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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Built Environment Research Based on Children’s School Travel Behavior

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综述

王侠  焦健
Wang Xia, Jiao Jian

摘要：城市蔓延以及“以车为本”的城市建设模式与场所设计，使得儿

童通学出行距离加大，私家车通学出行比率不断增加，不仅增加了城市

交通压力，也影响了儿童体力活动以及家庭生活品质等。国外在 1980

年代开始研究通学出行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国内近年开始关注

并展开相关研究。本文梳理了目前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成果 , 

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研究基础。首先，社会生态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建

成环境与通学出行的相互影响关系；其次，影响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

究空间单元是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因子测度可以分为主观感知与客观

要素两方面；然后，结合我国规划体系，对影响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影

响因子从土地、交通、设计、学校四方面进行了梳理；最后介绍了该研

究的应用。

Abstract: Children’s school travel behavior from walking to private cars has 
not only increased urban traffic pressure, but also lead to childhood obesity 
and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other issues. The studies of children’s 
school travel behavio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built environment began in 
1980s abroad;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most recently that relevant research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built 
environment based on children’s school travel behavior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s well as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social ecology model could offer better explanations 
abou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school travel behavior. 
Secondly, built environment is often measured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cisions on school travel behavior consist 
of two aspects, i.e., objective aspect and subjective (perceived) aspect. Thirdly, 
this current research classifies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to four categories that land use, transportation, design and school. Lastl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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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机动化的高速发展，小学生通学交通方式发

生了很大转变：小学生步行、骑车上下学比例急剧下降，

私家车接送学生现象日益普遍。这对儿童体力活动与社交

机会减少、儿童身体健康与独立性的培养、学校附近交通

混乱与堵塞，以及儿童通学交通安全威胁等都产生相关 

影响。

起源于对儿童肥胖问题与出行安全问题的关注，国外

于 1980 年代开始儿童通学行为研究，其中较早介入的是公

共健康领域，他们认为步行与骑车出行，即活跃交通方式

（active travel）的减少是造成儿童体力活动下降进而导致肥

胖比率增高的因素之一，并认为通过建成环境的改善可促

进体力活动的发生 [1]。交通与城市规划领域则从关注成人出

行行为研究逐渐开始关注儿童通学出行，从交通管理政策、

建成环境等方面分析影响通学出行的因素。

儿童通学出行方式更容易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其出行

行为会对家庭出行链产生影响，从而可能影响整个人群的

出行方式。但是，通学出行与一般成人通勤、非通勤出行

研究又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 ：（1）行为决策主体。不同

于成人个体决定出行模式，儿童通学出行极大受到家庭决

策的影响，也因此，通学出行研究对象并非只是儿童个体，

而是家庭 ；（2）影响绩效因素。相比于成人出行决策，通

学出行决策不仅强调时间与经济成本因素，还强调安全因

素与健康因素；（3）建成环境尺度。不同于成人出行研究

中建成环境研究范围是整个城市或者片区，通学出行有明

确目的地与出行链，空间尺度可集中在居住地、学校及二

者之间的路径物质空间环境上 ；等等。因此，探索可促进

儿童步行与骑车出行的建成环境因素，并对其进行规划介

入，将对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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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如何为儿童营造一个良好通学环境，也已成为城

市交通、规划与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目前相关研究集

中于通学特征 [2,3]、校车线路的规划设计 [4] 以及儿童出行与

建成环境的研究 [5] 等方面。

本文对建成环境对通学出行影响的研究成果予以梳理，

介绍了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的解释框架、研究范围、研

究测度等，并着重从土地、交通、设计、学校四方面梳理了

建成环境物质因素对通学出行的影响因子体系，希望能为后

续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实证研究提供研究基础。

1  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的基本概念

建成环境指有别于自然环境，人为建设改造的各种建

筑物和场所，尤其指那些可以通过政策、人为行为改变的环

境，通常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土地利用、交通系统和城市设

计等 [6]。塞韦罗和科克曼（Cervero & Kockelman）于 1997 年

提出 3D 模型，即从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sity）与设

计（design）三个维度探讨建成环境与交通行为的影响关系 [7]。

之后，尤因（Ewing）和塞韦罗又增加“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与“换乘”（distantce to transit）两个变量，完善

