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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Land-use Planning Indicators and  
Subject Well-being of Inhabitant Based on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与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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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建成空间环境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从城乡规

划学视角出发，采用 CGSS2010 问卷结果、统计年鉴数据和六普人口数据

为样本，基于有序 Logist ic 回归模型，分析探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尝试将提升居民幸福感这一抽

象的规划目标具体分解到便于管控的量化型规划指标层面。分析结果表明，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人均绿地面积等 5 个因素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其中，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道路用地面积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居民

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与居民主观

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建议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确定规划人均单

项建设用地指标取值范围时，应充分考虑对居民幸福感可能造成的影响，

从规划编制工作的角度对主动干预居民幸福感作出有益的探索尝试。

Abstract: The built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habitants’ happines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GSS2010 investigation results,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and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data, using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tries to discover what land use index in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nhabit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residential land per capita, 
road and street land per capita, GDP per capita and the inhabitants’ subjective well-
being,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land per capita and 
green space per capita and the inhabit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of inhabit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the impacts on the the inhabitants’ subjective well-
being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when determining the land use index per capita in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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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古至今，“幸福”始终是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学

界一般认为，多学科于 1970 年代启动对幸福问题的交叉

研究 [1]。就城市与居民幸福的关系而言，亚里士多德早

在 2000 年前就提出，“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更

好的生活而居留于城市”[2]。而现代规划理论先驱也早

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提出了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注。埃

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指出，田园城

市的本质是“城乡一体化的新城市，满足广大普通人民

安居乐业需要的家园城市，消灭贫民窟和贫富差距的公

平与平等的城市，其居民幸福而满足”[3]。他虽然没有

直接提出“幸福城市”的概念，但实际上已将“居民幸

福”作为田园城市建设的核心目的之一。现代城市规划

伊始，以城市美化运动和城市环境保护运动为代表，多

以城市居民的健康幸福为着眼点展开规划。因此城市、

规划与居民幸福之间，早已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年来，我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城镇

化和城市建设不断推进。而同时，各种不稳定因素及风

险共生现象逐渐显现，中国居民幸福感随之出现停滞甚

至下降 [4,5]。在此形势下，维持并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显得尤为重要，有关城市居民幸福的

话题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从重视城市的“经济贡献”

转向更为重视其“社会福利功能”，人们开始反思对城

市功能价值的认识 [6-8]，城市福利、效率与公平问题成

为共同关注的新热点，“幸福”也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当

前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之一。整个社会形成了对“你幸福

吗”这一议题的热烈讨论 [9]。2015 年底，李克强总理在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城市工作必须不断

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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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侧重研究住房条件、住宅空间设计、住区空间环境

等微观层面要素对幸福的影响。值得关注是，住宅产权对幸

福感的影响存在国际差异。在国内，拥有住宅产权的中国城

市居民通常比无产权者更幸福 [28]。与之相反，国外的房主若

以贷款的形式获得住宅产权，长期而沉重的债务压力可能会

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还可能存在对房价下跌

风险的担忧，因此其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获得住宅产权而提

升 [29]。造成中外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观

念、房地产市场状况及所有制形式等。此外，国内外房价、

住宅面积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相对一致——幸福感一

般情况下与房价涨幅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与居住面积呈正相

关关系 [30]。

对城市规模的研究中，经济学界提出“最优城市规模”

理论，即城市规模与其外部效应呈倒 U 形曲线，存在外部

经济与城市问题相对均衡的最佳城市规模区间 [31-33]。然而

针对国外的多数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间关系并

不支持最优规模理论，而是多数居民的幸福感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而单调递减 [34,35]。针对国内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

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间呈显著正相关，

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居民幸福感越高 [36] ；也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城市居民幸福感普遍较低 [20]。同时，部分

