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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因经典出行分布预测模型存在不足而导致预测模型所得 OD 矩阵科学性有所欠缺 、正

确性有待商榷的问题，有必要探索研究新的出行分布理论、建立科学的出行分布预测模型。文章分析基于

增长率模型与重力模型等经典出行分布预测方法及其他一些出行分布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交通出行分

布本质是深入理解哪类群体采用哪些交通方式从哪些起点到哪些讫点的内在原因的理论观点，简要分析用

地布局、出行者、交通方式等关键因素之间关系，并深入探讨分析关键因素与出行分布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关键因素的出行分布新理论和构建出行分布模型的一般思路，并基于此理论初

步建立新的出行分布预测概念模型，文章同时指出城市发展预测研究及基于此研究开展各类群体选择行为

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出行分布；OD 矩阵；用地布局；出行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群体属性 

 

 

1 出行分布预测综述 

交通规划理论诞生标志是于 1962 年芝加哥市发表的《Chicago Area Transportation Study》

一文[1]。当前交通规划实践中常用的需求预测理论方法为四阶段法，其中交通出行分布预测

旨在求解各交通小区之间的出行相互交换量，其结果呈现形式为 OD 矩阵[2]。出行分布预测

所得 OD 矩阵与方式划分预测所得分担率是交通分配阶段求解各路段出行流量的基础，故出

行分布预测是交通规划四阶段预测法中关键阶段。 

自交通规划理论诞生以来，国内外有关出行分布预测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然而事实是

规划实践中出行分布预测的结果往往是不准确甚至是不正确的，正如以往研究中所指，经典

出行分布模型（即增长率模型和重力模型）存在严重不足，有必要探索研究出行分布模型的

改进和新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出行分布预测一般模型改进与构建[3-6]、模型参数标定[7-9]、

大数据在出行分布中应用[10-15]、基于出行链的出行分布预测[15-16]、考虑土地利用的出行分布

模型改进[17-21]以及预测精度和有效度评价分析[9,22-23]等方向。如文献[4]在基于模糊数学理论

建立了模糊重力模型以克服出行分布预测中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文献[7]指出可以将交通小

区之间的平均出行阻抗作为参数标定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文献[14]对基于手机传感器数据的

个体交通出行链信息提取方法研究，该研究有助于分析交通出行的空间分布；文献[16]利用

居民出现调查数据提取出行链信息，基于数据分析不同类型出行者出行链关键影响因素进行

交叉分类得到具有相似活动特征的典型人群，构建典型人群出行链的生成-分布模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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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提出了一种以用地出行率分布函数为基础的出行分布-交通分配组合模型，文献[20]引入