了 5D 模型 [8]。汉迪等（Handy et al.）提出的建成环境模型增

加了使用者的体验，包含两个层面和五个维度。这两个层面

指社区层面（neighborhood）与区域层面（regional）；五个维

度包括密度与强度（density and intensity）、用地混合度（land 

use mix）、街道连接度（street connectivity）、街道尺度（street 

scale）、美观度（aesthetic qualities），区域层面的指标还包括区

域结构（regional structure）[6]。

通学出行指儿童上下学交通。由于在年龄与心智上均未

成熟，儿童尚不足以自己进行出行决策，其通学出行往往由

家长决定。因此，本文的儿童通学出行包括两个层面：通学

方式与出行特征，前者包括独自上下学与他人接送上下学两

种方式，后者包括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出行时间，以及出

行链等行为特征（图 1）。儿童可以选择的交通方式与通学

方式相关，如独自上下学的儿童就不能选择私家车出行，而

两种通学方式都可以选择步行出行。

2  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内容

2.1  解释框架
政府与学者希望通过政策与环境干预人们的出行，减少

小汽车使用，因此建成环境与交通行为研究重点关注两者之

间的影响机理。由于儿童通学出行行为与成人出行决策之间

存在差异，以成人为研究对象的交通行为研究思路与结论并

不能直接解释城市环境与通学出行行为的影响关系。近年来，

学者结合生态学理论与方法，从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建成

环境因素等维度构建社会生态模型，以解释通学出行与建成

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规划领域最早建立起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方式影响关系

框架的是麦克米兰（Mcmilan），她于 2005 年根据通学出行

行为的差异性提出新的概念框架：通学出行很大程度上是家

长决策的过程 [9]，并且从中介因素（mediating）和缓和因素

（moderating）两方面解释了相关因子如何影响建成环境与

通学出行的关系。但是该框架忽略了儿童本身所起到的决策

作用，并且缺乏对影响通学出行行为决策的建成环境因素的

探讨。2008 年，潘特等（Panter et al.）基于因子生态学方法

的实证研究，认为家长与儿童共同参与了通学出行行为决策

过程，建立了由儿童个体因素、建成环境、外部因素及调节

因素四个主导因素建构的通学出行影响机制概念框架，并将

建成环境属性分为三个方面，即邻里环境属性、目的地和周

边环境属性及路径环境属性 [10]。潘特提出的框架虽对通学出

行方式相关因素有全面的总结，但并未解释通学出行决策与

生态模型中不同层级环境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 [11]。为了克服

这一缺陷，米特拉（Mitra）应用社会生态模型理论与方法，

构建了通学出行行为模型（BMST），从个体、家庭、建成环

境及外部环境四个维度综合分析影响通学出行行为的因素，

将建成环境分为临近性、安全性、连接性、舒适性与吸引性

及社会资本五个方面，去探讨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之间的影

响关系 [12]（图 2）。相比于传统单一层次的因素分析，社会

生态模型能从多维度综合分析通学出行的影响因素，被推广

应用于国内外公共健康与城市规划领域行为研究，建成环境

对体力活动影响的研究得到很大发展。

从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影响关系研究概念框架来看，建

成环境并非影响通学出行唯一因素，非建成环境因素如家庭

态度等可能会与通学出行有着更强烈与更直接的关系 [9]。一

方面建成环境因素可能直接影响家长出行决策，另一方面非

建成环境因素可能影响家长对建成环境的认知，进而间接影

响出行决策。建成环境对通学出行的影响结果及二者间的关

联强度受年龄、性别等非建成环境因素影响 [10]。因此在社会

生态模型框架下，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研究中往往需将非建
图 1  儿童通学出行的概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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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环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个体特性（年龄、性别、