学者认为对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间的关系无法用简单线性

相关模型进行描述，而可能呈现正 U 形或倒 U 形曲线。有

研究在以城市居民幸福感算术平均数为因变量，引入城市规

模的平方作为自变量后发现，城市规模平方与幸福感间呈显

著正相关，因此判断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间呈现 U

形曲线，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幸福感均高于中等城市 [37] ；也

有学者研究得到与之相反的倒 U 形曲线关系 [20]。此外，还

有研究认为，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间无显著相关性 [9]。在

研究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关系时不同学科背景学者所采用

的理论、方法和数据形式均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尚未形成

相对成熟并获得广泛认可的结论。

从城乡规划学的角度而言，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相

对较少。国内目前的规划编制工作中，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

考虑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

多数项目仅在现行总规实施评估中将居民满意度作为评价指

标之一 [38] ；而在新一版总规编制过程中确定部分规划指标的

取值时，通常会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规划实

践经验选择相应指标取值，未能充分考虑相应指标取值变化

对居民满意度的潜在影响 [39-41]。这种规划编制工作方式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在当前社会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愈加重视的背

景下，城乡规划学界需要加强对此议题的切实回应。此外，

城市规划体系所遵照的技术标准往往从相对宏观角度对规划

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10]。

对此，规划学界也给予关注，初步形成了对“幸福城市”

内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 [11-13]。然而在当前我国城市规划

工作中，尚未能准确识别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要素，依靠

城市规划主动干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理论依据及实施路

径尚待明确。因此在规划编制工作过程中，往往未能充分考

虑规划指标取值范围选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研究尝试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探索与城市居

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1  文献评述

奚恺元指出，幸福学的主要挑战不在于如何制定幸福指

数，而是研究决定幸福的因素 [14]。现有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

成果表明，个体幸福感主要取决于其对当前生活状态的满意

程度 [15]。根据环境心理学理论，城市居民生活的满意程度部

分取决于其对所在城市空间要素的认知与评估 [16]。在城市规

划工作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研究问题上，当前

国内外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城市规模、住房条件、

城市环境质量及微观规划设计要素等领域 [17-20]。

在城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方面，国内外研究结论尚存在

较大差异。多数国外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于农村地区，生活

在城市中的居民具有更低的主观幸福感。对美国、欧洲各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结论 [21-23]。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三点：（1）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对居民

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2）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面临

更高的失业风险，因此幸福感更低 ；（3）城市问题，如交通

拥堵、高犯罪率等均会对居民幸福感造成不利影响。然而针

对中国的研究成果表明，城镇化对居民幸福的影响可能存在

多种结果。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

上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4] ；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尽管中

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有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但农村居民

主观幸福感总体上高于城市居民 [25] ；此外，城市化水平对中

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居民主观

幸福感与城市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呈正相关但

不显著 [26]。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国际及地区性差异或可用经济

学中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解释，即

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时，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

比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因此可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当国家

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的提高往往伴随着幸福感

的显著提升，但当国家或地区相对富裕时，国民幸福水平往

往不会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而显著上升 [27]。

对住房条件的研究多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关注产权、

房价和住房资源公平性等宏观层面要素对居民幸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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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取值范围作出上限或下限规定，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范

围内“一刀切”的现象，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GB50137-2011）》（以下简称“新版标准”）中对 A 类、

S 类和 G 类用地中部分指标仅作出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范围

或规划人均单项指标下限的规定，各城市相应规划指标取值

的自由度相对较大。因此需要采取合理的技术方法，从更精

确的角度研究不同指标取值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加强城市

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体现人本主义的关怀。

整体而言，不同学科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与居民幸福感

间关系的研究在指导理论、技术方法等方面均存在较为显著

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分歧。部分研究以居民幸福

感等级数据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衡量城市总体幸福感的指标，

或采取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忽视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数

据的离散性和有序性特征，对此类数据的使用及分析与相关

统计学原理存在较大出入，其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42,43]。

因此有必要从城乡规划学角度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识别可

能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规划指标项。

2  数据采集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反映城市当前空间规划实

施情况的各类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反映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

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居民主观幸福感等级数据为因变量，以

各类建设用地指标为自变量，衡量城市规划对居民幸福感的

影响作用。

2.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

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CGSS2010）
问卷结果，用以反映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二方面为相应年度《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1》（以下简称“城市年鉴”）数据，用以

反映各城市建设用地状况；第三方面为各地区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用以反映各城市常住人口规

模。以上三部分数据将与相应城市匹配，汇总形成数据截面。

其中，CGSS2010 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覆盖中

国大陆全部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总样本量为 11 784 份。

本次研究对象为城市居民，因此从中筛选出调查地点类型为

“城市”的问卷作为有效结果，并删除城市统计数据缺失的

样本，最终得到满足本次研究目的的有效问卷共 7 078 份。

在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对 A36 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

