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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优化居民出行方

式，有必要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协调问题。以

深圳市为例，应用多元Logit模型(MNL模型)，纳入城市土

地利用变量与出行者的家庭、社会、经济等变量，分析其对

居民工作与非工作出行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行

起点的城市区位是影响居民出行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相

对于组团中心和非中心区的出行者，城市中心和城市副中

心的出行者选择公共交通的可能性更高。同时，还从城市

规划和设计角度，对优化居民出行方式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Abstract： To alleviate increasingly worsening urban trans-

portation problems and promote optimal travel mode, it is nec-

essar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Taking Shenzhe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velops a multinomial logit (MNL) model using

land use and travelers’household,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

butes as variable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se variables

on commuting and non-commuting travel mode choice.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cation of origin is an impor-

tant factor in choosing travel mode. Comparing travelers from

centers of communities and from suburbs, it is clear that

trip-makers in urban centers and sub-centers are more likely

to travel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optimal travel modes through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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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的

城镇化水平和机动化水平不断提高。1985年

至今，城镇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分别增长了1.5

倍和2.9倍，而私人汽车拥有量以年均23.5%

的速度增加[1]。尽管通过协调城市土地利用

和交通系统关系来促进公共交通发展已成为

业内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城市土地利用

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国

内对于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的互动机理，尤

其是土地利用与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互动机

理，多侧重定性分析，定量研究相对薄弱[2]。

此外，以公共交通发展为导向的土地利用规

划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城市的综合

交通规划仍然以满足个体机动化交通为导

向，导致公交出行分担率不断下降。

大量研究和国内外实践证明，仅从优化

公共交通系统、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着手，

并不足以扭转公共交通在与小汽车交通竞争

中的劣势。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谋求通

过整合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来优化交通

结构、促进公共交通使用。

欧美学者就城市土地利用与居民出行方

式的关系研究表明：土地利用紧凑、混合度

高以及鼓励公共交通和步行的城市设计能显

著改变居民的出行方式[5–9]。不少学者认为，

城市形态中的3D要素即“密度(Density)、土

地功能混合(Diversity)、人性化的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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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是影响居民出行行为的重要因素，改变

土地利用特征或可成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

途径[10–15]。

国内关于土地利用与出行行为关系的研究大

致可分为两类：1)利用出行行为调查指导空间布

局，如在总出行时长最小前提下求解城市土地利

用优化模型[16]；通过分析消费者行为特征，寻求

商业空间规划评价依据 [17]。2)分析土地利用对居

民出行方式的影响。文献[18]分析了20世纪80年

代以来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出行特征，指出导致

公交出行分担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交通和土地利

用缺乏有效配合。文献[19]分析了广州的居住、

就业空间特征及其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认为

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的外移以及城市的多中心

化，促使居民出行空间趋向均衡。文献[20]以上

海市 4个社区为例研究了街区设计对交通行为的

影响。另外，还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影响交通行为

的非空间因素(收入、交通成本等)[21–22]。

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应用多元 Logit 模型

(MNL 模型)进行分析，纳入城市土地利用变量

与出行者的家庭、社会、经济等变量，从工作出

行和非工作出行两方面探索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

择的因素，探讨城市土地利用如何影响居民的出

行方式选择，以期为城市规划、设计以及交通规

划提供依据。

2 模型数据准备

2.1 研究区域

深圳市总面积 1 953 km2，由 6 个行政区组

成，在发展过程中已基本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城

市格局。根据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将建成区大致

分为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组团中心、非

城市中心区四类，见图1。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委员会提供的2005年人口分布数据，这四类

建成区平均居住人口密度分别为 68 238人·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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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圳市城市区位类型与人口密度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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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30人·km-2、35 533人·km-2和 18 500人·km-2，

