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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领域传统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存在两大缺陷，

不能保证停车需求总量预测结果处于现实的合理区间，且模

糊了停车泊位与车辆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克服这些缺陷，

提出了停车泊位总量约束的需求－供应预测方法，将停车需

求划分为住宅区内、工作地和访问地3类，根据机动车拥有情

况和分目的机动车出行OD进行预测，能够较为细致地预测

各类停车需求的空间分布状况。最后，将停车泊位总量约束

的需求－供应预测方法应用于《温州市停车发展专项规划》

中，证明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Abstract： Parking demand forecasting methods used in cur-

rent engineering practice suffer from two main shortcomings.

Firstly, the estimated total parking volume may not always be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Secondly, these methods do not dif-

ferentiate various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king spaces

and vehicl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 demand-supply forecast-

ing method with constrained total parking volume was pro-

posed. The method classifies parking demand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parking locations, such as residential, working, and vis-

iting areas. Different types of parking demands are then estimat-

ed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on vehicle ownership and OD trip

purposes.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Wenzhou

Parking Development Planning", which exhibits promising re-

sults in terms of providing mor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arking demands of various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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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需求是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汽车拥有量、车辆出行率

以及交通政策等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停车需求预测是城市停

车规划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确定停车场布局、规模和制定

各种停车管理政策的前提。因此，科学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是

做好停车规划的基础。

1 工程领域停车需求预测常用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交通工程师对停车需求预测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1~3]，提出了多种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并应用于实践

中。各方法依据的原理不同，要求输入的数据不同，预测精度

也各异。工程领域停车需求预测的常用方法有：

1) 用地生成率方法

通过确立不同类型的用地与停车需求生成率的关系来建立

停车需求预测模型：

pi =∑
t

ai·rt·sit， (1)

式中：pi为交通小区 i的停车需求/泊位；ai为交通小区 i单位面

积用地停车需求生成率的区域调整系数；ri为单位面积 t类用

地停车需求生成率；sit为交通小区 i的 t类用地面积(或建筑面

积)/m2。

用地生成率方法仅将用地面积或建筑面积作为停车需求的

解释变量，预测结果不能反映其他因素(如机动车水平提高、

交通管理政策的变化)对停车需求的影响。因此，仅适用于短

期停车需求预测，用于远期预测必然产生较大的误差。

2) 相关分析法

通过建立停车需求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来进行停

车需求预测：

pi =ai0+∑
n

ain·x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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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0，ain为回归系数；xin为交通小区i的第n个属性参数。

相关分析法在理论上可以考虑所有影响停车需求的变

量，但过多的解释变量必然会增加模型标定的难度。更为

重要的是，影响停车需求的各变量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

并且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协方差矩阵)会在未来发生变

化。在这种情况下，以现状数据标定的模型来进行远期预

测也会引入不容忽视的误差。

3) 机动车出行OD(Origin-Destination)预测法

基本思路是利用停车需求与交通小区车辆吸引量的关

系，计算小区车辆出行OD量，再根据高峰小时系数和车

辆停放特征，计算高峰时刻停车泊位需求量：

pi =(1-α)·Ai·β/R， (3)

式中：α为即停即离出行百分比/%；Ai为交通小区 i的车辆

出行吸引量/(次·d-1)，包括非出租客车、货车出行，进出

城客车、货车出行；β为高峰停车修正系数(机动车高峰小时

停车量与平均小时停车量的比例)；R为停车泊位周转率。

4) 交通量－停车需求方法

基本思路是任何地区的停车需求必然是到达该地区的

行驶车辆被吸引的结果，停车需求泊位数为通过该地区流

量的某一百分比：

lnpi =a0+a1·lnAi， (4)

式中：an (n =0或1)为回归系数。

两侧取指数函数形式，(4)式可重新表达为：

pi =f (Ai )=ea0·Ai
a1。 (5)

