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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微观的社区层面研究城市居民的出行行为。选取广州市的三个城市社区作

为案例，以 218 个样本数据库为基础，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分别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各变量之

间的路径关系。其中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重点分析居民属性、居住区位与居民出行目的、出行时

间、出行方式等出行偏好之间的关系。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则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结果显

示：居民之间由于自身属性不同在出行选择和出行偏好上存在差异，居民出行行为中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

是根本，出行目的是关键，居民出行行为可以概括为“属性决定目的，目的影响行动”。此外，居民的出行

行为有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决策路径，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可以解读为性别决策子系统、年龄决策子系统、

收入决策子系统和居住区位决策子系统等 4 个决策子系统，各子系统中路径作用的不同使居民属性和居住

区位对居民出行决策产生多重多向的效应，在复合系统的影响下城市社区居民表现出差异化的出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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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居民出行研究是城市交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以人为本、重视差异

性等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使人们开始关注人的真实交通需求以及出行行为之间的差异。在西方

的研究中，基于交通公平性而展开的针对女性、老年人、低收入者等交通弱势群体的出行行

为研究较为深入。关于女性出行行为研究重点关注距离限制和空间分离对女性的影响[1]。相

关研究最初只关注发达国家城市郊区的女性出行[2,3]及其对城市福利和育儿设施的可达性[4]，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学者转向研究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特别是由于种族[5]、阶级[6]等原

因造成的出行行为差异。针对老年人的出行研究则着眼于交通资源对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

作用[7]以及交通设施对老年人出行行为的影响[8,9]，近年来老年人驾驶小汽车出行比率的增加
[10]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11,12]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城市贫困现象使出行行为的研究点开始转

向低收入群体。学者们认为，由于不能支付相对高昂的交通费用，低收入群体缺乏就业和工

作的机会，因此贫困现象不断循环积累[13,14]，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家庭的出行行为也

开始受到关注[15]。 

我国的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几个大城市相继开展的居民出行

调查 [16]。这些研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关注居民的出行方式、出行时间等出行特征[17,18]，

而居民的购物[19]、夜间消费[20]等出行，其空间特征也引起学界的兴趣。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出行行为的特征描述，开始从行为心理[21]、城市空间结构[22]等角度探索

影响居民出行行为的潜在因素。与此同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女性居

民和老年人群体的出行行为。女性出行行为研究通过将女性与男性的出行特征进行横向比

较，借用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23]、结构方程模型[24]等对女性出行行为进行解读。老年人的

出行行为研究则关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路径及其时空特征[25]，如老年人的购物出行空间特

征[26]等。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居民出行行为的研究大多把居民看成一个同质体，或者是基于居

民的单一属性，如性别或年龄等，对居民的出行行为特征进行横向对比，忽略了居民是多种

属性的复合体。同时，大部分研究停留在对出行特征的统计和描述，对居民的出行行为作用

机制和出行决策过程考虑不足。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广州市城市社区居民的出行问卷调查第

一手数据为基础，通过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的多种属性与其出行选择、以及各种出行

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模型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 



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2.1 样本选取 

以城市内环路和外环如为分界线将广州城市空间划分为中心城区、新城区以及外围区。

本文选取的案例社区分别位于广州的 3 个不同圈层中（图 1）。社区的空间界定以社区周边

的道路分割线为基准，并考虑社区管理单元的完整性。问卷的发放以社区为单位，采用多层

随机的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各社区的人口规模确定其样本规模，再将各社区样本规模按年龄

段进行群组划分，并确定各年龄段群组的性别比例（按照 1：1 进行抽样），最后在既定的多

层次群体中采取随机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并以 1 对 1 的方式进行问卷填写。本次调查共发

放问卷 235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8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8%。 
 

 
图 1 各案例社区位置 

Fig.1 Selected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2.2 结构方程模型原理与模型建构 

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综合了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

和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复杂关系的建模工具。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分析多因多果的联系、

潜变量的关系，并能够模拟多因子的内在逻辑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多元数据分析工具[27]。 

本研究在SPSS 13.0中建立了包含218个样本数据的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导入AMOS 7.0

进行分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中只考虑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不引入

潜变量，因此结构方程模型可以表达为： 

 xByy  

式中：y 是外生变量，由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表示；x 是内生变量，由外源指标组成的

向量表示；Ｂ是内生变量间的关系，由随机联系矩阵表示，Г是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

由直接随机效应矩阵表示；ζ是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 y 在方程中未能解释的部分[24]。 

