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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rivate cars have been gradually popularized, but meanwhile 

they also add pressure on urban transportation. To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utilization of private cars 

and facilitate the public to send or receive items, the idea of realtime logistics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nto the degree of public acceptance, the reas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ice 

of public on the use of private cars to carry out the realtime logistics.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certain conditions immediate 

physical distribution can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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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已逐步普及，却也增加城市交通压力。为缓解交通拥堵，提高私家车的利用

率，同时方便市民收寄物品，本文就市民和私家车车主对利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流的接受程度、原因、心理价位等方

面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在一定条件可利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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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城市物流提出新的

高要求挑战。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化生

产的发展反映在物流领域，表现为商品的大进大出和快进

快出。然而，在我国，由于长期重生产轻流通，在流通中

又重商流轻物流，使我国物流尤其是城市物流存在着明显

的不协调状况[1]。 

其次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拥

有私家车的市民越来越多。一般情况下，私家车在行驶时

后备箱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就造成了一种资源的浪费。

此时如果顺应互联网热潮，使私家车、互联网、即时物流

有机结合则成了一个新机遇。即通过互联网（例如设计一

款APP）使得私家车“顺风化”，让物品顺风搭乘私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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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较低的价格运输物品。本文为了解这个项目计划的可

行性，对嘉兴市市民与私家车车主进行了调查[2]。 

2.调查相关情况 

2.1.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与定点拦截式访问

法相结合的形式[3]。 

2.2.样本选取条件 

1) 调查类型及数量：采用访问的形式调查嘉兴（中国）

市民500位、私家车主（嘉兴）200位，采用网上问

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市民（中国各个城市）5000位、

私家车主（中国各个城市）1000位。 

2) 年龄范围：15—60岁。 

3) 关于问卷调查有效回答：市民有效回答4780个，有

效率为95.6%，私家车车主有效回答925个，有效率

为92.5%。 

2.3.最后统计样本情况 

市民5280位，私家车主1125位（私家车主中有已注册

各种打车软件的兼职或全职司机，也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

调查对象的范围具有代表性）。 

2.4.问题及处理 

问卷与访问中涉及到与课题相关的6个方面问题，对

调查结果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然后根据本

次研究的主题进行具体的解读，本文数据均来自于此次调

查[4]。 

3.问卷数据统计结果及分析 

3.1.对市民的调查 

调查数据 

表1 嘉兴市市民调查结果表。 

性别 男 42.5% 
寄物范围 市内 48.0% 

女 57.5% 省内 52.0% 

年龄（岁） 

15-25 32.8% 

是否接受私家车即时物流的寄物方式 
接受 62.3% 

26-35 24.3% 
36-45 22.2% 

不接受 37.7% 
46-60 20.7% 

职业 
学生 31.5% 

不接受原因 

安全问题 62.0% 
上班族 53.5% 运输速度问题 29.3% 
普通居民 15.0% 物件不重要没有必要 5.3% 

寄物频率 

一周多次 15.0% 寄物次数少没有必要 3.4% 
一周一次 28.0% 

可接受的价格 
比普通快递费低 58.8% 

一月一次 23.8% 与普通快递费一样 27.6% 
很少 25.6% 比普通快递高 13.6% 

 
市民的调查结果如下： 

在所调查的5280名市民中有62.3%的人表示可以接受

并愿意尝试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流这种运输方式，在这

62.3%的市民当中有58.8%的人希望价格可以比普通快递

低，有27.6%的人希望价格可以和普通快递价格一致，有

13.6%的人表示运送贵重物品时价格比普通快递高也可以

接受；另外37.7%的人表示不愿意尝试私家车即时物流，

其中62%的人是因为担心在安全方面得不到保障，29.3%

的人担心这种方式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即时运货的作用，

5.3%的人表示寄送的物件并不重要也不需要立刻到达目

的地，觉得没必要采用该方式，最后3.4%的人表示寄送物

件的次数太少也不需要这种方式。 

具体分析 

从整体上看，在所调查的人当中，只有33.2%的人平

时很少或不寄物品，有62.3%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并尝试该

项目，不接受人群最关注安全问题，其次是运输速度。因

此，要想利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流，安全是首要问题。为

保障市民物品的安全，可对注册的私家车司机进行实名认

证，签署安全保护协议。 

从年龄段来看，如表2所示，蓝色的为此年龄段总人

数，橙色的为该年龄段接受并愿意尝试此项目的人数。 

 

图1 人数随年龄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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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可以看出：26-35岁，36-45岁，46-60岁这

