城市供应链安全关注城市供应链安全、、环境及公平环境及公平

效应效应

33..11 安全效应安全效应

安全是建构城市供应链的首要目标。安

全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供应链系统自身的

稳定性，即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或在

应急状态下的可靠性。例如，由于地震多

发，日本的货运研究特别重视供应链设施在

不同地震等级下的安全和可恢复程度。安全

性的另一维度指城市供应链对于城市环境及

外部他者的安全，如物流配送对于道路交通

安 全 的 影 响 。 根 据 英 国 伦 敦 警 务 处

(Metropolitan Police)的数据，2015—2017 年

伦敦涉及货车的交通事故共造成 123例死亡

和 985例重伤[12]。货车致死占各类交通碰撞

致死事故总数的32%。重型货车占车辆行驶

里程不到 5%，却造成了 25%的行人致死事

故及63%的骑车致死事故，轻型货车致行人

重伤的事故数量也在增加。因此，围绕道路

货运安全，伦敦开展了一系列规划应对措

施，如街道安全体检、建设工地物流优化项

目与交叉口安全项目等[12]。

中国的大城市也有类似情况④。尽管行

政主管部门加强了相关管治，但从交通与城

市规划的角度还可以做更多工作。例如，将

货运交通安全作为街道安全指标纳入城市体
40

广域电商

全国 20 km 3 km

近场电商

用户

门店

配送站、前置仓

骑手、快递员配送中心

干线、配送

区域配送中心

图1 不同电子商务模式下供应链的运作模式

Fig.1 Operation mode of supply chains under different e-commerce modes

资料来源：文献[11]。

表2 近场电商与广域电商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near-field e-commerce and wide area e-commerce

项目项目

主要平台

主要品类

服务半径

履约时效

仓配模式

近场电商近场电商

叮咚、美团、兴盛优选、每日优鲜等

餐饮、生鲜果蔬

社区(3~5 km)

1 h送达+半日或1日送达

前置仓(店)+及时配送

广域电商广域电商

淘宝、京东、拼多多等

鞋靴衣帽、电器

全国

次日达+半日或多日送达

多级协同仓+快递、物流

资料来源：文献[11]。

多式联运平台
物资交换中心

货物流
大宗货物
分散配送
最后一英里

图2 大巴黎地区城市物流组织示意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logistics organization in Grand Paris

资料来源：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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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完善非机动车道等供应链基础设施，弥