并具有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特征。

2.2 数据采集

模型主要采用下述两组数据：2005年针对本

项研究进行的深圳市居民出行抽样调查数据和

2005年深圳市土地利用GIS数据。

抽样调查主要收集私人小汽车、公共汽车和

地铁三种机动化出行方式的相关数据，通过对出

行者进行随机访谈完成。调查数据包括受访者的

年龄、性别、家庭类型、家庭收入、是否拥有私

人小汽车、是否有意愿长住深圳、受访者的父母

是否资助其买车等，并将家庭类型分为单身、已

婚且双职工无孩、已婚有孩或有其他同住的家庭

成员(例如父母)三类。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3 075

份，其中 2 056份为工作出行，1 019份为非工作

出行，见表1。

第二组数据是对出行起点的土地利用类型进

行描述。城市中心区土地利用密度和土地利用混

合度最高，道路网密集、步行系统好，有利于居

民使用公共交通。城市副中心、组团中心、非城

市中心区的土地利用密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依次

降低，道路网密度、步行系统及其舒适性等城市

设计要素对公共交通的支撑依次减弱。应用GIS

软件定位每个出行样本的出行起点，这些点分别

落在四类区域中。通过这种方式，将居民出行调

查数据与土地利用特征建立关联关系，通过统计

分析研究土地利用是否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

2.3 描述性统计

表2和表3分别是工作出行和非工作出行的描

述性统计。拥有私人小汽车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

1/3的人会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收入较高、年龄

较大、已婚有孩的居民和计划长期定居深圳的居

民选择使用私人小汽车的比例较高。

3 模型分析

利用MNL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进行分析，前

者考虑出行时间和出行者个人属性(见表 2和表 3)

82

私人小汽车

公共汽车

地铁

合计

出行方式

574

1 017

465

2 056

样本数
出行分担率/

%

28

49

23

100

16.25

6.61

8.31

家庭年均收入/
万元

平均年龄/
岁

38.9

27.8

29.0

样本数

371

383

265

1 019

出行分担率/
%

36

38

26

100

家庭年均收入/
万元

14.96

5.96

8.22

平均年龄/
岁

49.5

30.1

29.4

工作出行 非工作出行

表 1 调查样本构成

Tab.1 Survey samples

私人小汽车拥有率(1=有车，0=无车)

性别(1=男性，0=女性)

单身(1=是，0=否)

是否已婚且双职工无孩(1=是，0=否)

是否已婚有孩或其他家庭成员(1=是，0=否)

是否打算常住深圳(1=是，0=否)

是否父母资助买车(1=是，0=否)

变量
私人小汽车

74

61

4

34

61

90

16

公共汽车

27

57

20

68

12

55

14

地铁

30

58

26

52

22

51

12

回答为“1”的百分比/%

表 2 工作出行的描述性统计

Tab.2 Statistics on commuting 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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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出行方式选择；后者在基本模型基础

上，纳入城市土地利用变量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特

征是否影响出行方式选择。两个模型都以私人小

汽车出行为参照对象，观察出行者选择其他出行

方式(公共汽车或地铁)的可能性。假设Y表示因变

量，X为自变量，β为X的系数，P为选择某种出

行方式的概率，模型可表述为

Y = ln(P公共汽车(地铁)/P私人小汽车) = β公共汽车(地铁)X.

利用调查数据，得到工作出行和非工作出行

的MNL模型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4和表 5，模型

系数表示相对于私人小汽车，出行者选择公共汽

车或地铁的可能性，正数表示可能性较高，负数

表示可能性较低。

针对工作出行的MNL基本模型显示，时耗是

除性别外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其次是

出行者的社会经济属性，这与描述性统计的结论

类似。另外，父母资助子女买车显著增加了使用

私人小汽车的可能性。

针对工作出行的MNL扩展模型显示，加入城

市土地利用特征变量后，基本模型的所有变量系

83

私人小汽车拥有率(1=有车，0=无车)

性别(1=男性，0=女性)

单身(1=是，0=否)

是否已婚且双职工无孩(1=是，0=否)

是否已婚有孩或其他家庭成员(1=是，0=否)

是否打算常住深圳(1=是，0=否)

是否父母资助买车(1=是，0=否)

变量
私人小汽车

82

72

4

18

78

97

13

公共汽车

29

53

30

49

21

58

16

地铁

28

51

24

63

13

63

9

回答为“1”的百分比/%

表 3 非工作出行的描述性统计

Tab.3 Statistics on non-commuting trips

搭乘公共汽车或地铁与开车的时耗差别①

收入①

私人小汽车拥有率(参照值是无车)①

年龄①

性别(参照值是女性)

家庭类型：单身(参照值)

家庭类型：已婚双职工无孩

家庭类型：已婚有孩或有其他家庭成员①

是否计划在深圳常住

是否获得父母资助买车①

出行起点：城市中心(参照值)

出行起点：城市副中心①

出行起点：城市组团中心①

出行起点：非城市中心区①

常数①

变量
Coef. (Std. Err.)

