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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物流需求预测中主要采用的回归分析方法和时间序列

模型存在的缺陷，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城市物流园区规划中的需

求预测问题。对物流园区系统内部要素作用机制以及与外部经济系统

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将物流需求预测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物流供

给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两类，并探讨了这两类因素与物流需求之间的

反馈。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城市物流园区需求预测模

型，将物流需求、物流供给能力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三者的动态关系纳入

其中。指出物流需求预测不仅要考虑当前的资源情况和经济水平，还

要用动态的眼光进行系统分析。

Abstract：With respect to the shortcomings of models commonly used in

logistics demand forecasting, such a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ime series

model,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udy on demand forecasting in urban logis-

tics park planning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Through an analysis on inter-

actions of logistics park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

gistics park and external economic system,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2 types of factors to logistics demands, including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theory, the pa-

per develops an urban logistics park demand forecasting model while the

dynamic relations of logistics demands,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egion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are included.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logistics

demand forecasting not only need to consider existing resources and eco-

nomic levels, but also need to make a system analysis from a dynamic per-

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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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园区(基地)是近现代物

流业发展中出现的新型业态，截

至2008年，全国已建、在建和规

划中的物流园区(基地)约为 475

个 [1]，到 2009 年 6 月，我国物流

园区数量已达 540 个 [2]，增长

14%。围绕港口、制造业园区和

城市物流需求发展起来的物流功

能集聚区发展迅速，物流园区将

是今后物流业整合发展的主要形

式之一。随着物流园区建设速度

加快，园区规划和运营中的各种

问题也日渐凸显。据统计，由地

市、区县级政府推动建设的数量

分别占 59%和 9%[3]，园区闲置率

达到近 60%。导致这种现象的根

本原因是物流园区规划“偏离了

城市物流的实际需求” [4]，在没

有进行系统分析和需求预测的前

提下，盲目建设规模大而全的物

流园区，致使资源和设备闲置，

严重制约了物流园区的长足发展。

1 需求预测方法研究回顾

物流园区规划需要解决园区

的规模、数量、功能、布局等关

键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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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需求分析为基础。如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预测

城市物流园区的需求，使物流园区规划与经济发

展相协调，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也是现实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物流需求预测研究主要是采用定量

方法，以大量历史观测数据为主要依据，建立适

当的数学模型，推断预测目标。例如，文献[5－

7]运用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对运输物流以及区域

物流进行相关预测；文献[8－10]对基于BP神经网

络的物流预测方法进行了研究；文献[11－12]运用

移动平均模型对物流发展的规模进行了预测；文

献[13]在进行指数平滑法预测的基础上进行了物

流需求多种方法组合预测；文献[14－15]利用灰

色模型对物流园区的货流量等进行了预测。综上

所述，物流需求预测方法主要包括两类：1)运用

历史数据，将影响物流需求的因素回归分析后进

行需求预测；2)运用历史数据，采用时间序列方

法进行需求预测。

上述研究大多是在已有的区域物流或物流园

区供给能力的基础上，探讨物流需求与区域经济

要素之间的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考虑，

但忽视了物流供给能力动态增长对物流需求的反

馈影响。同时，物流园区作为一个高度非线性、

高阶次、多变量、多重反馈、复杂多变的大系

统，这种一次性预测的定量预测方法难以真正体

现物流需求复杂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

动态关系。传统的回归模型和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对于历史数据的精确性要求较高，物流业作为一

个新兴产业，相关统计数据缺失，难以满足这一

要求；再者，这些模型要求系统结构稳定，而物

流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物流需求属于衍生性需

求，物流产业系统往往极其复杂，很难构建出精

确而又稳定的定量模型。

2 城市物流园区系统分析

2.1 系统内部要素作用机制

物流园区属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内部要素

作用机制对于物流园区需求预测有重要的影响。

物流园区规划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准确预测

物流需求，进而寻找合理的投资建设模式、组织

管理体系以及盈利模式，确保物流园区建设得以

有效实施并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物流规划建设中长期存在着“重增量建

设，轻存量资源的整合与优化”[16]，一方面缺乏

对现有物流资源的整合，热衷于新建；另一方

面，缺乏对物流需求的预测，盲目规划，盲目模

仿，最终导致设施大量闲置，造成资源严重浪

费。针对这些问题，从物流园区系统特性出发，

提出系统两个重要的构成要素：物流园区能力要

素和物流园区需求要素(见表1)。物流园区能力是

指物流园区供给主体向物流需求方提供物流服务

的能力，是由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

力，从宏观角度看，这一要素包括物流园区的规

模能力、园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物流通讯网络

性能、园区的交通通达性能以及园区内部物流运

作效率等。园区物流需求主要是指在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物流社会化程度以及物流供给能力的影

响下，所能吸引的物流需求总量，包括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物流需求要素。

物流园区系统中的能力要素和需求要素是相

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物流需求对

物流供给提出要求，必须通过各种要素的整合与

新建来提高物流园区的能力，满足当地物流需

求；另一方面，物流园区能力的提高，又能吸引

更多潜在的物流需求，进而带来需求量的增长。

同时，物流能力不是静态的，而是在规模能力和

结构能力方面呈现动态性特征。所以，将物流园

区体系分为能力要素和需求要素，不仅能综合反

映出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还能反映能力提

高与需求增长的动态性特征，进而对物流园区需

求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再者，综合考虑这两种

要素，也是从供需平衡的角度合理规划园区规模

和运作模式，进而确保物流园区良性发展。

二级指标

基础设施能力

交通通达性能

物流运作效率

第一产业物流需求

第二产业物流需求

第三产业物流需求

物流园区
需求要素

物流园区
能力要素

一级指标

物流园
区系统

指标

表 1 物流园区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Tab.1 Logistics park system and the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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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外部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机制