信息熵构建土地结构熵模型并引入熵参数建立广义重力模型，实现城市用地规划构成要素与

交通规划的衔接，文献[21]建立土地利用形态、人口与出行生成量的关系模型，并对出行链

类型划分和分解，并依据出行目的与对应用地类型求解出行分布量。 

以往研究文献成果丰硕，将用地性质、大数据等与出行分布预测结合，一定程度上改进

了出行分布预测方法，却未能深层次反映出行分布与用地布局及其他关键因素的内在关系。

为探索研究新的出行分布理论，本文首先简单分析经典出行分布模型存在的不足，然后分析

出行分布与土地利用及其他关键因素（出行者属性、内在包含路网布局的交通方式属性）之

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最后初步建立基于关键因素的出行分布预测概念模型。 

2 出行分布模型的不足分析 

经典的出行分布模型是指增长率模型和重力模型。增长率模型包括了平均增长率法、底

特律法、弗雷塔法以及弗尼斯法等方法，重力模型法包括了无约束模型、单约束模型以及双

约束模型等方法。在改进的重力模型法中，主要是改进重力模型的参数标定方法或阻抗函数

[4,8-9]。基于土地利用的出行分布模型，主要考虑了土地面积与容积率等因素以求解小区之间

出行分布概率[21-23]。 

2.1 经典增长率模型的不足 

2.1.1 增长率模型 

经典增长率模型是依据现状 OD 矩阵，结合未来的交通出行生成预测结果，根据选定的

增长系数函数求解未来各交通小区的出行交换量。增长率模型的本质是认为交通小区 i 与交

通小区 j 之间的出行交换量 tij（即 OD 矩阵中的某个元素）与区域内各交通小区的出行发生

量和吸引量有关。增长率模型一般表达式： 

),(0 jiftt ijji                             （1） 

式中：tij 为未来交通小区 i 到 j 的出行量；tij0 为现状交通小区 i 到 j 的出行量；f(i,j)为交

通小区 i 到 j 的出行量增长系数函数。 

可见，增长率模型仅仅根据区域内现状 OD 矩阵与未来出行生成结果所得增长系数直接

求解未来 OD 矩阵是不合理的，因为本质上 tij 并不是由现状 OD 与未来各小区的发生量和吸

引量所决定，没有深入考虑出行分布的内在机理，未能反映出行分布中交通小区 i 的出行者

到交通小区 j 的本质。同时由于增长率法需要基于现状 OD 矩阵计算增长系数，当现状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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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稀疏矩阵时便无法计算。 

2.1.2 重力模型 

经典重力模型是根据未来区域各交通小区之间的广义成本（小区间的时耗、距离、费用

中的一种或几种）计算区域出行阻抗矩阵，基于阻抗矩阵计算各交通小区之间出行交换概

率，再结合未来的交通出行生成预测结果求解未来出行分布 OD 矩阵。重力模型本质是将小

区 i 到小区 j 的交换量 tij 看做是小区 i 和 j 之间的出行成本的函数。其一般表达式为： 

),(),,( jiRk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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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k 为一般调整系数；Pi为交通小区 i 的出行发生量总和；Aj 为交通小区 j 的出行

吸引量总和；F(Pi,Aj,k)为以 Pi,Aj,k 等作因变量的系数函数；R(i,j)为交通小区 i 与 j 之间的出

行阻抗（广义成本）函数；其余同上。 

由此可知，与增长率法相比，重力模型可不需要现状 OD 矩阵。由于重力模型法仅仅是

将交通小区 i 和 j 之间的出行交换量看做是出行成本的函数，因为本质上 tij 并不是由未来各

小区的出行成本所决定，未能真实反映出行分布的本质。同时，根据经典重力模型法，当出

行成本为零（或者极低）时，将会导致出行出行交换量结果增长过快。 

2.2 其他出行分布模型的不足 

2.2.1 改进重力模型的不足 

本文此处所讨论改进重力模型是指改进参数标定方法的重力模型和基于土地利用的改

进重力模型两种。 

基于改进参数标定方法的改进重力模型，其本质是对模型参数标定方法的改进，并没有

改变重力模型所存在的本质问题。因此该类改进模型的不足与经典重力模型大同小异。 

对基于土地利用的改进重力模型，其本质是结合开发强度考虑计算交通小区之间各类用

地性质的吸引强度，根据吸引强度计算吸引概率从而求得各交通小区之间的出行分布量，最

终得到各小区的出行 OD 矩阵。其一般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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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kpt

ji

ji
ijij


                        （3） 

式中：pij 为交通小区 i 与 j 基于用地关联关系计算关所得联强度；其余同上。 

事实上，由于地块与地块之间的关联强度并不是完全由用地性质确定，因为同样的用地

性质也可能存在不一样的出行者，而不同的出行者有不同的出行目的将会导致不同的出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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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因此该改进模型仅仅停留在用地性质上，未能深刻反映出行分布的内在机理。 

2.2.2 基于先进技术的分布模型 

本文此处所述基于先进技术的分布模型主要是应用大数据的出行链出行分布模型。目前

多数应用大数据的出行分布研究中所提大数据多数是指手机信令数据。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提

取出行者出行链信息，追踪出行者的出行分布规律以研究分布模型。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出行链出行分布模型，由于手机信令数据是针对现状的出行者信

息，并不能得到未来出行者的手机信令数据，可用于验证现状出行分布。如果与用地性质结

合应用，则可根据不同用地性质分析划分不同出行链类型，研究未来用地性质与出行链的关

系以实现出行分布预测。 

本质地来看，将用地性质关联到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出行链所建立出行分布模型依然存