本研究主要应用路径分析的方法，通过路径图和效应值来分析居民属性与其出行行为之

间的关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和总体效

应（Total Effect），每种效应代表各变量之间的不同作用效果[24]。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分别

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并在各模型中分别引入不同的因子作为变量。 居民出行选择的结

构方程模型用以分析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如何影响居民的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和出行时间选

择，以及各种出行选择之间如何发生相互作用，以表征居民属性与居民出行偏好，以及各种

出行偏好之间的关系；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则研究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对居民出行

机动性、出行倾向等出行决策的作用路径，以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 



3 城市社区居民的出行选择路径 

3.1 变量选取与模型结果 

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将居民的性别、年龄、月收入水平、家庭结构以及居住区

位作为外生变量，将出行方式、出行时段、出行目的以及出行强度作为内生变量组。为避免

变量过多造成分析混乱，研究中根据居民问卷填写情况，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若干变量表征

居民出行选择的内生变量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特征见表 1 和表 2。 

建立初始模型并进行反复试验和修正，得到最终模型的卡方值（Chi～square）为 294.67，

自由度为（Degrees of freedom）147，卡方值和自由度的比值等于 2，最终模型与最优模型

十分相近；进一步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标，拟合指数 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值为 0.068（小于 0.08），CFI（Comparative Fit Index）为 0.916（大于 0.9），

两项指标均说明所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27]。 
 

表 1 外生变量特征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exogenous variables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性别 218（100%） 虚拟 年龄 218（100%） 等级 月收入水平 218（100%） 等级 家庭结构 218（100%） 等级 

男 112（51.4%） 1 <18 36（16.5%） 1 ≤800 41（18.8%） 1 单身 21（9.6%） 1 

女 106（48.6%） 2 18～29 70（32.1%） 2 801～1600 19（8.7%） 2 一家两口 40（18.3%） 2 

居住区位 218（100%） 等级 30～44 60（27.5%） 3 1601～2500 23（10.6%） 3 一家三口 95（43.6%） 3 

中心城区 64（29.4%） 1 45～59 32（14.7%） 4 2501～5000 44（20.2%） 4 一家四口 20（9.2%） 4 

新城区 62（28.4%） 2 60～74 14（6.4%） 5 5001～10000 57（26.1%） 5 一家五口 27（12.4%） 5 

外围区 92（42.2%） 3 ≥75 6（2.8%） 6 10001～20000 19（8.7%） 6 一家六口 4（1.8%） 6 

      >20000 15（6.9%） 7 其他 11（5.0%） 7 

 
表 2 内生变量特征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endogenous variables  

1、出行目的变量组 2、出行时段变量组 3、出行方式变量组 4、出行强度变量组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变量 

样本量 

（%） 

变量

描述 

上班 218（100%） 虚拟 6～10 218（100%） 虚拟 步行 218（100%） 虚拟 出行次数 218（100%） 连续 

是 133（61.0%） 1 是 158（72.5%） 1 是 104（47.7%） 1    

否 85（39.0%） 0 否 60（72.5%） 0 否 114（52.3%） 0    

上学 218（100%） 虚拟 10～14 218（100%） 虚拟 小汽车 218（100%） 虚拟 理想出行

时耗 

218（100%） 连续 

是 33（15.1%） 1 是 85（39.0%） 1 是 57（26.1%） 1   

否 185（84.9%） 0 否 133（61.0%） 0 否 161（73.9%） 0    

购物 218（100%） 虚拟 14～18 218（100%） 虚拟 公共汽车 218（100%） 虚拟 最大出行

时耗 

218（100%） 连续 

是 85（39.0%） 1 是 76（34.9%） 1 是 119（54.6%） 1   

否 133（61.0%） 0 否 142（65.1%） 0 否 99（45.4%） 0    

文体活动 218（100%） 虚拟 18～22 218（100%） 虚拟 地铁 218（100%） 虚拟    

是 81（37.2%） 1 是 118（54.1%） 1 是 56（25.7%） 1    

否 137（62.8%） 0 否 100（45.9%） 0 否 162（74.3%） 0    

探亲访友 218（100%） 虚拟          

是 34（15.6%） 1          

否 184（84.4%） 0          

 