补长期以来城市交通对物流配送交通空间安

排的缺失等。

33..22 环境效应环境效应

降低环境排放是供应链运营优化的目标

之一，也是城市供应链规划面向碳中和以及

碳排放达峰应该着重分析的维度。伦敦2013

年数据显示，占车辆里程数 17%的货运交

通，其排放占路面交通氮氧化物(NOX)、细

颗粒物 (PM2.5) 和二氧化碳 (CO2) 排放的

33%，29%和 23% [16]。为管控货运交通排

放，伦敦正在加大力度推广使用电动货车，

积极开展联合配送等。在全市实施低碳排放

区的基础上，伦敦于2019年4月在中心区划

设实施了超低排放区 (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预计于2021年10月将超低排

放区的边界扩展至北环及南环道路(A406)，

覆盖整个大伦敦内城区域[12]。

应对越来越严格的环境要求，供应链思

维更关心如何实现城市配送链的全程优化。

根据在深圳开展的围绕日用消费品城市配送

的研究[17]，绝大部分配送活动倾向选择成本

最小路径，一般不会在收取高速通行费的情

景下选择碳排放相对更少的距离最短或时间

最少路径。政策设计层面，可以在主要配送

廊道的局部时段(例如夜间)，通过减免高速

通行费等措施，减少车辆迂回配送所产生的

污染物排放。

33..33 公平效应公平效应

供应链规划不只以经济和环境效率为导

向，也需考虑社会成本及社会公平效应。随

着城市供应链的变动，供应链基础设施对不

同社会群体产生的公平效应也愈发明显。例

如，网络购物普遍化使用后，对末端配送服

务的需求已成为一般公共产品需求。当前情

况下，无论是自提柜还是代收点模式，如仍

以市场提供为主，则容易产生供给不均衡、

不充分的问题。一项巴西的研究分析了不同

区域因为采用代收点类型及开放时间的差

别，居民到访代收点提取网购商品的时空可

达性呈现区域和人群差异[18]。文献[19-20]分

析了区域性物流设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直接

影响土地价值和社区品质，引发城市社区的

空间隔离和人口流动失衡。相对来说，有关

城市供应链引发的空间与社会公平的研究还

不够充分，这是未来需要加强的部分。

44 推进物流货运调查与城市供应链模推进物流货运调查与城市供应链模

型研究型研究

44..11 基于货物流动的货运调查基于货物流动的货运调查

供应链视角可以为城市物流规划带来新

视角与新内容，但从供应链视角开展相关规

划需要更加微观的物流调查数据和更深入的

研究。与成熟的城市居民出行调查相比，城

市层面的货运调查在中国还没有成熟做法。

尽管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相对欠佳，但英

国、美国、日本等都已建立了常态化物流调

查机制。例如，日本自1970年以来每5年一

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货物净流量调查，东京

自 1972年开始每 10年开展一次城市货物移

动调查，通过对企业单位发放调查问卷的方

式(2013年第 5次调查共涉及 4.4万家企业)，

详细采集货物起讫点(OD)流动信息，调查不

地下物流

顾客

配送中心

城市货运站

城市货运配送中心

城市物流区域

范围

密
度

提货和交货

长途运输

货运枢纽

都市区域
配送中心

空中配送

垂直物流

地面物流

中继站

无人配送

图3 不同视角下城市物流空间的组织模式

Fig.3 Organization mode of urban logistics space unde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5]以及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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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不同类型场地面积的物流量和产生

的货车数量等总计32项内容[21-22]。纵向常态

化的数据调查对于认识大东京货运的变化、

了解物流设施的分布和主要趋势等具有重

要作用。美国每四年开展一次商品流调查

(Commodity Flow Survey, CFS)[23]，根据北美

产 业 分 类 系 统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对每个货类

包括重量、货值、流向等都进行深入调查。

44..22 基于供应链开展货运模型分析基于供应链开展货运模型分析

传统的货运模型主要基于四阶段法。美

国现已根据商品流调查，建立了以商品流为

基础、以供应链选择为特点的货运模型(见

图4)。模型的关键是为每一购买方建立可能

的供应商网络，在企业层面对商品流进行评

估分析，建立供应链数据库，进而将供应链

置入交通运输环境中，不断校核后确立运输

装载方式及路径选择[24]，测算运输规模及频

率，进行运输方式的划分及交通量的分配。

区别于传统四阶段法以集计模型为基

础、基于车流、侧重于终端生成和吸引的特

性，供应链模型能够以深入企业的微观视

角，分货类理解企业的选择及厘清供应链结

构(见表 3)。因此，供应链模型也称为行为

模型、主体模型或活动模型。其次，通过对

货运行为的全主体模拟及全过程刻画，能够

更好地认识车辆及货物运输的线路，更加符

合承运人的行为逻辑，对交通运输网络的优

化更有响应性及弹性。再次，分析和认识货

物全过程流通中对设施的不同需求类型及其

强度，分析可能的多式联运，对于了解城市

供应链需求特征及总体结构具有显著优势。

最后，相比于四阶段法，供应链模型更加注

重物流要素在区域层面的活动，因此更加适

用于区域层面的分析，更加接近区域中的供

应链运作等实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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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购买方及输入商品流
潜在供应商中创建样本库

供应商选择：考虑运输、配
送方式，为每个采购方选择
一家或多家企业供应商品

商品流评价：估计每家企业
输入商品流的数量，使用参
数对上述结果进行校核

·货动分析框架(FAF)
·经济分析局(BEA)
·服务规划的经济影响
分析(IMPLAN)

郡县商业模式(CBP)
外部企业列表

运输网络数据

商品流的基数
及其预测

商品流的供应商选择及评估

供应链数据库
·所有采购-供应伙伴关系
·所有企业层面的信息
·每年购买商品的数量

国家路网

供应链数据库
所有供应链及
商品流的运输
方式选择集

根据商品流调查微
观数据的估计参数

运输量、运输方
式及路径选择

·货运分析框架
·服务规划的经济影响分析
·美国货车研究所(ATRI)

·商品流
·货车计数(政府协会机构)

为运输方式
匹配网络

校核

运输量、运输方式及路径选择

供应链数据库
·所有采购-供应伙伴关系
·所有企业层面的信息
·运送规模及频次
·运输路径属性

(方式、停留等)