讨论以上介绍的 4种停车需求预测方法的内在联系，

可以看出：①用地生成率方法是相关分析法的特定形式，

而相关分析法中停车需求的解释变量可以更多；②如果交

通小区车辆出行吸引量计算公式为 Ai =(ai0+∑
n

ain·xin)·R/

[β·(1-α)]，则相关分析法的预测结果将与机动车出行OD

预测法预测结果相同；③机动车出行 OD 预测法和交通

量－停车需求方法都是将车辆出行吸引量作为停车需求的

解释变量，只是函数的形式不同而已。交通量－停车需求

采用更为简单的方法进行车辆出行吸引量的计算，即通过

相关区域路网的交通量进行估算，因而只在特定区域的短

期停车需求预测中才会有较高的精度。而机动车出行OD

预测法中各个系数的物理意义比较明确，也更为常用。

这 4种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均存在以下 2个重要缺陷：

首先，根据国内外城市的成功经验，城市停车总泊位与机

动车拥有量之比应为 1.15~1.25[2]。4种停车预测方法均不

能保证停车需求总量预测结果处于现实的合理区间；其

次，4 种停车需求预测方法以计算车辆出行吸引量为基

础，没有区分车辆的出行目的，从而模糊了停车泊位与车

辆之间的内在关系。由图1可以看出，停车泊位与车辆之

间存在3种不同的关系。显而易见，住宅区内的停车泊位

需求取决于私人小汽车的数量，而不是车辆停放的次数，

而访问地(即非上班出行的目的地)的情况则相反。因此，

传统方法的预测结果往往会高估住宅区内和工作地的停车

需求，而低估访问地的停车需求。这不仅导致预测的停车

总需求偏离合理区间，而且会使预测的停车需求空间分布

与客观不符。

2 需求－供应预测方法

为克服传统停车需求预测方法的缺陷，本文提出了考

虑停车泊位总量约束的需求－供应预测方法，技术路线如

图2所示。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 停车需求分为住宅区内、工作地(车辆上班出行目

的地)、访问地(车辆非上班出行目的地)3类，分别根据机

动车拥有情况和分目的机动车出行OD进行预测。

住宅区内停车需求主要为私人小汽车及出租汽车夜间

停放，需求总量与私人小汽车、出租汽车保有总量相当

(不小于保有总量的90%)，各交通小区住宅区内停车需求

根据私人小汽车数量或小区居民户数进行预测。住宅区内

停车需求属于刚性的停车需求，应该做到有其车必有其

白天长时间停放，
泊位与车辆间接
近1对1的关系。

白天短时间停放，
泊位与车辆间为 1
对多的关系。

夜间停放，泊位
与车辆间为 1
对1的关系。

上班 购物 回家

图 1 停车泊位与车辆之间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king spaces and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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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住宅区内停车位主要由住宅楼配建车位、住宅区内停

车场提供。

工作地停车需求分为上班停车需求和社会车辆夜间停

放需求两部分：①上班停车需求根据(基于家和非基于家)

私人小汽车上班出行OD进行预测，泊位周转率取值接近

1。或者根据出行方式结构和私人小汽车出行目的构成，

进行私人小汽车上班目的出行总量预测，再以各交通小区

就业人数为权重进行分摊。上班停车需求供应数量与人们

上班出行所选择的交通方式相关，如果过多地提供车位，

会吸引人们选用小汽车，从而直接导致公共交通分担率下

降以及高峰时间整个路网的效率下降。因此，上班停车需

求应根据该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道路网容量以及公共交

通的发达程度来合理确定，既做到方便群众出行又要有利

于公共交通主体地位的确立；②社会车辆夜间停放需求的

预测方法与住宅区内的预测方法类似，可根据交通小区社

会车辆数或就业岗位数进行预测。

访问地停车需求由私人小汽车(基于家或非基于家)其

他出行(即非上班出行)和社会车辆出行产生。其需求特征

为：停车需求发生在非高峰时段，且持续时间较短，泊位

周转率较高。访问地停车需求根据私人小汽车其他出行

OD和社会车辆出行OD进行预测，泊位周转率取值远大

于1。或者先进行私人小汽车其他出行总量预测(根据客运

方式结构及私人小汽车出行目的构成)和社会车辆出行总

量预测(根据社会车辆拥有量和出行率)，再以各交通小区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权重进行分摊。访问地泊位供应形式

也最为多样，既可能是独立的停车场，也可能是某建筑物

配建车场的一部分。

2) 停车泊位总量的约束条件可根据机动车拥有量计算

得到，停车泊位规划供应总量应满足这一约束。可通过调

整停车需求模型参数(如分类泊位周转率)及停车发展政策(如

分区停车供应率、停车需求管理措施等)来达到这一要求。

停车规划供应以交通发展战略和停车发展政策为指

导，通过调整各停车分区、分类供应策略(如停车供应满

足率)，使停车泊位规划供应总量处于合理的范围。

机动车拥有量

私人小汽车 摩托车 社会车辆

住宅区内停车需求 工作地停车需求 访问地停车需求

住宅区外停车需求

基于家的其他

基于家的上班

非基于家的上班

非基于家的其他

社会车
辆出行

机
动
车
出
行

区域差别化策略 区域差别化策略

优先保证 严格限制 适当调控

公共停车配建停车

停车
发展
政策

停车泊位规划供应总量

停车
泊位
总量
约束

图 2 需求－供应预测方法技术路线

Fig.2 Technical route of the demand-supply forecas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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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实例

