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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gistics rational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ity environments，including city’s economic 
strength，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ts layout. Using the relevant coupling 
function to make the analysis of city logistics and environment of Huizhou，w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clos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ity environment and logistics rationalization in Huizhou.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achieve the common increase of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city logistics in Huizhou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interaction of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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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流合理化与城市环境息息相关，城市经济实力，自然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其布局

等因素都影响物流的合理化。本文运用相关的耦合函数对惠州市城市环境与物流进行了综合分析，得

出惠州市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并根据二者的

耦合规律，提出实现城市综合实力与物流共同增长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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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

市功能的发挥。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的因素很多，其中，

交通运输量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汽车运输比重的急剧

提高，是城市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气污染、

噪音、交通堵塞等都与其有着直接关系。物流的核心

活动是运输。物流运输在提供安全、迅速、便捷、准

确的货运服务的同时，也给城市的环境带来不利的影

响。当前，我国物流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无论是物流

量的增长还是物流的高度专业化与集聚化，都会导致

货物运输总量的增加，成为恶化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

如何协调物流同城市环境的关系，成为城市物流合理

化的永恒课题。 

1 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的内涵 

1.1 城市环境的基本内容 

城市环境是指是与城市整体互相关联的人文条件

和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城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地质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土壤等

等诸多因素，是构成城市环境的基础；人文社会环境

由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人口、民族、行为等基

本要素构成，是实现城市各种功能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设施。城市经济环境是城市生产功能的集中体现，反

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潜势。城市的形成、发展

和布局一方面得利于城市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也受所

在地域环境的制约。城市的不合理发展和过度膨胀会

导致地域环境和城市内部坏境的恶化。城市环境质量

好坏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1.2 城市物流合理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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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流合理化是指通过规范的、合理化的物流

活动，达到物流资源的最佳配置、物流要素的最佳组

合、物流技术的不断革新，在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能

力和赢利能力的同时，实现保护城市环境保护的目标，

形成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物流形态，以便更好地发挥城

市应有的功能。物流合理化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

的含义：一是物流活动所要达到的合理状态；二是物

流活动不断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就城市宏观经济而言，城市物流合理化包含着以

下几个内容:(1)物流结构合理化：即指城市物流网点

(仓库、车站、加工中心等)的布局构成，也泛指城市

物流各个环节(装卸、运输、仓储、加工、包装、发送

等)的组合情况。(2)物流过程(或物流运动)优质化：物

流过程优质化既包括物流单项运动(如运输、仓储、保

管)的优化(指高效率的运动)，同时也包括物流整体运

动的优化(指协调运转)。(3)物流体制科学化：要按照

有利于打破地区分割的原则和要求调整物流组织及其

结构，变革流通制度，转换流通方式。发展社会化大

流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选择与社会化大生产相

适应的专业化、社会化的运行方式去开展物流运动。 

2 惠州的城市环境分析 

2.1 惠州市自然环境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南

临南海大亚湾，与深圳、香港毗邻。现辖惠城区、惠

阳区两区和博罗县、惠东县、龙门县三县，设有大亚

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国

家级开发区。陆地面积 1.12 万平方公里，占珠三角经

济区面积的 1/4。海域面积 4520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223.6 公里，是广东省的海洋大市之一。 

惠州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全市

具有旅游开发潜力的景点有 900 多处，属景点高密度

分布区，并具有资源多样性的特点，集山、江、湖、

海、泉、瀑、林、涧、岛为一体，融自然景观与人文

景观于一身，其中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及自

然保护区有 6 处，拥有“岭南第一山”--罗浮山，“北回

归线上的绿洲”--南昆山，“东方夏威夷”--巽寮湾，“苎

萝西子”--惠州西湖，还有全国唯一的海龟自然保护区

等。 

2.2 惠州市社会经济环境 

早在十年前，惠州已进入中国大中城市“投资硬环

境 40 优”、“综合实力 50 强”的行列，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广大投资者所认同。近几年来，惠州把营造良好的