三个年龄段的调查人数差距不大，相比之下，15-25这个

年龄段的人数要多。这四个年龄段的接受率分别为：81%、

85%、44%、26%。可见，从接受率方面来看15-35岁之间的

人更愿意尝试这一项目，而46-60岁之间的人的接受率是

最低的，而接受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 

经过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利用私家车

进行即时物流必然会与互联网相结合。15-25岁之间的人

大多是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对互联网比较熟悉，相

比已经步入社会开始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来接触互联网，而我们的调查主要是基于网上问卷，

因此在被调查者中，这一年龄段的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

段；再者这一年龄段的人更敢于去尝试新鲜事物；并且这

个年龄段的学生经济来源主要是父母，对金钱意识比较淡

薄，所以他们对于运货的价格方面稍微高一点也普遍能接

受。而位于26-35岁和36-45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是上

班族，较前者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在互联网的认识和使用

频率上可能不如前者，但是他们对寄物的需求却是最多的，

调查结果也显示26-35岁这个年龄人是所有年龄段中寄物

品频率最高的一个年龄段；正因为他们有独立的工作，消

费能力相对另外两组参照对象是较高的，且对时间的珍惜

程度也是相对最高的，那么假设该项目投入运行已接近稳

定状态，该年龄段将会成为最大的消费群体。45-60岁这

个年龄段的人思想上较年轻人相对保守一点，对于互联网

的认识比较模糊，并且他们寄物品的频率也是最低的，这

也就使得这个年龄段的人接受率最低成为必然。但是随着

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渗透力逐渐增强。调查研究表明，

“我国老年群体接触互联网的比例不断上升，老年网民引

起绝对的数量、增长的速度、发展的潜力成为网络媒体不

可忽视的受众群众”。45-60这一年龄段甚至年龄更高的

人都将会成为该项目的潜在客户[5]。 

从人们所能接受的价格来看，一半以上的人都希望价

格能比普通物流的价格低；接近三分之一的表示与普通物

流价格一致便可以；少部分人表示，如果是贵重物品的话

价格高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利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流实

际上是让物品搭乘顺风车，并不是让司机去专门运输货物，

因此在对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交通可持续发展分析的一

个理论上是可以满足市民对价格的需求的[6]。 

综上所述，该项目在市民意见方面的接受度还可以，

如果项目得以实施，普识度得到提高，预计接受人数将会

增加，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2.对私家车车主的调查 

调查数据 

表2 私家车车主调查结果表。 

司机类型 
打车软件用户 43.3% 

普通私家车车主 56.7% 

是否接受私家车即时物流的寄物方式 
接受 64.3% 

不接受 35.7% 

不接受的原因 

安全问题 46.8% 

不熟悉此项业务 32.1% 

没时间 12.3% 

不差钱 8.8% 

后备箱 
空余 82.0% 

不空余 18.0% 

可接受的价格（打车软件用户） 

比载人价格低 31.2% 

与载人价格一致 35.7% 

比载人价格高 33.1% 

可接受的价格（普通私家车车主） 

比普通快递低 46.2% 

与普通快递一致 29.8% 

比普通快递高 24.0% 

 
私家车车主的调查结果如下： 

所有调查的1125名私家车车主中，有64.3%的人表示

可以接受并尝试即时物流，其余35.7%的人表示不愿意接

受。不接受的人群中46.8%的人考虑到安全问题，32.1%

的人表示对此项业务不熟悉不愿冒险，12.3%的人是因为

没时间进行此项服务，8.8%的人的原因是自身经济方面不

差这些钱。在愿意接受的车主中，对于打车软件用户的司

机而言，愿意接受的价格比载人高、与载人一致、比载人

低各占约三分之一；对于普通私家车主而言，接近一般的

人表示可以接受比普通快递低的价格，约四分之一的人可

以接受的价格与普通快递价格一致，剩余不到四分之一的

表示比普通快递价格高才能接受。 

基本分析 

从整体上看，所有调查车主中有82%的后备箱经常处

于闲置状态。其中有64.3%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并尝试进行

即时物流，其他不愿尝试的车主中46.8%是因为对物品的

安全性有顾虑，这也是此项目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

以在项目的规划中必须考虑让寄物市民也进行实名认证

的注册的环节，从源头上对物品的来源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对车主的安全方面也是一大保障。另有32.1%的人表示目

