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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突显了后疫情时代下，理解人们公共交通出行选择作

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复苏和未来发展一部分的价值。通过微

观行为框架，我们确定了影响居民公共交通出行行为的重要

因素，揭示了客流量显著下降背后的机制。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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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对于缓解城市拥堵和减少碳排放至关重要。作为最具活力的城市公共设施之一，它是城市经济

的血脉，为居民提供可负担的便捷交通。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交通系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谷歌“社区流动性报告”显示，疫情封锁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公共交通枢纽的活动水平下降了50%

至85%。证据还表明，COVID-19对流动行为的影响将持续到后疫情时期。至少就目前而言，疫情的负

面影响部分抵消了过去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所取得的成效。

自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试图在社交疏离和公共交通流动性之间取得平衡。关于公共

交通规划的报告和研究往往分析了各类非医疗干预措施，如载客率限制或缩短营业时间，在不同尺度上

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影响。然而，乘客个体作为一种积极和创造性的媒介，其作用也不容忽视。随着世界

许多经济体正从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走向复苏，理解个体的出行选择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尤为重要。

本简报以北京为例，揭示后疫情时期个体公共交通出行选择的内在机制，为短期和长期中促进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北京具有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公共汽车（含无轨电车）和轨道交通（轻

轨和地铁）。该系统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也是典型的后疫情城市：随着疫情形势得到有效

控制，北京公共交通载客量由疫情爆发时（2020年1月到2月）仅为2019年同期的20%左右逐渐增加到

2019年同期的80%左右。因此，北京是分析后疫情时期个体出行行为变化和政策影响的理想案例。

关键信息：
疫情对个体公共交通出行行为产生了影响。随着社会和经济活动逐渐恢复正常，了解个体出行行

为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公共交通规划至关重要。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短期内，由于风险感知可能

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主要障碍，相关政策宣传应该针对公民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开展。心理风险

负面影响可以通过提高民众对实际风险的科学认识来抵消。从长期来看，出行习惯的形成对公

共交通系统的持续发展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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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共交通系统发生
了哪些变化?

我们考察公共交通系统自2020年1月疫情爆发以

来所经历的变化。研究使用了谷歌“社区流动性

报告”数据来描述全球趋势，并使用我国交通运

输部、国家卫健委和北京市卫健委相关数据，以

反映北京防疫进程中公共交通客流量变化。

公共交通活动水平的V形曲线/
W形曲线。

在防疫措施和疫情引发普遍出行焦虑的背景下，

公共交通是受影响最大的城市交通方式之一。人

们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而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导致城市交通方式结构偏离公共交通。在许多

国家，经常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转向步行、骑自

行车或乘坐私家车。风险感知在现有文献中经常

被提及。一方面，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疫情期

间公共交通被认为存在较高的感染风险。另一方

面，风险容忍度因人而异，因而疫情下的公共交

通出行也随个体而不同。

图1展示了世界重要经济体由公共交通枢纽使用

情况衡量的公共交通活动量随时间的V形或W形

变化曲线。在许多国家，第一轮疫情导致2020

年3月或4月公共交通枢纽活动水平大幅下降。

此后，活动水平开始逐渐上升，直到2020年9月

或10月。到2020年底，经济活动水平又一次迅

速下降。

图1. 公共交通枢纽活动水平随时间的变化 （8个国家2020年2月25日至2021年1月12日的7天移动平均
数）

在许多国家，第一轮疫情
导致2020年3月或4月公
共交通枢纽活动水平大幅
下降

到2020年底，经济活动水
平又一次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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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防疫进程背景下北京市公
共交通客运量的变化。