物流园区的规划建设以及运营管理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求预测受到物流园区与外部经济系统

相互作用机制的影响。物流园区作为现代物流业

一种先进的发展经营、组织和管理模式，一方面

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具有资源

整合、系统优化和经济集聚效应等功能，对提高

物流的组织化水平和集约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物流园区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1)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物流园区能力水平和物

流需求水平。

一方面，区域对物流园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

度、物流园区发展模式的战略定位以及对区域物

流运作水平的要求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物流园

区供给能力水平；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层次和结构制约着物流园区的物流需求，如

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就无法释放出足够的

物流需求，也无法促进区域物流的持续发展。同

时，区域产业结构的比重也是制约物流需求的重

要因素，如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农业是其

产业结构中的主体，物流需求主要体现为第二产

业释放的物流需求。

2) 物流园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集约

效应、规模效应和极化效应。

物流园区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

“增长极”作用，不仅在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和成本

的规模效应上产生重要影响，还使得各种生产要

素向园区中心聚集，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带

动区域产业区位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物流

园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反馈作用不仅带来经济

发展，也吸引了更多潜在的物流需求，因此，园

区的反馈作用对物流需求预测产生重要影响。

3 需求预测影响因素

1) 物流园区能力。

物流园区供给能力对于需求预测的影响见图

1。园区规模主要是指园区物流服务供给能力，即

运输、仓储、通讯能力。园区规模的确定需要对

物流需求进行预测，同时，物流成本和物流社会

化程度也会对物流需求产生重要影响。物流运作

水平主要包括服务水平、管理水平及技术水平，

它不仅影响物流服务质量，还会对物流需求范围

产生重大影响，是影响或引发物流需求的重要因

素。交通通达性主要受到园区区位和周围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是制约物流需求的另一重要

因素。

2) 区域经济系统。

区域经济系统对物流园区需求预测的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区域总体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

及分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外贸进出口总

额、工业总产值、居民消费水平、物流社会化程

度等，对需求预测的影响见图2。系统对园区需求

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经济总

量影响物流需求总量，产业结构影响物流需求结

构；二是通过投资提高物流能力，进而对物流需

求产生吸附作用，提高物流园区的需求量。

3) 物流园区需求量的综合影响因素。

将影响物流园区需求的区域经济总量、物流

基础设施投资、物流社会化程度以及区域的开放

程度纳入系统综合考虑，得到物流园区需求预测

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见图3。这些因素主要来源

于两个方面，一是物流园区的能力供给，二是区

域经济系统。园区物流能力的提高，会满足园区

更多物流需求，减小能力短缺，还会提高社会开

放程度和物流社会化程度，降低物流成本，进而

带来更多的物流需求，同时，物流需求的增长，

又会对园区物流规模或园区物流供给能力提出新

的要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物流基础设施

园区物流短缺
园区投资

物流园区
供给能力

交通通达性

园区规模

物流成本 物流社会
化程度物流园区

运作效率

园区物流需求量

图 1 物流园区供给能力与物流需求的反馈

Fig.1 Interaction between logistics capacity and deman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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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水平和力度，而这些投资最终将转化为物

流园区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更是物流园区内物

流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

4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 SD)作为研究

系统反馈结构与行为的一门学科，对于数据的精

确性和模型的精准度要求较低，非常适合于缺乏

数据资料的政策模拟研究。用系统动力学研究物

流园区需求预测问题，将定性分析在结构分析方

面的优势和定量分析的精确性相统一，能动态模

拟物流园区系统，对园区物流需求进行较为准确

的预测。

物流园区需求预测系统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子

系统(包括当地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贸易及消费

水平，物流市场社会化程度)和物流园区能力子系

统(包括物流园区规模能力、物流园区运作效率能

力、交通通达能力)的影响。综合图 3及这些子系

统，可以得到物流园区需求预测的系统动力学模

型，见图4。

在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中，区域GDP增长不

仅来源于自身的稳定增长，还会受到物流园区规

模的影响。物流园区的集聚效应带来社会投资的

增长，通过资本的贡献率，即可求解物流园区能

力增长对区域GDP的贡献量。在物流园区能力子

系统中，物流园区能力主要受到运作效率、交通

通达性和园区规模的影响。而交通通达性和园区

规模又会受到区域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因

此交通通达能力和园区规模成为水平变量。在考

虑物流园区规模的时候又受到土地价格、环境成

本以及其他成本的影响。在物流园区需求子系统

中，综合考虑了物流园区供给能力、区域开放程

度以及物流社会化程度对物流需求系数的影响，

在区域GDP的决定性作用下求解得到园区物流需

求量。

5 结语

园区物流需求不仅受区域经济的制约，还受

园区物流能力的影响。物流需求预测不仅要考虑

当前的资源情况和经济水平，还要从动态的角度

进行系统分析。在物流园区规划的过程中，要遵

循以需求决定物流园区规模的原则。如果忽视物

流需求的预测而盲目地兴建物流园区，或者扩大

园区规模，都将造成园区物流的供需失衡、资源

浪费。其次要用动态的眼光进行规划，使园区物

流能力与物流需求达到动态平衡。需求预测不仅

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虑园区建成后

对需求的吸引作用，因此，在规划中要经过多次

模拟，对需求进行较为长远的预测，从而确定适

宜的物流园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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