前对此项业务不熟悉，如果项目投入运行并接近稳定状态

时，此项目对于普通大众不再陌生时，相信因对此业务不

熟悉而不愿意接受的车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愿意跟随潮

流进行即时物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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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格方面来看，已注册打车软件车主所需要的费用

会与目前载人收入进行比较考虑的。这是因为他们已成为

职业或半职业司机，每天随载人时间、地点的不确定性而

无法确认自己的行车路线，这可能会导致物品顺风搭乘这

些车的低概率发生，因此这些车主所希望的价格会高。普

通车主由于平时并不依靠车载人的收入，所以对于顺路可

以赚取运输外快的事情表示很愿意，他们也觉得运输物品

比起载人在地点上更具常规性与稳定性，因此在这些普通

车主中，有42.6%的人可以接受比普通快递更低的价格，

29.8%的人想要与普通快递一致的价格，只有24%的人表示

可希望价格要比普通快递高。 

综上所述，利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流在私家车司机方

面虽目前有阻力，但还是可以有不错的发展前景的。 

4.综合分析 

4.1.实施该项目需解决的问题与实施方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条件下，利用私家车进行即

时物流最大的两个阻力是安全和价格。除此之外，物品路

线的合理规划以及站点的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使

该项目的可行性提升以及确保后续的一系列实施的顺利

进行，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实现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

互联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将互联网与物流结合

在一起便产生了“物联网”[7]。虽然物联网已经在国内

物流业实现了一些应用比如滴滴打车、优步等利用私家车

资源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它仍然是一个可以持续

发展的事物,但已足够给我们以启发[8]。就目前而言，互

联网已深入到普通人们的生活中，用手机上网已经是一种

非常便利且随处可见的方式[9]。我国总的网民数量6.49

亿，手机网民数量达5.57亿。（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因此，我们通过互联网将市民与车主联系起来

是切实可行的。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网站或一个手机客户端

来专门运行该业务。 

其次，我们要解决安全问题。市民担心自己的物品在

运输过程中遗失或者是对私家车车主的身份表示怀疑，而

私家车车主又担心运输的物品来源是否安全，有无违禁物

品等。我们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进行联系，为保证各方

的安全，用户在注册时都必须进行实名认证，并且我国现

在的技术水平也支持实名认证[10]。 

再者，我们要解决价格问题。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

车主与市民的心理价位或多或少有些差距，如果每一单市

民或车主所给出的价格都是不变的话会大大降低接单的

成功率。因此每一单旁边都可以设置价格沟通栏，可以让

双方进行沟通直至二者达成一致或放弃此单。 

最后是路线的规划和站点的选择问题。首先应对目标

城市的交通路线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对每条路上每天通过

的私家车的数量进行统计，然后与居民的聚集程度结合起

来选择合适的站点（这一点的完成还需要后续进行大量的

调查与分析）。在一定规模后便可以形成市与市之间的交

通网络。 

整体运行方案：首先设计一款产品（网站或手机APP

等）为该项目服务。司机与私家车主通过实名认证的方式

进行注册，然后便可以发布或接受订单，对于价格的问题

已经在上述中进行解决。市民将自己的物品投递到站点内，

该站点的特点通过刷身份证的方式进行投递，即站点的投

递箱分为大小不同的格子，市民选择适合自己物品的格子

后刷身份证格子打开，将物品放入后市民可得到一个验证

码，输入验证码便可以打开相应的方格取出物品，物主可

在接单成功后告知私家车主验证码以便取物。 

4.2.实施该项目的优点 

1) 采用私家车运输货物，取代了一定数量的市内货车，

有助于减轻诱发交通对城市交通道路空间需求带

来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 

2) 可以很好将私家车的后备箱利用起来，提高了私家

车利用率的情况下也给车主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收

入。 

3) 使市民在寄物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性，给市民带来

方便。 

4) 利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流采用互联网平台，使私家

车不再局限于载人使用、使货物不再局限于物流公

司，突破了物流集体化运输的局限，创造性地解决

了车辆交易问题，极大地加快了私家车共乘的步伐。 

5) 私家车载物化对改善城市环境，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也显现出来。 

4.3.该项目实施后可能存在的漏洞 

1) 采用实名认证之后市民的信息可能会泄露，因此，

信息安全将会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2) 车主时间地点的随机性使得货物与私家车路线的

匹配存在一定的困难。 

5.结论 

本研究表明，无论是市民还是私家车主方面，想要推

行该项目都有一定的阻力，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问题，其次就是价格问题，本文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

的解决方案。但是，综合而言从市民和私家车车主两方面

出发，利用私家车进行即时物流都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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