在不足，仅仅是形式上将出行链与用地性质一起考虑，与多数基于用地性质的改进重力模型

一样，该类模型简单地概括了用地性质与出行链的关系。由于同样用地性质关系的用地之间

不同的出行者存在着不同的出行链，而不是简单地基于用地性质就做一概而论。 

3 关键因素与出行分布的关系分析 

影响出行分布的因素很多，如土地利用、道路网通达性、交通方式成本、出行者选择特

征等，本文认为影响出行分布的关键因素有：出行者，用地布局，交通方式。其中是出行者

基本关键因素，是用地布局与交通方式的基础，后两者为一般关键因素。 

3.1 出行者与出行分布 

出行者对出行分布存在影响关系，从关于出行链的研究中得以反应[16-17],如文献[16]中对

出行者进行分类研究其出行链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出行者是出行的中心，出行的目的就是出

行者为了完成某个任务而采用某种或几种交通方式出行到达任务所在目的地。由此可以得知

出行是围绕出行者所展开的，不同的出行者有不同的出行需求，将会直接反映在不同的出行

分布上，这也内在地要求、本质地呼应交通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交通。 

从某种角度而言出行者的出行目的，是由出行者自身属性决定的。不同属性的出行者具

有不同的出行目的，比如老人的出行目的可能是散步和买菜，年轻人的出行目的可能是上班

和上学。由于出行目的不同，则出行目的地也会有所区别。同样，不同属性的出行者其选择

作为其出行起点（指居住地）的空间分布也有所差异，由此决定不同的空间出行分布。因此，

出行者与出行分布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出行者的自身属性要素，内在地决定或影响了出

行者的出行目的与出行起、讫点，进而决定了出行在空间中的分布可能，同时结合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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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通方式因素，最终决定出行分布。 

出行者的属性表征要素主要包括出行者的广义收入/支出比、职业、年龄、家庭结构、

学历、出行目的、其他资产值（非收入性资产）等等。由于出行者属性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

的，因此需要识别出要素的关键属性要素以清晰反应出行者属性与出行分布的关系，本文认

为广义收入/支出比、其他资产值、职业等为关键属性要素。同时本文对属性层级进行定义：

即影响某类出行者表现某种相似出行决策行为的出行者属性特征称为属性层级，是一种经济

性质的分类。在出行分布中，出行者的决策都需要结合外界因素与自身属性层级综合考虑。 

3.2 交通方式与出行分布 

交通方式与出行分布存在关系比较容易理解，同时也在一些研究文献中得以证明[24-26],

如文献[24]的研究表明出行方式与出行链模式之间相互影响显著。出行者出行总是需要借助

某种或者几种交通方式完成，因此出行方式的可得性、广义成本等属性要素将显著影响出行

者的交通方式选择决策。 

由于不同的出行方式有适宜的出行距离和可能服务的区域，当出行者属性层级既定时，

将间接影响出行者的可能出行起、讫点。因此交通方式与出行分布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在既

定属性层级出行者条件下，出行者会综合自身属性要素结合其他要素根据交通方式的属性进

行出行方式的选择决策并同时决定了可能的出行起、讫点分布，最终决定出行分布。 

本文认为交通方式的属性主要包括可得性（或通达性）、广义成本两种属性要素。交通

方式的可得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出行起、讫点之间是否提供了某种交通方式，比如没有

提供轨道交通则轨道交通的出行方式不可得；二是指提供的交通方式的乘用空间节点与出行

起、讫点空间逻辑顺序的可接受性，如虽提供了轨道交通，但起点距离轨道站点 1.2 公里且

与出行空间方向相反，讫点距离轨道站点 0.8 公里且方向相反，而实际 OD 距离仅 2.2 公里，

那么可认为此出行 OD 中轨道交通也是不可得的，因为此出行使用轨道交通是违背理性的，

该层含义也可以与交通方式的出行成本综合考虑。交通方式的广义的出行成本一般包括了时

耗、货币消耗以及安全性与舒适度的损失等子要素。 

需要注意的是，路网固然影响出行分布[27]。由于路网与交通方式是内在关联的，即交

通方式是基于路网的，没有路网支撑的交通方式是不存在的（包括航空），也就表明交通方

式属性内在地包含了交通路网，也即交通方式是路网的本质体现，因此直接讨论交通方式对

出行分布的影响更加深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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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地布局与出行分布 