个体企业数据库
·6位北美产业分类代码
·规模(雇员数、销售额)
·交通分析区(TAZ)

TAZ: Traffic Analysis Zone (交通分析区)
FAF: Freight Analysis Framework (货动分析框架)
BE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分析局)
IMPLAN: Economic Impact Analysis for Planning (服务规划的经济影响分析)
CBP: Country Business Patterns (郡县商业模式)

图4 基于商品流的供应链模型

Fig.4 Supply chain models based on commodity flows

资料来源：文献[24]。



肖肖
作作
鹏鹏

从从
城城
市市
物物
流流
规规
划划
到到
城城
市市
供供
应应
链链
规规
划划

43

55 系统整理城市供应链规划的空间应系统整理城市供应链规划的空间应

对措施对措施

55..11 理解供应链基础设施类型需求理解供应链基础设施类型需求

基于供应链模型的结果与四阶段法的结

果可能相差不大，但其模型的生成逻辑发生

了变化，对真实的物流运作情况有了更具颗

粒度的洞察。从交通设施规划来说，需要了

解这种逻辑的变化及行为响应，提供更加匹

配的设施，支撑城市供应链运作。文献[25]

按照规模、区位特点、功能等维度提出 6种

新的物流设施，包括交叉转运中心(inbound

cross dock)、电商处理中心 (e- fulfillment

center)、分拣中心、配送站、地方货运站

(local freight station, 类似社区提货站)、快速

配送站(fast delivery hub)等。城市与交通规

划要对承载这些前瞻技术的基础设施保持适

应性。例如，2013年东京都市圈货物调查发

现物流设施老旧，提出了更新指引 [22]。伦

敦、巴黎、瑞典哥廷堡等也一直在研发各类

适应新的供应链运作需求、新的环境需要的

供应链设施。物流设施是满足供应链需求的

中介节点。基于四阶段法的模型侧重交通需

求结构，未能深入研究物流需求的链路特征

及其对相关设施的需求。城市供应链规划方

法则需要从供应链的视角出发，基于对

“流”的分析，以流定形，分析特定供应链

活动对于特定设施的时间、空间及其区位需

求特征。

55..22 关注不同供应链设施区位特征关注不同供应链设施区位特征

供应链设施在区位选择上呈现专业功能

强的设施向远郊蔓延独立设置、末端设施回

归城市中心附属设置的特点[26]。专业性强的

设施采用的机械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占地面

积大、投资规模大，可以服务的市场范围也

相对较大，倾向于向郊区蔓延从而接近快速

交通网络，服务多个市场。与此同时，城市

内部的物流设施承担了将已经向外移转的供

应链延伸到城市内部的职责[27]，在空间上呈

现与其他建筑共构(co-location)的特点。物流

功能与其他建筑功能复合布置联合开发，对

于节约用地以及提高物流运输效率都有重要

作用。因此，需要有更加规范化、更加友

好、更加精细的城市末端物流设计，减少对

城市生活环境的干扰。日本的城市物流界最

近从路内停车、水平运输和垂直运输等方

面，结合时间、空间以及需求政策，提出了

城市末端物流的设计单元指引[21](见表4)。同

时，日本政策界也注重将上述政策与空间规

划结合，传导至土地区划、交通规划、街道

规划、市区重建等，推动落地实施。

55..33 研究末端供应链垂直运输环节研究末端供应链垂直运输环节

现有供应链主要关注货物水平运输，较

少关注垂直运输环节。随着商场、酒店、公

表3 四阶段法与供应链模型比较

Tab.3 Four-stage method and supply chain models

类别类别

模型原型

计算方法

运输特征

多式联运

结果特征

适用范围

四阶段法模型四阶段法模型

基于车与用地

集计模型，基于用地及经
济总量

基于出行频次

无法反映

静态，侧重货运吸引分布

城市尺度

供应链模型供应链模型

基于货物与企业

非集计模型，基于企业及其需求
活动

基于出行路径

可以刻画

动态，侧重交通流模拟

区域尺度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8-10, 24]整理。

表4 日本引导末端物流发展的设计单元指引

Tab.4 Design guidance on terminal logistics development in Japan

类别类别

空间分离

时间分离

需求抑制

末端物流对策末端物流对策

货车路内停车措施货车路内停车措施

1） 要求建筑物停车场
附设装卸空间；
2）提供微型装卸空间；
3） 公共停车场要求提
供货物装卸空间；
4）确保街道装载空间

5）货车分时停放

6）联合接收货物

水平运输水平运输

7）确保水平运输
路线，消除台阶

8）水平运输合作

垂直运输垂直运输

9） 确保垂直
运输路线安全

10）垂直运输
合作

货运车辆需求措施货运车辆需求措施