3.2 居民属性对出行选择的路径 

性别的路径作用显示，女性居民文体活动、购物和探亲访友的出行频率要高于男性居民，

特别是在购物方面，女性居民的购物出行发生概率大大高于男性居民（直接效应为 0.481）。

另一方面，作为交通弱势群体的女性居民其夜间出行愿望比男性居民更加强烈。此外，性别

的间接效应值显示，性别差异也间接影响居民的出行方式、出行强度等出行行为特征。 

年龄的路径作用显示，年龄的增长使居民上学出行的概率下降，文体活动和购物出行的

频率增加，如老年人的休闲活动出行较多[25]。其次，年龄增长使居民的白天出行频率增加



（6～10 点、10～14 点和 14～18 点的总体效应为正值）、夜间出行频率减少（18～22 点的

总体效应为负值）。此外，年龄将对居民的出行方式和出行强度产生间接的影响。 

收入水平的路径作用显示，收入增加将提高居民上班出行比率，而上学和文体活动的出

行比率则有所下降。其次，收入增长将直接增加居民地铁和小汽车的出行频率，其中对小汽

车出行率的提升效果最显著（直接效应为 0.422），但是却间接降低了居民通过步行和公共汽

车出行的频率。此外，收入水平不直接影响居民的出行时间和出行强度（直接效应为 0）。 

家庭结构的路径作用显示，与小规模家庭（单身或者两人家庭）相比，规模较大的家庭

其上学和探亲访友的出行频率较高，但是上班和购物出行的比率则有所下降。另一方面，规

模较大的家庭其地铁和公交的出行概率会轻微下降，而步行出行概率则略有提升。此外，家

庭结构的差异不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出行时间及出行强度。 

居住区位的路径作用显示，与中心城区社区相比，郊区型社区居民的步行出行频率更低，

而小汽车出行频率则有所提高。其次，居住区位不影响居民白天出行时间选择，但是郊区型

社区居民夜间出行发生率却要低于中心城区社区居民。此外，居住区位将直接影响居民的日

出行次数，中心城区社区居民出行更频繁。最后，居住区位不影响居民的出行目的，即不同

地区社区居民的出行目的并无显著差异（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值均为 0）。 
 

表 3 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Tab.3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between exogenous variables and endogenous variables 

外生变量 性别 年龄 收入水平 家庭结构 居住区位 

效应 总体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体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体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体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体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上班 0 0 0 0 0 0 0.595
＊