用地对出行分布有显著影响的关系已为业界公认[18-22]，如文献[2]依据用地性质分析地

块区域集聚规模因子以研究出行分布预测，关键在于如何深入本质呈现该影响关系。 

用地与出行分布的关系，表面上来看就是用地性质与用地性质相互作用；深入来看则是

各类性质的用地与地块的开发强度、区域位置、配套设施等结合起来提供了出行产生和吸引

的充分条件，即解释了为什么是 tij，而不是 tik 或者 tkj。本文认为用地布局属性包括了用地

性质、用地区位（包含配套设施）以及开发强度等属性要素。不同区位、不同用地性质、不

同开发强度的小区吸引不同属性层级的出行者，不同的出行者将会依据自身的属性要素与交

通方式属性要素，并结合其他因素综合选定出行目的地，最终直接表现为出行分布。 

因此用地布局与出行分布的逻辑关系可以表示为：不同小区之间各种性质的用地通过开

发强度与区位因子，吸引一定规模的不同层级的潜在出行者（即起点选择），出行者根据自

身属性与交通方式属性集合其他因素综合决策选定所需的交通方式到达出行目的对应的目

的地（即交通方式选择与讫点选择），最终呈现为受用地布局影响的出行分布。 

只有深入本质理解用地布局下不同小区用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深入理解用地布局属性、

出行者属性、交通方式属性三者间的关系，才能科学合理分析用地布局、出行者、交通方式

与出行分布的本质关系，这是建立科学出行分布模型的基础。 

4 构建初步模型 

4.1 模型构建基本思路 

鉴于目前暂无关于同时考虑以上所述关键因素属性要素与出行分布之间影响关系的研

究，在此方面的模型构建研究也就几为空白。本文尝试初步构建基于用地布局属性要素、出

行者属性要素、交通方式属性要素的出行分布模型。 

本文构建初步出行分布模型有如下思路： 

第一步，根据用地规划，结合交通规划划分交通小区 

第二步，计算各小区各类用地性质地块（结合开发强度）所吸收的群体数量，同时确定

基于交通小区的各类交通方式的可得性； 

第三步，依据第二步结果，并结合城市发展预测研究所得各类属性层级群体与地块的空

间分布关系； 

第四步，依据第三步结果，结合城市发展预测研究所得各区位各类用地性质地块的各类

属性层级群体与出行目预测结果，预测各区位各小区各用地性质地块各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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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第五步，依据第四步结果，结合用地规划布局与交通方式的可得性，求解各区位各小区

各用地性质地块各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目的地空间可能分布，同时依据交通方式可得性以及

交通小区划分计算各交通小区之间各交通方式或各组合交通方式的广义出行成本（包括时间

消耗、货币消耗等），并最终计算其概率（内在地包含了路径的交通方式概率）； 

第六步，依据第五步结果，确定各区位各小区各用地性质地块各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目

的地与交通方式； 

第七步，得到出行分布结果（包含了出行路径结果）。 

本文建模基本思路如下： 

 

图 1 模型构建基本思路 

上图中各代号表示意思解释如下： 

A 序列：A1 表示城市发展预测研究，A2 表示预测研究所得各类属性层级群体的数量，

A3 表示预测研究所得未来各类属性层级群体与地块的空间分布关系，A4 表示各区位各类用

地性质地块的各类属性层级群体与出行目的（一般是指职业选择）预测，A5 表示在 A4 基

础上进一步提取出最大可能出行目的预测； 

B 序列：B1 表示用地规划布局，B2 表示交通小区划分，B3 表示各小区各类用地性质

地块（结合开发强度）所吸收的群体数量，B4 表示各区位各小区各类用地性质地块所吸收

的各类属性层级的群体数量，B5 表示各区位各小区各用地性质地块各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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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预测，B6 表示各区位各小区各用地性质地块各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目的地空间可能分

布，B7 表示各区位各小区各用地性质地块各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目的地与交通方式的确定； 

C 序列：C1 表示交通规划，C2 表示交通方式的可得性，C3 表示各交通小区之间各交

通方式或各组合交通方式的广义出行成本（包括时间消耗、货币消耗等），C4 表示各交通

小区之间各交通方式或各组合交通方式的相对概率（此概率为内在地结合了可选路径的概

率）。 

4.2 城市发展预测研究的意义 

本文所指城市发展预测研究是指对城市未来发展各要素的预测研究，研究立足现状、预

测未来。城市发展预测研究应该包括对评价城市发展水平的各类指标（比如城市化水平、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GDP 以及家庭收入/支出比、其他非收入性资产值等）预测，对城市发展