自我效能及儿童对活跃出行的态度）、家庭特性（家庭社会

经济情况、家长的态度及其通勤特征）、外部环境因素（自

然环境与政策因素）三大因素。

2.2  研究单元
通学出行实证研究中往往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选取不同的

研究空间单元，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建立在社区尺度上。一般

采用个体住家或学校 1 km 范围内的建成环境变量。如米特

拉等在 2010 年的研究中取样本住家与学校 400 m 缓冲区作

为研究空间单元 [13] ；潘特等在 2010 年分别取样本个体住家

800 m 缓冲区、通学路径 100 m 缓冲区作为研究范围 [14]。

不同的研究空间范围会致使同一建成环境因子对通学

出行影响的结果存在差异，这其中牵涉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

基础性的方法论问题，即可修正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

针对此问题，米特拉等以样本住家与学校建成环境为对象，

分别从地理尺度范围与区划范围测度相同的建成环境因子，

试图分析出建成环境因子在哪个研究范围显示出与通学出行

行为较强的关联性，其中地理尺度范围指以住家或学校为中

心的 250 m、400 m、800 m 及 1 000 m 四个缓冲区研究范围，

区划范围包括人口普查边界（DA）与交通分区边界（TAZ）。

其研究结果显示通学出行行为研究中存在可修正性面积单元

问题，建成环境因子对通学出行的影响系数因研究范围的变

化而显示出不连续性，并有随着研究空间单元尺度的增大，

关联性降低的趋势，并指出更多建成环境因子在 400 m 研究

缓冲区中显示出与通学出行的关联性 [15]。从已有的研究成果

来看，很难在研究范围上得到统一的结论，需结合具体对象

确定空间单元划分方法和空间尺度。

2.3  研究测度
环境心理学认为建成环境通过影响人对环境的感知间接

影响出行行为。麦吉恩等（Mcginn et al.）认为客观环境要素

与人对环境的感知对体力活动的影响关系是独立的，也因此

有必要从客观与感知两个维度去测度建成环境 [16]。因此，建

成环境的测度维度包括物质空间的客观测度（objective）与

人对环境的感知测度（perceived）。前者在研究中通过开放地

图数据与 GIS 等空间分析技术获取空间数据；后者则通过问

卷调查询问居民的环境主观感知获取数据，如美学感知、安

全性感知及吸引力感知等。

建成环境客观要素与主观感知对行为影响结果一致性

微弱。如马亮等（Ma et al.）的研究团队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socio-cognitive theory），将感知建成环境作为中间变量，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客观和感知建成环境与骑车行

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得出建成环境主观感知显著并直接地影

响着骑车出行行为，而客观要素与骑车出行的影响关系会在

控制主观感知后显得关联微弱的结论 [17]。由此可见，客观建

成环境与行为影响关系中牵涉着人主观认知的影响，主观认

知比客观要素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 [18]。

图 2  米特拉儿童活力通学出行决策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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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中对于儿童通学出行的研究以建成环境的客观

测度为主，缺乏儿童主观感知维度的测度。但对儿童来说，

对环境的感知，尤其安全性、健康性的感知，对其通学行为

的影响比成人更加显著。也因此，从影响儿童主观感知的客

观建成环境因子入手研究并制定环境改造方案与相关政策显

得更加必要与有效，而其中心理学理论可能是揭示客观测度、

主观认知和出行行为之间影响机理的关键 [18]。

2.4  影响因子
对于建成环境的物质要素分类，应用较为广泛的是 5D

模型。由于“D”变量与国内规划体系要素之间衔接不足，

难以直接应用，本文将结合研究对象，从土地利用、道路交通、

环境设计和学校建筑四个方面梳理影响通学出行的城市、街

区 / 社区、建筑层面建成环境因子，以对接国内的城市规划、

交通规划、社区建设和学校建设等不同层面物质空间建设要

素（图 3）。
尽管学者致力于解释建成环境与交通行为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不同的环境指标和研究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从

丁姓学者等（Ding et al.）就实证文献中建成环境因子对出行

环境的影响关系统计可以看出结果往往是双向的 [19]，这也使

得目前建成环境因子对出行行为的影响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2.4.1  土地利用因子