与疫情中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北京的公共交通

系统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图2展示了大流行

对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客流量的负面影响。从

全国尺度上看，我国新冠肺炎首发于2019年12

月。2020年2月，随着大规模检测的进行，每日

新增病例数大幅上升。但自2020年3月以来，新

增病例数有所下降。随后，疫情形势虽有波动，

但基本趋于缓和与稳定。

北京的疫情发展轨迹与全国趋势大体一致，第

一轮疫情发生于2020年1月到2月。与此同时，

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的客流量分别下降77.9%和

88.7%。2020年3月，境外输入病例增加，但客

流量并未下降。截至2020年5月，客流量上升至

2019年同期的一半左右。2020年6月，新发地

市场出现疫情，公共交通客流量的上升被暂时打

断。此后，北京进入了长达5个月的低风险期，

直到2020年12月底和2021年1月出现少量确诊病

例。随着北京进入后疫情时期，2020年8月和9

月公共交通客流量持续增长。客流量随后稳定
在比疫情前同期水平低20%左右的位置，直到

2021年1月再次下降。

我们于2020年11月27日至30日开展了线上调查。为

提高参与率，调查时段包括了一个周末。调查时段

处于北京市长达4个月的低风险期之后、2020年12

月确诊病例数上升之前，因而是反映疫情新常态下

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理想时期（图2）。调查时段

中，尽管疫情防控措施仍然存在，但公共交通客流

量已基本恢复，城市生活节奏也恢复正常。

图2. 疫情形势和北京公共交通客流量随时间的变化

随着北京进入后疫情时
期，2020年8月和9月公共
交通客流量持续增长。客
流量随后稳定在比疫情前
同期水平低20%左右的位
置，直到2021年1月再次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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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个体的公共交通出行选择机制是
怎样的？

微观行为框架。

我们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进行研究。根据

TPB，个体的行为意向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感

知行为控制的直接影响，而行为意向直接影响实

际行为。此外，感知行为控制也能够直接影响实

际行为。

公共交通出行态度是指个体如何积极地或消极地

看待公共交通出行。主观规范代表个体所感知到

的公共交通出行方面的社会压力。感知行为控制

涉及个体对公共交通出行难易程度的评判。行为

意向代表个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动机强弱。实际行

为则是个体实际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情况。

我们在原有的TPB框架上，考虑后疫情语境与出
行行为的性质，对其做出了改进。具体而言，三

个新的模型构念被纳入研究框架：1）疫情感知

知识；2）心理风险；3）出行习惯。疫情感知知

识代表个体对疫情相关事实和后疫情时期使用公

共交通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认识或了解程度。心理

风险是指个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可能产生的心

理不适或焦虑感，这反映了疫情对人们心理状态
的负面影响。出行习惯是人们日常出行所形成的

行为定式，是人们在稳定的环境中倾向于遵循的
行为脚本。

图3总结了研究框架。

图3. 解释个体后疫情时期公共交通出行选择机制的扩展微观行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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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重要因素对市民后疫情时
代公共交通使用的影响。

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图4总结了分

析结果。其中，主要发现有：首先，后疫情时期

个人公共交通出行选择过程中，意志因素（态度

和主观规范）比非意志控制（感知行为控制）起

着更重要的作用。第二，从后疫情时期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和公共秩序恢复角度看，疫情感知知识

是潜在的助推器，而心理风险则是一个障碍。第

三，即使在疫情的干扰下，个体疫情前的公共交

通出行习惯仍是疫情后公共交通出行决策的重要

决定因素。

图4. 个体后疫情时期公共交通出行选择机制

后疫情时代下，政策制定者应如何促进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和公共交通系统秩序恢复？

短期政策启示。

在原TPB模型构念中，个体对公共交通出行的态

度是公共交通出行行为意向最重要的直接影响因

素，其次是主观规范，而感知行为控制对公共交

通出行行为意向没有显著影响。

本简报识别了后疫情时期公共交通出行行为意向

的重要影响因素：态度和主观规范。短期中，针

对这两个因素的政策能够起到积极效果。创造更

积极态度的方法包括降低价格，高峰时段提供免

费乘车服务，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为了影响社

会规范，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展宣传活动，鼓励公

共交通的使用。

从后疫情时期城市公共交
通系统和公共秩序恢复角
度看，疫情感知知识是潜
在的助推器，而心理风险
则是一个障碍。

即使在疫情的干扰下，个
体疫情前的公共交通出行
习惯仍是疫情后公共交通
出行决策的重要决定因
素。

个体对公共交通出行的
态度是公共交通出行行
为意向最重要的直接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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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认为，在后疫情时期，较高的疫情感知知

