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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挖掘和分析居民出行调查的历史数据库，归

纳城市交通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城

市交通的发展全貌。通过对比上海市五次居民出行

调查的成果，从出行强度、出行结构、出行分布等方面

揭示改革开放 30年来上海市居民出行特征的演变，

反映出用地拓展、机动化发展给城市居民出行行为带

来的变化以及对城市交通产生的影响。在相应研究

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上海交通发展的基本走向做出

了判断。

Abstract： Analyzing present and historical residents’

commuting data from the travel survey is very impor-

t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

ment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By comparing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fifth resident

travel survey with the four previous surveys in Shang-

hai,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nge of residents’

commut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30 years in sever-

al aspects: travel demand, travel mode share, trip distri-

bution, and etc. The comparison shows the impact of

urban sprawl and motorization on travel behavior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alysis,

the paper outlines the future transportation develop-

men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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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行调查是了解居民出行特征最基本的

调查，也是建立交通预测模型的重要数据来源。

通过调查，可以为政府制定交通发展战略、提供

交通设施服务、出台各类相关管理政策等提供定

量依据，使交通决策更加科学。居民出行调查起

源于美国，至今已有 60多年的历史。1944年美国

《联邦资助公路法案》颁布后，可用于道路设施规

划的居民出行信息缺乏，且没有可用于提供所需

数据的综合调查方法。由此提出了居民起讫点调

查(home-interview origin-destination)方法，即最早

的居民出行调查。同年，美国公共道路局(美国联

邦公路管理局的前身)首先颁布了家访交通调查程

序手册，从这一年起，该调查方法逐渐被多个国

家和城市应用，成为国际通用的交通调查模式。

如今，许多城市已形成了定期进行居民出行调查

的机制，在城市交通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上海市五次居民出行调查的基本情况

上海市自 1981年开展第一次居民出行调查以

来，至今已进行过五次全市性的调查(见表 1[1–5])。

这五次调查获得的数据成果，在上海市城市交通

规划、建设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

用，上海也成为国内拥有交通调查数据最丰富、

历史调查数据延续性最完备的城市。其中，第五

次居民出行调查在 2009年 9月实施，经过一年左

右的数据处理和校验，已在近期发布了相关成果。

第五次调查的样本覆盖了全市所有区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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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历次调查相比，郊区(尤其是郊区新城)的抽

样比例显著提高，样本分布在空间上更加均匀。

调查内容方面，为确保历次数据的可比性，主要

指标的选取基本保持延续，同时指标定义严格保

持一致，例如对“一次出行”的定义，自1986年

以后严格规定为单程400 m以上或步行时间5 min

以上，利用城市市政设施(城市道路与公路、公共

交通设施等)实现某一主要目的的单向出行活动。

此外，为了反映时代变化特征和满足交通模型技

术开发需要，对部分指标进行了改进。例如，为

了反映小客车在家庭中的使用特征，将原交通方

式中的小客车方式分解为驾驶小客车和乘坐小客

车两项；再如，为了更好地反映出行链的活动特

征，增加了轨道交通方式出行中轨道交通车站起

讫点及前后交通接驳情况的调查内容，同时增加

了有关世博参观意愿的调查内容等。

2 居民出行的主要特征

2.1 出行强度

出行率(出行强度)是指城市居民人均一日出

行次数，从总体上反映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各

项活动的出行需求强度，是决定城市交通需求总

量的重要参数。根据第五次居民出行调查结果，

全市常住人口出行率从 2004 年的 2.21 次提高到

2009年的 2.23次，其中中心城(外环以内)常住人

口出行率从 2.36次提高到 2.37次，相应地，常住

人口日均出行量达到4 200万人次。

2.2 出行结构

按照不同出行方式的出行量进行统计是计算

出行结构的常用方法，量化统计单位为“人次”。

出行方式是指出行者完成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交通

方式，当一次出行使用一种以上交通方式时，按

照交通方式的优先级认定该次出行的出行方式。

出行结构受各种交通方式的特性、服务水平，城

市形态和用地布局，交通管理政策等因素影响，

是反映城市交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调查结果(见图1)显示，与2004年相比，2009

年全市电 (助)动车出行比例提高 9.9%，达到

15.2%；个体机动方式(主要包括小客车、各类大

客车、摩托车)提高 2.2%，达到 20%；公共交通

(包括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和轮渡)