–0.046 (0.012)

–0.174 (0.015)

–1.125 (0.113)

–0.066 (0.012)

–0.011 (0.206)

–0.543 (0.473)

–1.053 (0.270)

–0.614 (0.251)③

–0.110 (0.026)

7.331 (0.673)

基本模型—
公共汽车

Coef. (Std. Err.)

–0.022 (0.008)

–0.064 (0.013)

–1.185 (0.139)

–0.056 (0.014)

–0.048 (0.211)

–0.918 (0.472)②

–1.306 (0.271)

–0.396 (0.254)

–0.007 (0.026)

6.129 (0.667)

基本模型—
地铁

Coef. (Std. Err.)

–0.018 (0.004)

–0.099 (0.011)

–1.423 (0.118)

–0.059 (0.012)

–0.030 (0.223)

–0.609 (0.403)

–1.479 (0.257)

–0.422 (0.280)

–0.010 (0.029)

–0.259 (0.027)

–1.111 (0.039)

–2.164 (0.155)

2.908 (0.421)

扩展模型—
地铁

–0.055 (0.008)

–0.185 (0.010)

–1.164 (0.109)

–0.066 (0.012)

–0.010 (0.210)

–0.566 (0.423)

–1.238 (0.256)

–0.458 (0.320)

–0.267 (0.031)

–0.214 (0.034)

–0.768 (0.047)

–1.863 (0.137)

2.698 (0.645)

Coef. (Std. Err.)

扩展模型—
公共汽车

表 4 工作出行 MNL 模型(以私人小汽车出行为参照标准)

Tab.4 MNL model for commuting trip (taking private car trip as reference)

①显著性值在 0.01范围内；②显著性值在 0.10范围内；③显著性值在 0.05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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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都保持原有的正负特征，且统计的显著性也

没有明显变化，但常数值减小较多。这说明城市

土地利用特征因素增加了模型对出行方式选择的

解释能力。从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

看，随着出行起点从城市中心过渡到非城市中心

区，出行者选择使用公共汽车和地铁的可能性逐

步降低。例如，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城市副中

心的出行者使用私人小汽车的可能性是使用公共

汽车的1.24倍(1/exp(–0.214))，而对于非城市中心

区的出行者，该数值会提升至 6.44 倍 (1/ exp(–

1.863))。这说明在人口密度大、土地利用混合程

度高、城市活动多的区域通常有一系列更方便的

因素促使人们选择公共汽车。显然，扩展模型在

统计意义上比基本模型更有优势，说明扩展模型

能更准确地解释居民在工作出行时选择某种交通

方式的原因。

与工作出行基本模型相比，在非工作出行基

本模型中，绝大多数自变量的正负特征维持不

变；使用公共交通出行耗时越高、收入越高、年

龄越大以及家庭成员越多的受访者，非工作出行

时越少乘坐公共交通。成员多的家庭更倾向于使

用私人小汽车，主要原因可能是出行方便、集体

出行成本较低。另外，拥有私人小汽车、计划长

住深圳以及能够获得父母资助买车，都增加了非

工作出行使用私人小汽车的可能性。

非工作出行的扩展模型与工作出行相似，当

模型包括了出行起点的城市区位信息后，模型的

总体解释能力提升，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同样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出行方式选择。