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被试者需根据李克特量表要

求（Likert Scale）从“1 很不幸福；2 比较不幸福 ；3 居于幸

福与不幸福之间 ；4 比较幸福 ；5 完全幸福”五个选项中选

择相应答案。笔者将此题答案作为本次研究的显示性指标，

用于衡量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

同时，笔者对年鉴中的数据依照研究目的进行整理，针

对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各类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研究。在我国

当前城市规划体系中，城市之间建设用地结构间的差异在宏

观层面主要受到城市总体规划的影响，其规模主要受相应的

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城市总体规划定额指标属于综

合性指标，包括总量规模与人均规模两个维度。新版标准中

规定，在总量规模维度上，主要由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结构反

映；在人均规模维度上，包括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及

规划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两部分。本次研究选用的定

额指标主要包括城市规模、住房条件、基础设施建设、绿化

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五个领域，用于描述各城市当前空间

环境的规划建设现状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一方面，依

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总量规模维度多项指标

之间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例如人口规模总量与建设用地规

模总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等），不符合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对自变量独立性的要求。初步研究也证实，总量维度指标的

回归模型拟合度较差，各要素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本次研究

中未能观察到总量维度各指标所反映的各类城市建设用地总

体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采用人均规模

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可有效减少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增加模

型分析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并有较好的模型拟合度与说服力，

因此本研究后续部分主要采用人均规模维度的各项指标数据

进行分析。由于城市年鉴中仅对各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总量进

行了统计，因此引入六普中各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数据资料进

行计算，求得相应各城市各类人均建设用地情况。

2.2  数据描述
GCSS2010 问卷调查结果中满足本次研究要求的有效问卷

共计 7 078 份。其中，性别比例为男性 47.5%，女性 52.5% ；

年龄涵盖范围从 17~96 岁；民族比例中，汉族为 94.1%，其

他民族为 5.9% ；宗教信仰比例为有宗教信仰 12.6%，无宗教

信仰 87.4% ；年收入水平涵盖范围从 0~600 万元；受教育程

度包含从“未受教育”到“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数据基

本涵盖了城市居民的各类人群，因此可有效反映城市中各类

人群主观幸福感水平，体现了全社会“共享幸福”的原则，

也体现了对城市规划的多主体参与原则的考虑。

当前已有多个机构发布了众多中国居民幸福感统计排行

榜，但社会各界普遍存在对“被幸福”的质疑 [44]。为了避免

此类情况，本研究参考社会学界与心理学界相对成熟的研究

成果 [45]，采用“主观幸福感”（SWB: Subject Well-being）测

度城市居民幸福程度，并以此反映中国城市居民对当前生活

状况的满意程度，尤其是对其所处城市当前规划建设情况的



113 2018 Vol.33, No.6国际城市规划

靳文博  翟国方  何仲禹  陈伟    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研究

满意程度。对 CGSS2010 有效问卷结果的研究表明，当前我

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整体而言较高，超过半数的居民认为

自己目前“比较幸福”（图 1）。

  （3）

等价于：

  （4）

继而求得各类不同有序结果的概率为：

  （5）

上述各式中的参数估计可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得到。

城 市 居 民 幸 福 感 共 分 为 5 个 级 别， 相 应 取 值 为

（happiness=1）、（happiness=2）、（happiness=3）、（happiness=4）、
（happiness=5），对应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共有 4 个

函数。各模型对应的概率为：

   （6）

其中，happiness = j 表示等级为 j 的主观幸福感水平；xi

表示第 i 个自变量；α j 表示幸福感为 j 时的截距参数；β i 为

回归系数。

3.2  变量定义
根据相关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成果，本位选取描述居民

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问卷调查结果为因变量 ；以个人因素、家

庭因素和城市空间因素三个层面的因子作为自变量，分别用

以描述被试者的特征、家庭经济和住房水平及所在城市的空

间规划实施情况（表 1）。各变量数据形式包括分类变量和

连续变量两种。对各类变量分别进行 Kruskal-Wallis 检验及单

因子分析卡方检验，从中筛选出 p ＜ 0.1 的变量，经 Z-score

标准化处理后进入回归模型。

4  回归分析与结果

4.1  模型构建与回归
本文最终选取三个层面的自变量，考虑其交互作用，先

后建立 5 个模型，进行逐步回归，使各个层面的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作用和层次表现得更为清晰。其中，M（1）考