增长相对较慢，提高0.6%，2009年全市公共交通

出行比例为 25.2%；全市机动方式(包含公共交通

和个体机动方式)出行比例由2004年的42.4%提高

至 2009年的 45.2%。中心城人员全方式出行结构

变化见图2。

年份

1981

1986

1995

2004

2009

调查范围/km2

230(市区)

6 180(市域)

6 340(市域)

6 340(市域)

6 340(市域)

常住人口/万人

627

1 232

1 415

1 710

1 888

调查人数/万人

21

24

13

9

15

抽样率/%

3

2

1

0.5

0.8

表 1 上海市五次居民出行调查情况

Tab.1 The fifth resident travel survey in Shanghai

100806040200
比例/%

2009

2004

1995

公共交通 个体机动 电(助)动车 自行车 步行

25.2

24.6

20.0

20.0

17.8

7.9 3.0 38.7

5.3

15.2

25.0

13.5 26.2

27.3

30.4

图 1 1995，2004 和 2009 年全市人员全方式出行结构

Fig.1 Travel mode share in 1995, 2004 an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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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行采用何种交通方式与出行目的有很

大关系。基于家的上下班、就学等通勤出行对于

机动化方式尤其是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更高，中

心城通勤出行中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约为

42.0%，见图3。以娱乐、购物、生活等为目的的

非通勤出行则以非机动交通(包含电(助)动车、自

行车和步行)方式为主，中心城非通勤出行的非机

动交通方式出行比例约为53.2%。

2.3 出行分布

按内环内(中心区)浦西、浦东，内外环间(外

围区)浦西、浦东，近郊区，远郊区将上海市域划

分为六大交通地带，见图 4。与 2004 年相比，

2009年内环内人员出行量增长了4%，内外环间增

长了 12%，近郊区增长了 16%，而远郊区则增长

了 9%。各交通地带之间的出行需求也增长迅速，

在城市用地空间不断扩展、人口向外迁移过程

中，中心区与外围区、中心城与郊区之间的交通

联系日益紧密。与2004年相比，2009年进出中心

区和中心城的日均出行量分别增长了 11%和

21%，中心城越江出行量增长了11%。

3 交通发展特征分析与研究

在第五次居民出行调查成果的基础上，结合

历史调查数据，可以掌握上海市最新的交通发展

特征及基本走向，同时也可以判断未来的交通发

展趋势。

3.1 城市用地拓展模式导致居民通勤距离和

出行时耗增加

根据最新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010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 300万人，远超城市总

体规划预测的2020年的人口规模。在人口快速增

长的同时，城市用地规模也出现快速增长。根据

航空遥感用地信息分析，2003—2008年全市城市

建设用地已由1 505 km2拓展到2 288 km2，增幅超

过 50%，其中 35%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分布在近

郊区。

城市用地的拓展伴随着人口分布的变化。

2003—2008 年内环以内的常住人口逐步向外疏

解，见图5，内外环间常住人口持续增长，中心城

较2003年增加35万人，而近郊区、远郊区则分别

新增常住人口80万人和61万人，近郊区已成为吸

纳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地带。

然而，在人口向外疏解的同时，就业岗位却

没有同步外移，相反，还有向心集聚的趋势，导

致进出中心城的交通联系增长十分迅速。2009年

日均约379万人次进出中心城(见图4)，较2004年

增长21%。

100806040200
比例/%

2009

2004

公共交通 个体机动 电(助)动车 自行车 步行

34.6

34.3

19.5

14.1 4.4

9.5

18.3

10.0 26.4

28.9

年
份

图 2 2004 和 2009 年中心城人员全方式出行结构

Fig.2 Travel mode share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Shanghai in 2004 and 2009

100806040200
比例/%

非通勤出行

通勤出行

公共交通 个体机动 电(助)动车 自行车 步行

28.0

42.0

18.7

20.4 12.7

6.7

12.4

7.9 38.6

12.4出
行
类
别

图 3 2009 年中心城人员通勤、非通勤出行结构

Fig.3 Travel mode share in central district of Shanghai by commuting trips and non-commuting trips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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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环内浦西苏州河以南区域加浦东内环—