 0.595
＊

 0 -0.238
＊

 -0.238
＊

 0 0 0 0 

上学 0 0 0 -0.589
＊

 -0.589
＊

 0 -0.454
＊

 -0.454
＊

 0 0.254
＊

 0.254
＊

 0 0 0 0 

购物 0.481
＊

 0.481
＊

 0 0.240
＊

 0.240
＊

 0 0 0 0 -0.125
＊

 -0.125
＊

 0 0 0 0 

文体活动 0.139
＊

 0.139
＊

 0 0.292
＊

 0.292
＊

 0 -0.321
＊

 -0.321
＊

 0 0 0 0 0 0 0 

探亲访友 0.198
＊

 0.198
＊

 0 0 0 0 0 0 0 0.169
＊

 0.169
＊

 0 0 0 0 

6～10 0.045 0 0.045 0.018 0.281
＊

 -0.263
＊

 -0.137
＊

 0 -0.137
＊

 0.099 0 0.099 0 0 0 

10～14 0 0 0 0.203
＊

 0 0.203
＊

 -0.029 0 -0.029 -0.013 0 -0.013 0 0 0 

14～18 0.145
＊

 0 0.145
＊

 0.046 0 0.046 -0.214
＊

 0 -0.214
＊

 0.077 0 0.077 0 0 0 

18～22 0.367
＊

 0.230
＊

 0.136
＊

 -0.130
＊

 -0.269
＊

 0.138
＊

 0.064 0 0.064 -0.090 0 -0.090 -0.113
＊

 -0.113
＊

 0 

步行 0.109 0 0.109 0.048 0 0.048 -0.050 0 -0.050 0.221
＊

 0.223
＊

 -0.002 -0.209
＊

 -0.209
＊

 0 

小汽车 -0.017 0 -0.017 -0.008 0 -0.008 0.430
＊

 0.422
＊

 0.008 -0.035 0 -0.035 0.224
＊

 0.191
＊

 0.033 

公共汽车 0.001 0 0.001 0.001 0 0.001 -0.100 0 -0.100 -0.230
＊

 -0.195
＊

 -0.035 -0.112 0 -0.112 

地铁 0.103 0 0.103 0.051 0 0.051 0.014 0.177
＊

 -0.163
＊

 -0.189
＊

 -0.177
＊

 -0.012 -0.085 0 -0.085 

出行次数 0.218
＊

 0 0.218
＊

 0.122
＊

 0 0.122
＊

 -0.144
＊

 0 -0.144
＊

 0.007 0 0.007 -0.191
＊

 -0.157
＊

 -0.034 

理想时耗 -0.022 0 -0.022 -0.013 0 -0.013 0.320
＊

 0 0.320
＊

 -0.132 0 -0.132 0.100 0 0.100 

最大时耗 -0.014 0 -0.014 -0.008 0 -0.008 0.202
＊

 0 0.202
＊

 -0.083 0 -0.083 0.063 0 0.063 

注：以上数值均为标准化后的值，“＊”表示在 0.05 及以上水平显著 

 

3.3 出行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 

出行目的的直接效应路径图显示，出行目的将对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和出行强度产生直

接作用，而出行目的内部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显著。出行目的对出行时间有较多的路径

作用，因此出行目的将显著地影响居民的出行时间选择。其中，上班出行频率的增加将抑制

10～18 点出行的发生，但是却能刺激居民傍晚出行。此外，上学、文体活动、购物以及探

亲访友等出行的增加，也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特定出行时间的选择。出行目的对出行方式

的路径作用则显示，上班出行将显著增加公共汽车的使用频率，而购物出行则提高居民步行

和地铁出行的频率。出行目的对出行强度的作用路径，则表现为上班对理想出行时耗的直接

效应。上班出行的频率越高，居民理想出行时耗期望值越大。 

出行时间的作用路径包括各出行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出行时段对出行方式和出行

强度的影响。出行时间内部各变量之间的路径显示，10～14 点的出行会抑制 6～10 点和 14～



18 点的出行发生，这三个连续的时间段在居民出行选择上具有排斥性。出行时间对出行方

式的路径包含 6～10 点出行对公共汽车出行的影响，以及 14～18 点出行对步行出行的影响，

因此不同时间段中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略有不同。出行时间对出行强度的路径则显示，各时

间段出行频率增加都将增加居民的出行次数，但是各时间段的作用强度却存在差异，10～14

点的带动作用最强（路径系数最大），而 18～22 点的作用最弱（路径系数最小），白天出行

对居民的日出行次数带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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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出行目的的直接效应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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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出行时间的直接效应路径图 

（c）出行方式的直接效应路径图 



 
注：1、路径系数为 0.1，表示自变量变化 1 个标准差将影响因变量变化 0.1 个标准差 

2、A     B     C，表示 A 通过影响 B 影响 C 的一条路径，该路径中 A 对 C 的间接效应为 0.2×0.5=0.1 

3、所有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值，均在 0.05 及以上的水平上显著 
 

图 2 内生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路径图 
Fig.2 The direct effect among endogenous variables 

 

出行方式的作用路径包括各种出行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出行方式对出行强度的作

用。各种出行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示，步行出行频率的增加将直接降低小汽车的出行概率，

而小汽车使用的减少则会增加公共汽车和地铁的出行比率，因此鼓励步行出行能够间接刺激

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率，但是由于作用路径的单向性，单方面增加公共交通资源并不能有效

抑制拥有小汽车的居民使用小汽车出行。出行方式对出行强度的作用路径则显示，小汽车使

用比率的上升会增加居民的出行次数，并提高居民的理想出行时耗期望值。公共汽车和地铁

出行也有类似的作用机制。各种交通方式中，小汽车对提高居民理想出行时耗期望的作用效

果最明显（路径系数最大）。 

出行强度的路径图显示，出行强度不对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直接效应，出行强度主要表现

为内部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出行次数对理想出行时耗的路径系数为负值，显示居民出行次

数的增加将显著减少居民的单次出行时耗期望，即出行次数越多居民理想出行时耗越低。另

一方面，居民理想出行时耗和最大忍受出行时耗呈现同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居民出行次数

的增加（减少）将减少（增加）居民理想出行时耗的心理预期，从而减少（增加）居民的最

大忍受出行时耗期望 。 

4 城市社区居民的出行决策系统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结果 

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居民的性别、年龄、月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区位等 4

个变量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各变量赋值见表 1。值得说明的是，在模型初始分析时将家庭

结构作为外生变量，但是包含家庭结构的初始模型总体拟合效果不佳，因此在进行模型修正

时将家庭结构剔除出外生变量组。另一方面，模型的内生变量选取居民的出行机动性、出行

费用成本、出行时间选择、出行倾向、出行次数、出行理想时耗和出行最大忍受时耗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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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出行强度的直接效应路径图 