图 1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分布柱状图
资料来源：CGSS2010，笔者绘制

3  建模方法

本研究根据 CGSS2010 调查结果，将城市居民主观幸福

感等级分为 5 个等级的有序数据，但根据实际情况，各幸福

感等级之间的差距不一定相等，并且各等级间的差距往往难

以精确量化 [46]，因此针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等级数据的有序

性及离散性的特点，本研究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Ordinal Logistic Models）[47,48] 建立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与

其显著性影响指标间的关系模型。有序 Logistic 回归适用于

因变量为离散型有序变量，自变量为连续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离散变量（discrete variable）、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或有序变量（ordinal variable）的回归问题，在社会

学及心理学领域常用于复杂系统内某局部现象与其可能的影

响要素间作用关系的研究 [49-52]，与部分学者研究幸福感时所

采用的线性回归方法相比，更符合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

的数据特征。

3.1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本研究中主要采用累积比数模型（Cumulative Odds 

Model），假设因变量存在 k 个级别，则对应有序 Logistic 回

归分析模型有 k-1 个函数。记因变量等级为 j（j=1，2，…，k） 

的概率为：P(y=j|x)，则等级小于等于 j（j=1，2，…，k）的

概率为：

  （1）

式（1）可称之为等级小于等于 j 的累积概率。做 logit

变换可得：

  （2）

有序分类结果的 Logistic 回归定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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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居民个人因素层面的因子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M（2）
考察了在 M（1）基础上，加入家庭因素后各因子与主观幸

福感的关系；M（3）考察了不考虑任何控制变量时，人均

维度建设用地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M（4）在 M

（3）的基础上加入个人因素因子 ；M（5）在 M（4）基础

上再加入家庭因素因子作为控制变量。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

果由 SPSS20.0 中文版软件给出（表 2）。

4.2  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中，M（1）考察了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与幸福感的

关系。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呈现高度显著的负相关（p<0.01）；
政治面貌、当前健康状况、心情沮丧程度等 3 个因子与主观

幸福感呈现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具体而言，女性比男性的幸

福感更高，有宗教信仰者比无宗教信仰者更幸福，受教育程

度越高者越幸福，中共党员比非党员更幸福，身体越健康、

心情沮丧程度越低，主观幸福感越高。上述结果与现有相关

文献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7,17,24]。

表 1  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

类型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赋值情况

个体

因素

X1 性别 女 = 0，男 =1

X2 民族 汉族 = 0，其他 =1

X3 宗教信仰 无信仰 = 0，有信仰 =1

X4 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 0，小学 =1，初中 =2，中专、

技校及高中 =3，大专、大学及以上 =4

X5 政治面貌 非党员 = 0，共产党员 =1

X6 当前健康状况 不健康 = 0，较不健康 =1，一般 =2，较好 =3

X7 近期心情沮丧程度
总是 = 0，经常 =1，有时 =2，很少 =3，

从不 =4

家庭

因素

X8 家庭年总收入 连续变量

X9 家庭套内居住面积 连续变量

城市

空间

因素

X10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
连续变量

X11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连续变量

X12 人均道路用地面积 连续变量

X1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连续变量

X14 人均绿地面积 连续变量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表 2  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序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

自变量 M（1） M（2） M（3） M（4） M（5）

Cut 1     -4.581***     -3.458**    -12.421**      -7.921**      -5.281***

Cut 2     -2.907**     -1.784*      -9.337***      -4.188***      -3.067***

Cut 3     -1.575**     -0.453***      -5.883***      -1.763**      -1.622***

Cut 4      1.134***     2.261***      -2.467**       1.200***       1.847**

X1 性别     -0.219***     -0.191** —      -0.222***      -0.249***

X2 民族      0.152*     0.164* —       0.133       0.198

X3 宗教信仰      0.073*     0.045* —       0.073*       0.086*

X4 教育程度      0.018*     0.029 —       0.228       0.021

X5 政治面貌      0.019***     0.013 —       0.062       0.053

X6 当前健康状况      0.226***     0.221*** —       0.225***       0.263***

X7 心情沮丧程度      0.415***     0.402*** —       0.478***       0.496***

X8 家庭年总收入 —     0.163*** — —       0.272***

X9 家庭套内居住面积 —     0.008* — —       0.013**

X10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      -0.006**      -0.007**      -0.028***