城市土地利用决定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影响人们的出

行方式以及出行路径的选择等，是建成环境的重要影响因子。

土地利用因子主要通过密度（人口密度、用地比例、建筑密

度等）与土地利用混合度来测度，也有研究纳入职住平衡指

数、中心度及区域可达性等因子。

多份实证研究证明，出行距离与出行时耗是影响通学出

行方式的主要因素。在欧洲，各种交通工具的出行距离都比

在美国短，如荷兰 44% 的出行，丹麦 37% 的出行以及德国

41% 的出行距离都小于 2.5 km，而美国的数据是 27%，这是

因为欧洲的开发密度高 [20]。短距离出行的步行、自行车比例

相对较高 [21]。2001 年，尤因等（Ewing et al.）对 20 世纪的研

究工作进行了总结 [22]，发现一次出行距离主要受建成环境的

影响，汽车出行的区域的建成环境影响比社区的大，重塑或

构建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空间结构是减少汽车出行的关键。

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虽不同实证对象结论有所差

别，但都表明高居住密度与较高的土地利用混合度与活跃

通学出行呈正相关关系 [23]。其中，赖利与兰蒂斯（Reilly & 

Landis）研究发现，提高 50% 的建筑密度可增加 40% 的步

行比例 [24]。根据塞韦罗的研究，建成环境的 3D 因子中，密

度与出行方式的影响，相比较混合度和设计因子而言，具有

明显的影响效果；混合度和设计因子也被认为与密度具有某

种程度的关联性 [25]。麦克唐纳（McDonald）认为较高的居

住密度与土地利用混合度有利于长距离出行决策中活跃交通

的发生 [26]。职住平衡比用地混合更能促进步行 [8]。

2.4.2  道路交通因子

道路交通因子影响建成环境的连通性、安全性与交通可

达性。道路交通因子可分解为道路设计因子、交通设施因子

和公交换乘因子。

（1）道路设计。道路设计因子包括路网密度、交叉口密度、道

路交通容量与设计车速、主 / 次干路比例、断头路比例、路线直接

性比率（PRD）等二级因子。研究表明，车行速度大于30 km /小时， 

以及不安全邻里环境会降低儿童步行比例 [27]。贾尔斯 - 科尔

图 3  建成环境因子重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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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等（Giles-Corti et al.）研究发现儿童更倾向于在高连接性、