杨高南路—源深路—黄浦江围合的区域(59 km2)为

例，常住人口从2003年的240万人降至2008年的

200万人，而就业岗位则从 199万个提高到 202万

个，岗位人口比由 0.8提高到 1.0；相应的建筑密

度增长了 24%，其中公共建筑等非居住用地比例

提高到 60%。城市核心区的交通负荷非但没有下

降，反而使向心交通压力进一步增强。调查发

现，工作日早高峰(8:00—9:00)经轨道交通进出中

心区的客流之比为2.4，全网约20%的断面客流满

载率大于 1，主要分布在进入中心区方向，见图

6，而放射性快速路进入中心区方向平均行程车速

不足 24 km·h-1，处于拥堵运行状态，相反方向则

较畅通，平均行程车速达到43 km·h-1。

居住与就业岗位的进一步分离，导致居民通

勤出行距离和出行时耗不断增加，见图7。岗位在

中心城的人员平均通勤出行距离由 2004年的 11.3

km·次-1延长到 2009年 12 km·次-1，平均出行时耗

也相应增加。

上述一系列调查结果说明，城市布局调整只

有同步协调人口、就业岗位和配套功能，才能从

源头上缓解向心交通压力，从而减少交通拥堵的

发生。
图 4 人员出行空间分布

Fig.4 Travel spatial distribution

浦西内环内
浦东内环内
浦西内环外
浦东内环外
近郊区
远郊区

2009年

2004年

出行量/万人次·d-1

17816610581

562
598

1 198
1 244

1 366

1 525

739

859
833

913

2745
3851

123143

图 5 全市常住人口增长分布情况(2003—2008 年)

Fig.5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 population from 2003 to 2008

>40%
>30%~40%
>20%~30%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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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

常住人口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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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轨道交通、小客车发展带动出行方式日

趋机动化

分析历次的交通调查数据，对于出行方式结

构的变化可归纳出三个特点。

1) 当前依然处于非机动交通方式向机动交通

方式转化阶段。

对比1995年、2004年、2009年的调查结果可

以看到，自行车出行比例大幅下降，且主要转向

了电(助)动车(以往通常把电(助)动车归类为非机

动车，但从实际使用效果上，更加接近机动车特

性)、个体机动交通和公共交通等机动化方式。其

中，转向电(助)动车的趋势最为明显。若将 2004

年的各方式出行量以 1作为基数，则 2009年的出

行总量是2004年的1.1倍，而电(助)动车的出行量

则达到了2004年的2.76倍，见图8。

2) 以轨道交通方式为核心的组合出行日趋

增多。

多方式组合出行量(不计步行)已由 2004年的

45万人次·d-1增至2009年的近122万人次·d-1(2010

年已达162万人次·d-1)。在各种组合方式出行构成

中，随着轨道交通网络规模的扩大，组合类型更

多地转向以轨道交通方式为主，见图9。

3) 以客运周转量结构来分析，机动化趋势更

加凸显。

客运周转量结构不同于以人次为单位的出行

方式结构(出行人次结构)，它是以人公里为单位

(出行人公里结构)。当以客运周转量结构进行计

算时，机动交通方式的出行比例增长幅度更大。

对比2004年和2009年的数据，全市机动交通方式

(不含电(助)动车)出行人次结构从 42%增至 45%，

出行人公里结构则从69%增至79%；若包含电(助)

动车，则前者从 48%增至 60%，后者从 75%增至

90%。2009年全市客运周转量结构与出行方式结

构比较见图10。

13 947

23 300
2号线

6 378

13 4759号线

8 746

37 894

1号线
4 221

17 438

3号线

17 801

21 037
2号线

单位：人次·h-1

时间：8:00—9:00

中心区

a 轨道交通

延安高架 中心区36.3

21.6

沪闵高架

48.8

22.4
沪南路

14.9

20.1

南北高架
63.6

17.7

41.5
44.8

单位：km·h-1

时间：8:00—9:00

b 主要道路

图 6 2009 年工作日早高峰进出中心区的轨道交通断面客流及主要道路行程车速

Fig.6 Weekday rail transit passenger volume entering/departing the city central area
and vehicle operating speed during morning peak hour in 2009

逸仙高架

5

13

53

74
87 93累计分布/%

<100

<20 <40 <60 <80

出行时间/min

图 7 2009 年中心城就业人员通勤出行时耗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travel time
in the city central area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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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23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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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客运量 小客车出行量
电(助)动车出行量 出行总量