投资环境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加大

了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先后荣获“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使惠州的环境优势更为凸

现。目前，惠州已形成由深水港、铁路、高速公路、

机场相互配套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 

改革开放30 年来，惠州市坚持“工业立市”的发展

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培育出

TCL、德赛、华阳等一批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

以及侨兴、富绅等一批民营企业集团。逐步构建起以

国有（控股）企业集团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以电子信息、纺织、机械为支柱的开放型经济格局。

2008 年，惠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290 亿元，工业

总产值 1216.3 亿元。目前，惠州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

池和镭射光头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电话机、电脑主

板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电视机、汽车音响、高级电

工产品、线路板和照相机生产基地之一，是中国华南

地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城市之一。市

委、市政府为落实《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提出把惠州建成“五个基地、一个

中心”的目标，即世界级石油化工基地、国家级电子信

息产业基地、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实践基地、

粤港澳地区休闲度假基地、科学发展惠民利民示范基

地、粤东商贸物流中心。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高效

运行的物流活动体系作支撑。 

3 惠州市物流产业分析 

3.1 惠州市物流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近年来，惠州经济增长强劲，经济总量不断提高，

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物流需求，一批大型商贸流通业陆

续落户惠州市。大亚湾石化物流中心、深圳农产品惠

州配送中心、金泽物流园区、招商局物流分拨中心、

仲恺电子物流和金通达物流园区等商业基础设施的建

设相继启动，流通企业的经营环境日趋改善，为发展

现代物流奠定了基础。物流活动更加频繁，物流运输

每年货运量都在不断增加，2008 年全市全年完成的货

物运输总量达 7481 万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olume of various transportation finished in 2008  

表 1. 各种运输方式 2008 年完成货物运输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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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增  长 
（％） 

货物运输总量 

铁路 

公路 

水运 

港口货物吞吐量 

沿海港口 

万 吨 

万 吨 

万 吨 

万 吨 

万 吨 

万 吨 

7481 

241 

4295 

2945 

2583 

2459 

5.7

5.2

4.4

15.6

11.2

19.9

Data sources: Huizhou statistical public sites (2008) 
数据来源：惠州市统计公众网（2008 年） 

然而，从物流行业的整体情况来看，惠州物流的

现代化程度并不高，还处于传统物流的发展阶段。表

现为：物流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各自为政、缺乏协调，

重复建设现象比较严重；惠州市第三方物流企业以民

营企业居多。据统计，惠州市共有民营物流企业 203

家，但注册资金在 100 万元以下的物流企业占总比的

80%左右。物流企业规模小，核心竞争力不强；物流

企业服务模式较为单一，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较低，

社会物流观念薄弱；物流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对

物流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运输、仓储概念上，还没有

上升到物流服务的理念。可以说，惠州物流的规划及

运作，与周边现代物流业发展较快的深圳、广州与东

莞等几个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4 惠州市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耦合关系分

析 

耦合作为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

影响的现象。惠州城市发展要达到更高的水平，

并争当粤东地区的核心城市，与物流的发展密不

可分。本文将城市环境与物流紧密结合起来，去

研究两者的耦合关系，从两者互相影响的现象中

找出相关规律，并采取相应措施，使城市环境与物

流能够更好地相互促进，实现区域资源的最佳配

置。  

 4.1 指标选取  

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耦合发展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反映两者的要素众多，本身就构成

一个复杂系统，而且，两个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是错综复杂，其内部各因子的关系呈网络状。

参评指标的选取是耦合评价的核心工作，但目前

尚无统一标准，在参考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

城市环境和物流合理化各自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确定了参评指标选定的原则：(1)由于城市环境与

物流合理化系统结构复杂，具有多种功能，要求

选用的指标最能反映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的主

要状态与特征；(2)城市环境指标的选取要充分反

映城市环境是城市、经济、人口和质量水平等的

多维集合整体轨迹识别和其内在机制；(3)根据物

流活动过程对城市环境造成的排放压力以及采取

的控制响应，从生态环境状况、环境压力强度、

控制与治理三个方面来选取环境指标； (4)在实际

评价中，指标选取除了突出针对性和代表性等原

则外，还应易于统计整理，实地调查或直接从有

关部门(科研部门和技术部门)获得。  

综合上述原则和方法所选取的独立性较强的

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指标如表 2 所示：  
Table2. The index system of city environment and logistics  