比较上述两类出行及两种模型，可得到以下

结论：非工作出行中，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之间

的常数项变化比工作出行小很多，这说明城市土

地利用特征对工作出行的影响程度更高。主要原

因可能是非高峰时段，道路容量并不足以对居民

出行行为形成制约，土地利用对出行方式选择的

影响降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居民一旦

拥有私人小汽车，工作出行时选择私人小汽车比

乘坐公共汽车、地铁的可能性高 3倍左右，非工

作出行时高8~10倍。

4 结论

1) 私人小汽车与公共交通的出行时耗相差越

大，出行者越倾向于使用私人小汽车。因此，提

84

搭乘公共汽车或地铁与开车的时耗差别①

收入

私人小汽车拥有率(参照值是无车)①

年龄①

性别(参照值是女性)

家庭类型：单身(参照值)

家庭类型：已婚双职工无孩

家庭类型：已婚有孩或有其他家庭成员①

是否计划在深圳常住③

是否获得父母资助买车

出行起点: 城市中心(参照值)

出行起点: 城市副中心①

出行起点: 城市组团中心①

出行起点: 非城市中心区①

常数①

变量
Coef. (Std. Err.)

–0.032 (0.007)

–0.208 (0.032) ①

–2.091 (0.229)

–0.048 (0.014)

0.232 (0.234)

–0.049 (0.212)

–1.655 (0.343)

–0.554 (0.286)

–0.565 (0.312)

5.245 (0.709)

基本模型—
公共汽车

Coef. (Std. Err.)

–0.022 (0.008)

–0.039 (0.016)②

–2.336 (0.229)

–0.050 (0.015)

–0.106 (0.232)

–0.205 (0.423)

–2.176 (0.337)

–0.509 (0.286)

–0.473 (0.291)

4.691 (0.692)

基本模型—
地铁

Coef. (Std. Err.)

–0.016 (0.005)

–0.043 (0.018) ②

–2.677 (0.222)

–0.045 (0.013)

–0.110 (0.215)

–0.274 (0.486)

–2.330 (0.368)

–0.519 (0.256)

–0.479 (0.315)

–0.169 (0.019)

–0.906 (0.028)

–1.741 (0.170)

3.639 (0.520)

扩展模型—
地铁

–0.049 (0.007)

–0.214 (0.033) ①

–2.136 (0.256)

–0.049 (0.012)

0.225 (0.270)

–0.036 (0.189)

–1.631 (0.333)

–0.634 (0.232)

–0.423 (0.336)

–0.308 (0.030)

–0.858 (0.044)

–1.732 (0.211)

3.773 (0.730)

Coef. (Std. Err.)

扩展模型—
公共汽车

表 5 非工作出行 MNL 模型（以私人小汽车出行为参照标准)

Tab.5 MNL model for non-commuting trip (taking private car trip as reference)

①显著性值在 0.01范围内；②显著性值在 0.05范围内；③显著性值在 0.10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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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效率可促使居民乘坐公共交

通。收入较低、无车、年龄较小、无子女、没有

计划在深圳长住或在买车问题上无法得到父母资

助的出行者会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2) 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对居民出行行为有较显

著的影响。在公共交通出行与小汽车出行时耗相

同的条件下，城市中心和城市副中心的出行者比

城市组团中心和非城市中心区的出行者更愿意选

择公共交通。这说明较高建筑密度、多样的土地

利用、有利于公交出行的城市设计等能够引导出

行者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

总的来说，出行时间、城市土地利用特征、

居民的个人属性会对出行方式选择产生影响。此

外，与居民收入水平匹配的小汽车限制政策也会

影响出行方式选择，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宏观层面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

网络，将轨道交通与沿线土地利用协调作为规划

的主要目标，使轨道交通线路与城市发展轴紧密

结合，形成由公共交通系统联系的多个高密度中

心，吸引就业和居住。

2) 针对紧凑开发区位，设置合理的土地开发

强度阈值作为土地开发强度的下限标准，以提高

土地使用效率。注重建筑类型的合理搭配，形成

居住、商业、行政、娱乐活动等功能相混合的用

地形态。

3) 合理加密、优化各等级路网，重视与轨道

交通衔接的支线公共汽车及非机动交通系统设

计，缩短公共交通出行时间，同时采取适当措施

提高小汽车使用成本，逐步扭转公共交通与小汽

车的竞争劣势，让居民更愿意使用公共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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