X11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 —       0.019***      0.0196***       0.041***

X12 人均道路用地面积 — —       0.033***       0.030***       0.072***

X1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       0.051**       0.049***       0.051***

X14 人均绿地面积 — —      -0.004***      -0.004***      -0.048***

伪 R2（Pseudo R-square）      0.083     0.098       0.057       0.103       0.124

卡方（Chi-square）   1 894.392***   2 036.216***   642.853**   895.911***   947.105***

注：1. 表中数字为变量回归系数；

  2. ***、**、* 分别表示 p0.01、p0.05、p0.1 ；

  3. Cut 1、Cut 2、Cut 3 及 Cut 4 为常数项；

  4. M(1)、M(2)、M(3)、M(4)、M(5) 分别指向回归模型 1—模型 5。
资料来源：CGSS201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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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考察了在 M（1）的基础上纳入家庭因素层面的

2 个因子后，各因子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教

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的显著性从 M（1）结果中的显著变为 M

（2）结果中的不显著，这说明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与幸福

感的关系，受家庭总收入和家庭套内居住面积的影响较大，

这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的差异和政治面貌的差别并不直接作

用于居民对自身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可以理解为不同教育程

度和政治面貌的居民对家庭收入及住房面积等物质生活水平

的期望及相应的满足感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家庭年总收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

关。对国外的研究发现，仅在贫穷时，收入才与主观幸福感

呈现显著正相关，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反而出现主观幸

福感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即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间

呈倒 U 形 [53]，对国内基于 CGSS2006 数据的研究结果也证

实了这一观点 [54]。考虑到中国目前尚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

在本次研究数据所在的 2010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

全球 193 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 94 位 [55]，因此中国居民收入

水平尚未超过相应的阈值，可以解释居民收入与幸福感间仍

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此外，家庭套内居住面积与幸福感存在

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幸福感越高，与国

内相关研究的主流观点基本一致。

M（3）考察了在不控制其他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人均

维度建设用地指标因子与幸福感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

至少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道路

用地面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 3 个因子与幸福感呈显著正

相关，与预期基本一致；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人均绿地

面积等 2 个因子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此结果值得给予更

多的关注。

国内研究表明，从城市规模角度来看，大城市的土地

集约程度更高，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通常低于中小城

市 [56] ；从城市职能角度来看，区域中心城市（省级及以上

行政中心）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最小，地方中心城市

（地级及以下行政中心）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最大 [57]。

因此居民幸福感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呈负相关的现象可能

是在过去近 10 年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浪潮中，不同规模和

行政级别城市对城市规划建设及城市土地利用情况的管控

力度和有效性存在差异所导致的。此外，考虑到在高速城

镇化过程中的新城、新区建设浪潮以及随之出现的“鬼城”

化现象 [58]，或可说明在城市用地扩张幅度超出同期城市人

口增长需求的情况下，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越大，受可能存在

的通勤成本增加、公共设施服务水平下降等不利因素影响，

居民主观幸福感越低。因此 M（3）中人均城市建设指标与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负相关结果可以理解为 ：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越大，城市人口规模越小，城市行政级别越低，

城市土地利用集约程度更低，或城市“鬼城”化倾向越高

等情景，因此其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人均绿地面积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显著相关性已得到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证实。有国内学者对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

指标与人体舒适度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人均绿地面积是影响

城市居民舒适度的重要指标 [59]，其他学者对北京等城市的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60]。但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绿地面

积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这一结果与通常观念中“城

市中绿地或公园越多，居民越幸福”的直观感受不一致。从

建设用地结构的角度来看，相对一致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总

量约束下，人均绿地面积增加意味着其他类型人均用地的减

少，而这可能是影响居民生活便利程度和满意程度的主要因

素。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城市化进程刚经历了“重规模

轻质量”的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排除

城市居民为了缓解某些当前阶段最主要的城市生活矛盾而愿

意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的可能。例如在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总