11）指定货运车辆
行驶路线；
12）货运车辆的进
货限制

13）联合收集

与末端物流相关的政策措施与末端物流相关的政策措施

城市开发建设城市开发建设

a）土地整理；
b）交通枢纽建设；
c）街道维护；
d）市区重建

地区交通措施地区交通措施

e）缓解交通拥堵；
f）改善无障碍设施；
g）改善自行车停车场
及骑行网络；
h）改善公共停车场；
i）优化购物街、购物
中心内部物流
j）促进公共交通使用

资料来源：文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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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办公等多功能的城市综合体及高层建筑

成为城市活动中心，馆内及楼宇内部物流日

趋复杂，小批量、多批次、货物温控等越来

越严格。无人机配送等空中物流也逐渐从概

念走向现实。因此，为适应更加复杂的物流

配送需求，楼宇建筑必须对物流增加更多的

设计要求。日本在综合体和超高层建筑设计

方面做出了示范，要求在货车停车位数量及

尺寸面积、专用货运电梯、交通出入口净空

及层高、转弯半径、设置装卸接收区域和散

装货物接收区等方面做出新的空间安排，从

而开展楼宇联合交付配送等具体运营措施[28]。

66 结语结语

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带动

下，供应链加速变革，正在全方位改变城市

物流体系及城市日常生活，将原本没有纳入

其中的门店及配送站等资源囊括其中，将原

本没有穿透的建筑内部以及低空领域等地理

空间层次尽收其间，大幅扩展了供应链的影

响范畴，对城市的物资品类、时空资源以及

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影响。在此

背景下，需要从供应链的视角重新理解城市

物流，从更加微观的视角建立城市供应链的

基础逻辑，理解供应链的多重尺度特征，透

视供应链与城市空间及社会的多维交互。注

意从全链路时空响应的角度关注城市供应链

的品类差异、安全效应、环境效应及社会公

平效应，也需要注重改善现有的数据调查与

模型基础，寻求以响应时间组织供应链空间

的具体路径，更新调整现有的供应链基础设

施规划及运营方法。

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供应链基础设施没有

同步变化，仍以传统货站和物流为主的基础

设施支撑智能时代日常生活，这是当前众多

城市物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29-30]。在应对

改变的过程中，将城市物流规划推向城市供

应链规划正当其时。实现这种转型，有赖于

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与多个部门协力、与企

业界沟通对接，基于供应链思维进行物流发

展的政策转译与传导。首先，在运作机制

上，要建立政府、企业与行业机构的对话机

制，制定政策行动议程；其次，界定公共行

为的边界，着重做好需要政府保障的民生类

供应链；最后，重视企业供应链活动的公共

性分析，利用市场化手段，着重与空间资

源、设施及运营结合，推动联合配送中心、

统仓共配、联合车队等运作模式，做好落地

实施保障。

注释：

Notes:

①王缉宪和肖作鹏曾经提出“供应链地理”的

概念(主要用于分析供应链活动在空间如何

组织规划)，并于2018年12月在哈尔滨工业

大学(深圳)组织召开了“供应链地理及其在

空间规划中的应用”专题研讨会。

②商务部与财政部曾经推出开展供应链体系建

设工作，但是这里的供应链更多地指涉及

供应链与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的融合发展，

也探讨了与城市流通行业的结合，但是着

墨不多。

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忠

付、同城即时物流分会秘书长万莹在 2020

年都提到：即时配送网络成为城市末端物

流最活跃的毛细血管，是城市生活不可或

缺的基础设施。

④ 2018年 4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下发《关

于警企共治创新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交通

违法治理工作的通知》，成都、深圳等多地

也制定了条例及指引规范。但是，根据深

圳市交通警察局的数据，2019 年 1—9 月，

深圳市涉及快递、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

共8.4万宗，占全市非机动车违法的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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