图 8 各种出行方式的增长关系

Fig.8 Growth of different travel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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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出行人次结构，还是出行人公里结

构，以小客车为主的个体机动交通的发展明显快

于公共交通。而对于上海市中心城来说，交通资

源的增长空间已经很小，难以承受小客车的快速

增长需求。因此，如何提高公共交通的竞争优

势，使“公交优先”转变为“公交优胜”，将是上

海市今后交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3.3 上海市交通发展基本走向判断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经历了

2010年世博会的考验后，上海交通面临着新的挑

战和机遇，研究和判断上海市未来交通发展趋

势，无论对上海市综合交通“十二五”发展目标

的确定，还是更长远的交通发展战略的制定，都

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历次调查尤其是第五次居民

出行调查的数据分析，对“十二五”末上海市交

通发展趋势做出以下几点判断：

1) 居民出行需求会继续随人口规模扩大和经

济活动增多而持续增长，个性化需求将日益强

烈。尽管人口老龄化对人均出行率的增长会有反

作用，但预计未来 5年全市人员日均出行总量的

增长幅度仍将略高于人口增长幅度。其中，上

班、上学等通勤出行量随人口、岗位规模的扩大

呈刚性增长，而购物、娱乐和业务等非通勤出行

量随经济活动增多则呈现更快的增长，非通勤出

行比例将逐渐高于通勤出行比例。

2) 出行分布随城市发展继续向外扩展、出行

距离延长，将进一步刺激机动化水平提高。随着

郊区新城以及近郊区大量保障型住房的建设，人

口向城市外围集聚将加快，尤其是近郊区人口导

入更快。因此，全市各交通地带内部的人员出行

量中，近郊区将增长最快，出行需求分布逐步向

郊区扩散。各地带间的交通联系中，进出中心城

的出行量增长最快，“十二五”期间增幅将超过

20%。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全市人员平均通勤

出行距离进一步延长，“十二五”末预计将接近

13 km·次-1，机动交通方式出行比例将显著提高。

3)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趋于缓慢，但承担

的周转量将有明显增长，小客车等个体交通方式

增长依然较快。2009年全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仅

较 2004年提高了 0.6%；个体机动、电(助)动方式

则增长较快，其中个体机动方式提高了2.2%，电

(助)动方式提高了 9.9%。这种发展趋势预计在未

来 5年仍将持续。需要说明的是，2009年公共交

通以25.2%的出行比例(以出行人次为统计单位)承

担了 36%的客运周转量。随着轨道交通网络的完

善，尤其是郊区轨道交通线路的延伸，公共交通

承担的周转量将会明显增加。

4) 交通潮汐特征将依然明显。尽管在“十一

五”规划中就提出了加快郊区新城发展的目标，

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短期内中心城的就业岗

位还难以向外疏解；另一方面，随着近郊区大型

居住区的建设，中心城外围人口的集聚将有所加

快，因此，强中心的发展模式未来 5年内还难以

突破，反映在出行上，交通潮汐现象仍将显著存

在，甚至有可能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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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出行量增长情况

Fig.9 Growth of rail-based travel

图 10 2009 年全市客运周转量结构与出行方式结构比较

Fig.10 Amount of passenger transfers
vs. travel mode share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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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上海市历次居民出行调查均全面反映了当时

上海城市交通的需求状况，为建立和更新交通模

型提供了重要参数，为交通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

依据。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也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规划、咨询成果，如编制完成

了两轮《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国内第一本

《城市交通发展白皮书》以及《上海交通发展战

略》等。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交通规划和管理

中，上海市第五次居民出行调查成果已经得到应

用，并正在上海市“十二五”综合交通规划等项

目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国家提出了建设低碳社会的发展目

标，其中，建设低碳、环保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充分利用上海市30年来积

累的五次居民出行调查成果以及自1995年以来形

成的每年一次的居民出行小样本调查，可从中挖

掘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线索，为建设低碳交通

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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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设计还是系统运营来看，都有许多问题有待

进一步研究。如何根据需求变化优化公交线网，

如何处理道路条件、车辆、车站设计三者之间的

关系，如何实现换乘诱导和智能化换乘需求管

理，以及我国快速公交技术的标准化等问题，也

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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