个指标表征。 

内生变量方面，出行次数、出行理想时耗和出行最大忍受时耗等 3 个变量为连续变量。

对于其他 4 个非连续型的内生变量，以样本数据为基础，依据变量属性给出行方式、出行时

段、出行目的中的不同选项赋值，内生变量赋值表见表 4。 

对于居民出行机动性、出行费用成本、出行时间等 3 个出行决策指标，采用等级赋值，

数值大小不代表数量的差异，仅表示指标程度的变化，赋值后采用算术平均数计算各出行决

策指标的值。居民出行倾向包括生活性出行倾向和工作性出行倾向，其中生活性出行均赋值

-1，工作性出行倾向均赋值 1。单个样本的出行倾向采用算术和的方法计算。出行倾向为正

值时显示居民工作性出行的倾向更强烈，为负值时则表示居民生活性出行意愿更高，出行倾

向为零时显示居民出行倾向为中性，即生活性出行和工作性出行意愿相等。样本的绝对值表

示个体出行倾向的强烈程度。 

建立初始模型并进行反复试验和修正，得到最终模型的卡方值为 78.460，自由度为 35，

卡方值和自由度的比值约为 2，最终模型与最优模型十分相近；进一步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标，

拟合指数 RMSEA 值为 0.076（小于 0.08），CFI 为 0.960（大于 0.9），两项指标均说明所拟合

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27]。 
 

表 4 内生变量赋值表 
Tab.4 Endogenous variables’ assignments 

1、出行机动性 2、出行费用成本 3、出行时间选择 4、出行倾向 

表征变量 赋值 表征变量 赋值 表征变量 赋值 表征变量 赋值 

步行 1 步行 1 6～10 1 工作

性出

行 

上学 1 

自行车 2 自行车 2 10～14 2 上班 1 

摩托车 3 楼巴 3 14～18 3 公务 1 

楼巴 4 公共汽车 4 18～22 4 

生活

性出

行 

购物 -1 

地铁 5 地铁 5   文体活动 -1 

公共汽车 6 出租车 6   探亲访友 -1 

出租车 7 摩托车 7   娱乐活动 -1 

小汽车 8 小汽车 8      

 

4.2 居民出行决策的路径机制 

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从而更好地把握居民出行

行为的内在逻辑关系。该模型可以解读为以下 4 个决策子系统。 

4.2.1 性别决策子系统    与男性居民相比，女性居民的生活性出行倾向更强烈，因此产生

较多的下午和傍晚出行需求，从而增加了该群体的日平均出行次数，同时生活性出行的增加

也降低了女性居民的出行时耗期望。男性居民的工作性出行倾向更强，因此出行大量集中在

上午，下午和傍晚出行次数较少，从而降低了该群体的日平均出行次数，同时工作性出行的

增加提高了男性居民的出行时耗期望值。男性和女性居民由于性别差异造成出行倾向的不

同，因此在出行时间选择上存在差异，并最终影响居民的出行强度。 

4.2.2 年龄决策子系统    年龄较大的居民倾向于选择低成本的出行方式，而出行费用成本

的降低将增加居民的出行次数。同时年龄的增长使居民的生活性出行愿望更加强烈，因此其

出行次数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居民出行时间前移，夜间出行频率降低，反而减

少了其日出行次数。因此，不同的路径中年龄对出行次数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有所不同。

此外，年龄的增长使居民倾向于选择低成本的出行方式，费用成本的下降降低了该群体的出

行机动性，同时高年龄段居民的出行距离压缩[26]，因此其出行时耗期望值呈现下降趋势。 

 



  
                                          

 
注：1、路径系数为 0.1，表示自变量变化 1 个标准差将影响因变量变化 0.1 个标准差 

2、 A     B     C，表示 A 通过影响 B 影响 C 的一条路径，该路径中 A 对 C 的间接效应为 0.2×0.5=0.1 

3、所有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值，均在 0.05 及以上的水平上显著 

 

图 3 居民出行的决策子系统 
Fig.3 The sub-systems of residents’ travel decisions   

4.2.3 收入决策子系统    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工作性出行倾向越强烈，因此其总体出行时