中各要素（比如人、车、空气、用地、水体、产业、各类资源、政策体制）之间关系的预测。 

本文需城市发展预测研究提供城市人口经济指标的相关数据作为模型构建基础，这也是

城市发展预测研究对于交通规划预测的意义。为满足出行分布模型构建所需数据，应开展具

有但不限于如下意义的城市发展预测研究： 

城市不同属性层级的人口占比：人口的属性包括多种因素，但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收

入/支出比、其他资产值等，各因素值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属性层级从而影响不同属性层级群

体的选择行为特征； 

城市不同属性层级的人口对交通方式广义成本的敏感性：不同属性层级的人群对交通出

行过程中不同方式的成本敏感性不相同； 

城市不同属性层级的人口对配套设施的依附性：不同属性层级的人群对目标居住地块配

套设施的敏感性不相同； 

城市不同属性层级的人口对房屋购置成本的敏感性：不同属性层级的人群对居住房产购

置成本的敏感性不相同； 

城市不同属性层级群体与城市地块的空间分布关系：由于不同属性层级对地块及其成本

敏感性不同，则选择会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分布特征； 

各区位各类用地性质地块的各类属性层级群体与出行目的预测：不同属性层级群体因为

居住地选择的不同以及可能出行目的的区别会呈现不同的出行目的分布。 

4.3 模型基本假设与初步构建 

如上所言，鉴于本文所提方面的研究几为空白，因此研究也只是建立一种概念模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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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认为需做以下假设： 

1.出行分布具有惯性：对出行者而言，他的出行分布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是基本固定不变

的，具有一定的惯性； 

2.本文的所研究的出行分布实质上包括了出行生成（即产生与吸引）、出行方式划分、

传统出行分布与交通分配四个阶段，因此本文出行分布所解决的问题是谁选择哪个起点、采

用何种（或几种）出行方式（内在地包含了哪条路径）、到何处的全过程。 

本文认为出行分布是用地属性、群体属性以及交通方式属性等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因

此将出行分布作为关键因素的因变量： 

),,( kk pmlRd                             （4） 

式中：dk表示第 k 类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分布结果；R 表示关键因素到 dk 的映射；l 表

示用地属性自变量；m 表示交通方式属性自变量；pk 表示第 k 类属性层级群体自变量。 

用地属性自变量 l 是出行分布的基本关键因素，其属性因素包括地块区位、用地性质以

及地块设施规划等，因此 l 可以表示如下： 

),,( durFl l                             （5） 

式中：Fl表示用地属性因素到 l 的映射；r 表示用地地块区位因素；u 表示用地地块性质

因素；d 表示用地地块的开发强度因素。 

交通方式属性自变量 m 是出行分布的关键因素，其属性因素包括交通方式通达性、交

通方式成本等，因此 m 可以表示为： 

),( caFm m                             （6） 

式中：Fm表示用地属性因素到 m 的映射；a 表示交通方式通达性因素；c 表示交通方式

成本因素。 

第 k 类属性层级群体自变量 pk是出行分布的关键因素，其属性因素包括出行者收入/支

出比、其他非收入性资产值以及职业等，因此 pk可以表示为： 

),,( joeFp kk                              （7） 

式中：Fk 表示用地属性因素到 pk 的映射；e 表示出行者广义收入/支出比因素；o 表示出

行者其他资产值因素；j 表示出行者职业属性因素（也可能是哑变量）。 

根据每类属性层级群体的出行分布，便可得到所有出行者的出行分布（包含了出行路径

的出行分布）。求解出行分布结果的关键在于标定以上公式（4）、（5）、（6）、（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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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关系，可通过基于大量实证研究获得。 

5 结语 

交通出行分布的问题本质上是群体选择行为的决策问题，深入研究出行分布需要剖析清

楚出行分布的影响因素，掌握出行分布要素与出行分布的影响关系。 

本文在分析传统出行分布方法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出行分布本质是不同属性层级的群

体在不同的用地属性、交通方式属性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了群体的选择行

为研究需要结合本文所述城市发展预测研究以获取基础的数据和映射关系。依据以上研究所

述出行分布与各关键因素的本质关系分析，有助于建立基于城市发展预测研究的科学出行分

布预测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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