本文提出的方法已应用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

担的《温州市停车发展专项规划》中。在 2005—2006年

进行的《温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4]中建立的较为完善

的温州市城市交通需求分析模型，为本次停车需求分析建

立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温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推荐的交通发展战略模

式为：确立公共交通的主导地位，并以优先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的建设引导都市区一体化发展。在综合交通规划提出

的战略目标下，2020年大都市区机动车将发展至150万辆

左右，私人小汽车拥有水平达到每千人 200辆，如表 1。

在此发展方案下，按照机动车在区域上的分布规律，确定

市区机动车发展规模。

根据温州市城市交通需求分析模型中的机动车出行

OD数据，采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市区停车需求－供应

预测，模型主要参数取值见表2。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

市区停车泊位总需求为 79.49万，其中，鹿城区 31.68万，

龙湾区 28.31万，瓯海区 19.51万，分别为机动车总量的

1.13~1.17倍。2020年主城区停车泊位总需求为 30.16万，

其中，住宅区内16.31万，住宅区外13.67万，其他为外来

车辆停车泊位需求，具体见图3。

停车发展政策的主要理念是通过停车供应的政策性控

制手段(停车分区、分类供应策略)，抑制过高的机动车增

长趋势，引导合理的泊位供应结构。公共停车场的供应规

模在参考国内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地块所在的停车

表 1 2020 年市区机动车发展规模

Tab.1 Motor development size in urban area in 2020

11.88

14.26

16.04

17.23

私人小汽车

小客车

客货汽车

机动车

车辆分类

46.43

58.76

66.11

69.31

17.55

23.87

26.85

27.14

鹿城区

17.20

20.64

23.22

24.94

龙湾区

注：小客车包括私人小汽车和社会车辆；客货汽车包括小客车、小货
车、大货车等；机动车包括客货汽车和摩托车。

万辆

表 2 模型主要参数取值

Tab.2 Main parameters values

住宅区内停车泊位需求与该小区私人小汽车拥有量比值

工作地上班出行吸引端停车泊位周转率

工作地社会车辆夜间停车泊位需求与社会车辆拥有量比值

访问地停车泊位周转率

参数

1

取值

1.2

1

4.5(现状为3.9)

图 3 2020 年温州市主城区停车泊位需求规模

Fig.3 Parking demand forecasting in Wenzhou downtown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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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区域位置、配建停车场的建设与发展情况，以及当

地的路网和用地条件进行规划配置。2020年温州主城区停

车泊位规划供应规模如表3，图4所示。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考虑停车泊位总量约束的需求－供应预测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停车需求预测方法的缺

陷。许多城市的停车专项规划都是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之

后进行的，城市交通需求分析模型已经建立，因此，与传

统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基础数据方面并不需要增

加额外的工作量，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在实际项目

中的运用得到了验证。

应该指出，本文提出的方法主要针对城市内部机动车

拥有、使用所产生的停车泊位需求。随着各城市对外交流

的日益频繁，有些城市(比如苏州)外来机动车停放需求在

总停车需求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停车发展

策略通常建议在城市外围地区布置相应的停车换乘系统

(P&R)，鼓励小汽车向公共交通转移，避免城市出入交通

与城市交通的相互干扰。进一步的研究应包括对于外来车

辆停放特征的研究，以便在总停车需求中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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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 年温州市主城区停车泊位规划供应规模

Fig.4 Planned parking spaces in Wenzhou downtown in 2020

配建停车泊位

公共停车泊位

图例

7444
2404

表 3 2020 年温州市主城区停车泊位规划供应总量及结构

Tab.3 Parking spaces volume and shares planning in Wenzhou downtown in 2020

路内停车

6 024

7.0

9 757

4.9

15 781

5.5

旧城

主城其他地区

主城区

区位 合计

86 055

100.0

199 119

100.0

285 174

100.0

停车位数量/泊位

泊位供应结构/%

停车位数量/泊位

泊位供应结构/%

停车位数量/泊位

泊位供应结构/%

指标 配建停车

67 983

79.0

166 264

83.5

234 247

82.2

12 048

14.0

23 098

11.6

35 145

12.3

路外公共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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