低交通容量的建成环境中步行，而高连接性、高交通容量则

会减少步行比例 [28]，因为连接性较高且承受较大交通量的地

区，会降低儿童步行交通环境的安全性，从而降低儿童活跃

交通比例。

（2）公交换乘。公交换乘包含各种公交出行换乘的情况，

如公交站到小学门口距离、公交线路数量、公交站密度、校

车数量与路线数量、地铁数量等。公交线路多、公交站密度

大且学校门口临近公交站，与家庭公交出行的影响正相关。

200 m 缓冲区内公交车站与学生步行上学的可能性呈显著相

关 [5]。马卡特（Mackett）研究发现，家长开车接送儿童的原

因之一，是居住点缺乏其他出行方式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

（公交车、校车、地铁等）的便捷与多样化可以减少私家车

出行 [29]。当出行多样性指标越高，可以增加儿童步行以及独

自上下学的可能性，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比例 [30]。

（3）交通设施。交通基础设施 , 包括人行道、步行道、

自行车道、人行过街设施、自行车租赁点等设施，被认为是

促进活跃交通的主要手段。尽管对成年人来说，交通基础设

施和增加活跃交通没有很强的联系 [31]，但对儿童这一特殊群

体，家长往往会担心孩子在缺乏人行道等设施的地方行走会

遭遇交通事故，学者也发现人行道铺设完整度较高的建成环

境中步行上学的比例更高 [32]，但也有研究表明人行道的改进

对促进步行上下学的效果并不显著 [33]。相比于人行道对步行

影响的争议性，文献一致认为，自行车基础设施的缺乏是激

励骑车出行的主要障碍之一，自行车专用设施（SBFs），如

安全岛、凸起式路缘铺装等隔离机动车与自行车的基础设施，

可提升骑车安全度，这类设施广泛地应用于荷兰和丹麦的城

市，对骑车出行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31]。

2.4.3  环境设计因子

环境设计影响行人美学感知、舒适性与吸引性，更多衡

量的是城市建成环境的安全性和空间品质。相比于改变土地

利用、道路密度、街道形式等，环境设计是在城市更新中提

升活跃交通比率成本较低、易于实施的措施。包括友好的步

行空间设计、方便的公共服务设施。

（1）友好的步行空间设计：街区规模、开放空间（公园、

广场等）设计，林荫道、人行道完整度、街道界面以及自行

车道布局等。这些因子可以测度步行空间的安全性、便捷性

和健康性。在街区尺度上，多数研究认为小尺度的街区会促

进活跃交通 [9]。对儿童而言，街道意味着可以提供体力活动

和休闲活动的场所 [19]。街道的低连通性以及低交通量有利于

儿童展开户外活动 [34]，麦克米兰提出道路两旁房屋窗户面向

街道的比例与活跃交通呈现正相关关系，面向街道设计的房

屋增加街道的安全感与亲近感，从而增加儿童活跃交通的机

会 [27]。更多的城市开放空间和行道树能促进步行行为 [35]。

（2）方便的公共服务设施设计 ：小学周围的社区公服、

教育机构、菜市场、超市、便利店、餐饮店，等等。土地利

用对通学出行的影响结果与年龄呈现一定相关性：对青少年

来说，高居住密度、高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商业及休闲娱乐

用地临近与其步行行为相关 ；而对于儿童来说，其步行行为

仅与休闲娱乐用地临近性相关 [36]。

2.4.4  学校规划因子

城市小学的空间建设会影响家庭择校行为，小学时间管

理对接送家长的时间制约很大，因此学校建设因子分为时间

管理和空间品质两个二级因子。

学校环境属性，如规模、停车场设置、校门前空间等因

素都可能对通学出行产生影响。尤因等在 2004 年提出不同

规模的学校其建成环境的差异会影响活跃交通，如规模较大

的学校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建筑后退距离与更多的停车位，而

其实证研究显示学校规模与活跃通学交通联系并不明显，并

指出早期研究中由于并未控制出行时耗因子而显示出学校规

模与通学方式明显的关联性 [37]。布拉扎等（Braza et al.）通

过对 34 个小学实证研究发现规模偏小的学校及较高的人口

密度会促进儿童活跃通学交通 [38]。麦克唐纳提出在社区学校

可能会提高步行上学的比率 [39]。

2.5  研究应用
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的研究应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对学校规划与选址提供建议。通学出行影响学生与家长

生活，也是影响学校选址决策的因素之一。学校选址与通学

出行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学校到住家的空间关系以及学校、

住家和出行路径构成的建成环境影响出行距离与出行时耗，

因此，学校规划间接影响通学出行方式。从通学行为与促进

儿童活跃交通的角度探究学校选址、学校规模对学校规划建

设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学校规划提出新思路 [37,40]。

另一方面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行为研究可促进就儿童

上学安全问题、交通安全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政策。为了

改变机动车上下学比例逐年攀高的趋势，丹麦 1976 年推出

“上学安全路计划”（SRTS: Safe Routes to School），欧美各

地相继大规模实施这项政策措施。这项政策实施内容从教育

（education）、鼓励（ecouragement）、工程（egineering）、强

制措施（enforcement），即“4E”四个方面促进儿童步行 /

骑车上下学，具体包括人行道、自行车道、交通设施等基础

设施改造与交通安全教育、志愿者、法律等非基础设施改造

措施 [41]。此外，还有促进儿童步行计划（CDC’s Kids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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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等政策促进儿童体力活动 [42]。建成环境与通学出

行行为研究也是评价这些政策实施绩效的有效方法。斯汤

顿等 (Staunton et al.) 对 SRTS 绩效计划评估指出，加利福尼

亚地区的马林县地区步行上学的比例因为这项计划增加了

64%[43]。博阿尔奈特等（Boarnet et al.）对加利福尼亚 10 所

小学实施 SRTS 计划前后学生通学方式变化作对比，提出政

策可以影响出行行为，SRTS 计划中交通信号改进工程对于

促进活力交通效果明显，但人行道及其信号改进则没有明显

效果 [44]。麦克唐纳通过对 2007—2012 年间，在得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持续五年、近 800 所学校

的研究发现 ：实施 SRTS 与未实施 SRTS 计划学生通学方式

的对比，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上学）采用率上升了 43%，得

出在高密度建成环境地区，SRTS 的作用更加明显的结论 [45]。

3  问题与展望

通学出行的研究对我国有重要现实社会意义，不仅可以

促进儿童体力活动及其健康，更重要的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不

均衡、建成环境差异所造成的学区房、“中国式接送”等社

会问题下，通过建成环境的改善提供一个可使家长放心让孩

子独自上下学的通学环境，一方面减小了工作家长接送儿童

的通勤压力，另一方面可缓解机动车接送给学校附近交通带

来的拥堵与混乱问题，同时可增加儿童的体力活动与社会交

往机会，促进居民的低碳出行，对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城

市交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通学出行与建成环境影响关系研究的研究文献主要来源

于国外，由于中西差异，国内对于影响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

影响解释框架尚未建立，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建成环境指标体

系，并且存在通学出行数据获取不准确等问题。因此，未来

研究一方面需结合国内实情，调整、完善通学出行与建成环

境的研究框架，研究影响中国儿童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因素；

另一方面，引导相关政策的制定，如从促进儿童活跃出行的

角度完善教育设施空间布局，基于通学出行对学区划分、校

车路线规划以及弹性上下学等规划、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并提出优化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善通学出行与建成环境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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