识水平对人们的公共交通使用意愿有正面影响，

而较高的心理风险则有负面影响。为减少心理风

险并限制其负面影响，可采取的措施包括要求乘

客佩戴口罩、公共车辆定期消毒以及提供定制化

公共交通服务等。

在北京，自2020年2月起实施的定制公共交通服

务对促进客流量增长有一定帮助。公交方面，市

民可以通过手机app输入出行计划和出发地、目

的地信息，当请求数量达到一定阈值时，一条定

制公交线路就会开始运营。这一计划降低了高峰

时段常规公交车站的近距离接触率和客流水平；

因此，这可能有助于降低人们的心理风险，同时

帮助人们从公共交通中获益。此外，该服务还可

为工作地相近的通勤者、目的地相似的旅游团等

设立定制的快速公交线路。对于人们疫情感知知

识的提高，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在确保当地进入低

风险状态后，使人们充分了解后疫情时期乘坐公

共交通的感染风险较小，从而产生更加理智的出

行决策。

长期政策启示。

公共交通出行习惯对人们的公共交通出行选择机

制有着长期的影响，即使在重大事件（如疫情）

干预了人们的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时也一样。从

总效应来看，出行习惯比态度、主观规范、感知

行为控制、疫情感知知识和心理风险更重要。因

此，旨在促进公共交通发展的长期政策应着眼于

市民公共交通出行习惯的养成。

新冠肺炎疫情使个体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

此，疫情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而后疫情

时期的出行习惯可能会改变未来公共交通客运量

和公交系统发展的趋势。政策制定者应了解疫情

后公共交通出行习惯所受的负面影响、这种改变

会对公共交通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逆

转这种趋势。

本简报基于提交给同行评审期刊的研究论文。

与本简报相关的学术成果副本可通过联系通讯作

者的方式获取：赵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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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在确
保当地进入低风险状态
后，使人们充分了解后
疫情时期乘坐公共交通
的感染风险较小，从而
产生更加理智的出行决
策。

因此，旨在促进公共交
通发展的长期政策应着
眼于市民公共交通出行
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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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PEAK Urban 项目旨在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城市未
来的决策：

1. 产出基于城市复杂性逻辑的新研究；

2. 培养不同视角和背景的下一代领导者，以应对

21世纪巨大的城市挑战；

3. 提升城市理解和规划其未来的能力；

在PEAK Urban项目中，城市被认为是复杂的、

不断发展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创新和变革。将大

数据和数学模型与社会人文学科的见解相结合，

可以分析城市介入的三个关键领域：城市形态

（建筑形式和基础设施）与弹性； 城市变化（

流动性和动态性）与技术变革； 以及健康与宜

居性。

联系方式 

赵鹏军 
pengjun.zhao@pku.edu.cn

北京大学

PEAK Urban参与机构：

PEAK Urban由牛津大学移民政策与社会中心
管理（the Centre on Migration, Policy and 
Society, COMPAS)

School of Anthropology and Museum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Oxford,  
8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6QS

+44 (0) 1865 274706 
@PEAK_Urban 
www.peak-urban.org

PEAK Urban由英国研究与创新基金（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资助，是
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lobal Challenges Research Fund）的一部分。

PEAK Urban 框架

PEAK Urban 项目使用一个由四个相互关联的组件组成框架，作为工作指导。

Prediction: 使用多种来源的数据，以了解城市如何演变。

Emergence: 结合城市的动态变化、人口特征、分析工具等，理解城市变化产生
的原因。

Adoption: 展示国家、公民和公司等根据其所在地的特殊性，以及基于不同资源
和城市动态的相互作用而做出的不同选择。这也同样导致了地方权力和影响力的
变化。

Knowledge: 知识交换或共享的方式，以及它如何塑造城市的未来。

我们现在可以对城

市进行哪些预测和

规划？

哪些类型的城市结

构和系统正在出现？
我们如何才能在全

球范围内最大化这

些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