表 2  城市环境与物流指标体系  

体

系

指标  单

位

类

型

200
3 

200
4 

200
5 

200
6 

200
7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x1 

亿

元

+ 586.
4 

686.
4 

803.
4 

935 110
5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x2 

亿

元

+ 233.
3 

278.
7 

315.
3 

404.
2 

502.
5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x3 

亿

元

+ 184.
7 

213.
2 

251.
5 

297.
2 

353.
9 

城

市

环

境
X

外 贸 出

口 总 值
x4 

亿

元

+ 71.5 87.4 106.
6 

122.
8 

146.
1 

物

流
Y

货运量 y 万

吨

+ 419
6 

497
0 

569
4 

561
6.2

593
6 

Data sources: Huizhou statistics yearbook（2003-2007） 

数据来源：惠州统计年鉴（2003-2007 年） 

 

4.2 指标量化赋值  

各指标量化单位不统一，即使有些指标单位

相同，其实际意义也可能不同，此外，各指标的

属性也不一致 :(1)正指标(高优指标)是指标值越大

越好的指标； (2)逆指标 (低优指标 )是指标值越小

越好的指标。设 Xi(i=1，  2…n)是指标变量，x0

为指标标准值，因而各指数变量对城市—生态系

统的功效可以表示为 : 
Ui= Xi/x0 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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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Ui 反映了变量 Xi 对系统的贡献大小。

按 (1)式构造的系数具有以下特点 :Ui 反映了各指

标达到目标的满意程度，趋近 0 为最不满意，趋

近 1 为最满意，所以，Ui 介于 0 到 1 之间。这样

可以在具体操作中设定标准值的量化值为 1，即为

最理想状态。由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处于两个不

同而又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对于各自系统内各个

参数的总贡献可以通过集成的方法来实现，本文

采用几何平均法，即 :  

A
 （u ）=［ ］              (2) 

i 


n

i
u

1

n/1

4.3 耦合度函数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推广得到多个系统

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即有 :   

C =n    n
jim uuuuu /1

21 )](/[),...,,(     (3) 

由此可以直接得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

度函数，表示为：  

               21
221121 uUuUuUuUuUuUC AAAAAA 

                                    (4) 

显然，耦合度值 C 介于 0 到 1 之间，当 C=1

时，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达到良性共振

耦合；当 C=0 时，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

处于无关状态，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4.4 数据处理与结果评价  

将收集各项指标参数根据公式(1)和公式(2)，

计算出惠州市城市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F1 和物流合

理化综合发展指数 F2，根据公式(4)计算出协调度

以及依据，如表 3 所示，我们也可以在坐标轴上

表现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如图 1 所示。  

 
Table3. index and coupling value of city environment and 

logistics rationalization in Huizhou 

表 3 惠州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综合指数和耦合度值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标

准

城 市 环

境 综 合

指数 F1 

0.61 0.65 0.68 0.72 0.74 1

物 流 合

理 化 综

合 指 数
F2 

0.50 0.54 0.49 0.50 0.49 1

耦合度  0.50 0.50 0.50 0.49 0.49 1

Data 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ed formula 
数据来源：根据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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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dex and coupling value of city environment and 
logistics rationalization  

图 1 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综合指数和耦合度值  

从图 1 可以看出 : 

（1）惠州整体城市环境处于全国中等偏上的

水平。近几年来，由于惠州市加大了城市化建设

力度，城市面貌和软硬件设施以及城镇居民生活

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城市环境综合指数从

2003 年的 0.61 上升到 2007 年 0.74，其快速增长

的趋势主要得益于惠州市 GDP、工业、消费及外

贸的较快增长，比较接近于标准值。  

（2）物流合理化综合数值较均衡，变化不大。

这一方面反映惠州市物流行业建设情况良好，另

一方面也看出，要使惠州市物流业取得更大的发

展，还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3）模型求出的耦合度整体数值较大，但呈

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惠州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