间前移，工作性出行的增加和夜间出行的减少将降低居民的日出行频率。另一方面，高收入

群体倾向选择成本较高的出行方式，而工作性出行比重上升和出行费用成本增加都将减少居

民的日平均出行次数。此外，高收入群体较高的出行费用为其带来更强的出行机动性，同时

工作性出行比重增加使居民愿意承担更多的出行时耗，因此该群体的理想出行时耗和最大忍

受出行时耗期望值更高。 

4.2.4 居住区位决策子系统    与中心城区和新城区社区居民相比，郊区型社区居民的出行

费用成本较高，而费用成本的增加将减少其日出行次数。另一方面，生活性出行比率下降也

使郊区型社区居民出行频率降低。此外，郊区型社区居民的平均出行费用要高于中心城区和

新城区社区居民，以换来更高的出行机动性满足其较长距离的出行需求（如通勤活动），因

此其理想出行时耗和最大忍受时耗值更大。而郊区型社区居民工作性出行比重的上升也提高

了其出行时耗期望值。 

5、结论 

居民的出行行为有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决策路径，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不同使居民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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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需求存在差异，因此居民的出行行为表现出多样性。以居民属性、居住区位以及出行目的、

出行时间、出行方式等出行属性为基础建立的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重点分析外生变

量对内生变量，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单一作用关系及影响程度；以居民属性、居住区位以及

出行机动性、出行费用成本、出行倾向等出行特征为基础建立的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模

型则重点分析多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系统的方式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 
在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中，以居民属性为基础建立的外生变量对包括出行目

的、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和出行强度等在内的内生变量存在差异化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

居民属性对居民出行行为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和出行方式等内生变

量组，最终影响居民的出行强度，因此居民属性对出行强度产生的是间接效应；内生变量之

间的相互作用路径多、变量关系复杂，但是出行目的作为内生变量的核心，对其他内生变量

有着最广泛影响。总的来说，在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是根

本，出行目的是关键，居民的出行行为可以概括为“属性决定目的，目的决定行动”（图 4）。 

 

 
图 4 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概念路径图 

Fig.4 Abstract path diagram of concrete travel choi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则模拟了居民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及居住区位等外生

变量在居民出行决策过程中的多元差异化路径系统，路径差异使外生变量对居民出行行为产

生多重多向的效应和影响。居民的抽象决策模型可以解读为 4 个主要路径系统：性别决策子

系统显示，女性居民的生活性出行倾向更强烈，因此下午和傍晚的出行发生率较高，从而增

加了女性居民的日出行强度；年龄决策子系统显示，年龄对出行强度表现出多重多向效应的

作用，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居民倾向于选择低成本的出行方式，并伴随更强的生活性出行愿

望，因此产生更多的日出行次数，另一方面，年龄的增长使居民的出行时间前移，夜间出行

概率降低，因此其日出行次数略有下降；收入决策子系统显示，收入越高的居民工作性出行

倾向越强烈，并倾向于选择成本较高的出行方式，而工作性出行比重的上升和出行费用的增

加都将减少居民的出行强度；居住区位决策子系统显示，郊区型社区居民出行机动性和出行

费用成本要高于中心城区和新城区社区居民，出行距离增加和出行费用成本上升会减少郊区

型社区居民的出行次数，同时生活性出行比重下降也减少了其日出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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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based Study of Urban Resident’s  

Travel Behavior in Guangzhou 

CAO Xiaoshu, LIN Qia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behaviorism approach,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urban resident’s travel 

behavior in micro-community perspective. Three urban communities have been selected in 

Guangzhou City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travel behavior.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is introduced to explore path route and path effect of exogenous variables 

on endogenous variables based on the database. Also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attribute and their travel behaviors will be presented.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urban 

resident’s travel behaviors are divergences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n residents’ attribute and 

community location. Generally, the travel pattern, travel timetable and travel frequency are 

influenced by the travel motiv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resident’s attribute and community 

location. And in all the variables, characteristic of resident and community is essential, and travel 

motive is critical. What’s more, resident’s attribute and community location affect the trave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residents by numerous of divergent paths, which are multiple of 

multi-directional. And the trave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res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sub-path system: The path system of gender shows that compared to male, the 

female conduct more non-work trip, which raises the travel frequency. The path system of age 

shows that when the resident getting older, he prefers the lower-cost travel modes with more 

intensive non-work travel intention, accordingly he travel more. The path system of income shows 

that the work trip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higher salary residents’ daily travel, which prefer the 

higher-cost travel modes, and the raise of work trip and travel cost will decrease their travel 

frequency. The path system of community location shows that compared to communities in center 

area, the residents of suburban community pay more for travel, which will reduce their travel 

intension, and less non-work trips will restrain residents’ travel frequency.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travel behavior;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Guang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