量约束条件下，可能存在居民倾向于希望获得更多人均道路

用地或公共服务用地，为此可以接受较低的人均绿地指标的

现象。此外，城市绿地对市民的影响作用不仅表现在其规模

数量上，还表现在可达性和服务水平方面。较低的可达性和

绿地服务水平同样可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关于人

均绿地面积与居民主观幸福感负相关性结果的解释，需要更

充分的数据验证及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M（4）考察了在控制个人因素的情况下，人均维度城

市空间因素指标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民族因子幸福感的影

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 ；人均道路用地面积、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等 2 个因子与居民幸福感作用显著性上升。其余结果与 M

（3）、M（2）类似。这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因素的影响后，

人均道路用地面积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两个因子对幸福感

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

M（5）考察了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后，人均

维度城市空间因素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其结果与

M（4）基本一致。

人均居住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即

人均居住面积越大，居民越感觉幸福。旧版标准城市土地利

用分类中，中小学用地也被包括在居住用地大类内，因此城

市年鉴中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指标不仅反映城市的人均住宅类

居住用地情况，也包含了人均中小学教育用地的信息。人均

居住用地面积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可解释为当前中

国城市居民对住宅类居住用地和中小学教育用地的需求较为

旺盛。而这种诉求在新版标准对相应内容的规定变化中得到

了有效的体现。在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上，旧版标准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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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 m2/ 人，大城市不得少于 16 m2/ 人；而新版标准规定

为 23~38 m2/ 人，取值区间存在显著的提升。此外，与旧版

标准相比，新版标准将原属于居住用地大类的中小学用地划

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大类中，所以实际上就住宅类居

住用地而言，新版标准作出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该变化表明，

一方面新版标准对国内城市现有人均居住用地已普遍突破国

家原有标准的现实情况有所回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益增长

的城市人口对居住用地的旺盛需求将在未来得到延续。家庭套

内居住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

结果。

人均道路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即人均道

路面积越大，主观幸福感越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

城市交通设施供小于求的现状。多年来，中国城市人均道路

面积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尽管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但仍然落后于城市交通量的增长速度。这导致城市空间

的可达性和机动性受到限制，市民的通勤成本不断上升，从

而影响了居民对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高度显著的正相

关。这说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即富

裕地区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这一结果也支持了一

些西方学者跨文化研究的结论，富裕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幸福

感从总体上高于贫穷国家或地区 [61]。

由于 SPSS 软件并未直接生成各因子 OR 值信息，因此需

要对现有结果进行换算。OR 值与估计参数 B 的换算方法为：

 OR=exp(B) （7）

因此得到 M（5）各因子 OR 值，如表 3 所示。可见，

在对个人及家庭因素进行控制之后，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

显著影响的因子中，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每增加 1 个标准

差单位，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概率减少 2.8% ；人均居住

用地面积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单位，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

概率增加 4.2% ；人均道路用地面积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单位，

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概率增加 7.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单位，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概率增加

5.2% ；人均绿地面积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单位，居民主观幸福

感提升的概率减少 4.7%。

因此，建议在城市总体编制过程中确定人均单项建设用

地指标时，除了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应考虑到

各类用地指标变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合理区间内

选择更能有效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取值。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年鉴及六普数据，研

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建立了中国城市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

指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评价模型。通过分析发现人均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绿地面积等 5 个因子与居民主观幸

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

道路用地面积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

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与居民主观幸福

感呈显著负相关。后续城乡规划视角下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

因素的探索研究可根据采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

分析及影响因素显著性判断，共同构建更加完善的居民主观

幸福感影响因素评价模型。

笔者建议在展开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时，可以尝试

将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变化对居民主

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纳入考虑，从城乡规划的角度积极参与

“幸福中国”的构建，作出主动干预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共同影响。城市规划管控下的城市空间环境因素仅是影响居

民主观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因此本研究仅能反映数据截面下

城市规划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部分影响，深层次的作用机制

有待后续更多数据支持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本论文使用数据部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

主持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作者感谢此机构

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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