化建设的交互带动作用并不十分理想。由耦合度

曲线可以看出，惠州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耦合

度指数出现了缓慢而又稳定的下降，表明这期间

政府的投入力度集中于城市环境，而对于物流业

的发展还重视不够，从而导致了二者的偏离。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结论  

通过模型分析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 

（1）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之间在着交互耦

合关系，它们共处于城市—经济—环境大系统之

中，但作为两个子系统，它们之间也存在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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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协调好二者的发展关系是城市—经济

—环境大系统良性发展的基础。  

（2）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的耦合度，是表

征城市环境与物流合理化交互作用过程中变量之

间协同作用的强弱程度的指标，它体现出系统由

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在耦合度指标建立的过程

之中，指标变量的选取与标准值的确定是模型能

正确应用的关键。  

（3）考虑到城市环境与物流交互耦合规律受

环境政策等外生变量的影响较大，一些变量与某

些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必然关系的规律都难以量

化和确定，本文只是对一般规律的模拟，曲线及

其转折点的估计值仅仅是建立在若干时间序列数

据上的对经验数据的描述，因而没有用于预测。  

5.2 对策建议  

根据二者的耦合规律 ,我们发现，惠州面临的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在提高城市环境综合水平的前

提下促进物流业的发展，实现城市综合实力与物

流的共同增长。为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物流管理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和产业

规划。现代物流的管理涉及计划、经贸、财税、工

商、交通、邮政、信息、海关、质检等多个部门；

现代物流的运作又横跨不同的行业，各部门、各

行业需要协调一致，才能形成合力。惠州市政府应

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把现代物流产业作为全市国民

经济的重要产业来抓，尽快成立专门的物流业发展领

导机构——现代物流管理局，研究协调现代物流业发

展的有关重大问题，制定促进物流发展的政策措施，

为构建高效的物流体系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2）实施有利于物流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惠

州市应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物流产业的发展。 

首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积极引入市

场机制来运作现有社会物流资源，打破行业分割

造成的资源分割。如制订供物流场站设施、运输

工具、装卸设备等使用的指导性价格，形成有序

的物流资源共享和交易环境。也可以在现有交通

主管部门的基础上扩大和延伸其职能，把惠州市

的交通运输、仓储保管、装卸搬运、加工包装、

配送服务的能力统筹统管起来，制定政策法规，

控制其运作，规划其发展，使其为城市物流的总

体优化服务。  

其次，建立物流行业协会，加强对物流行业的规

范管理。针对物流产业复合性强、关联性大的特点，

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物流规划制订、政策建议、

规范市场行为、统计与信息、技术合作、人才培训、

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中介作用，成为政府与企业联系的

桥梁和纽带。 

（3）构建城市物流信息体系，实现物流信息化

和现代化。有效整合物流资源，避免重复投资，提高

惠州物流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最简单、准确、快捷的

物流流动过程，从根本上提升惠州的整体物流服务水

平。同时，通过城市物流信息系统，实现惠州与广州、

深圳等其它城市物流信息系统的有效对接，将对珠三

角地区乃至广东省的物流一体化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

作用。 

（4）加强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和建设，

建立合理有效的物流配送网络。应规划和建设城

市快速道路系统，并与城市对外交通衔接，形成

快速通畅的城市交通走廊，提高货物通过能力。

在现有物流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城市各个方位

现有货物流量的调查以及对未来货物流量水平的

预测，合理规划和布局城市物流中心，大力发展

城市物流配送网络，实现货物的及时、准确、高

效和低成本位移。  

（5）倡导绿色物流，促进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

物流业是一个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又以噪音、废气

污染环境的产业，因此，物流的发展必须以可持续发

展为追求目标和准则。惠州一向以新型环保为城市经

营理念，为实现“宜居宜业”这个中心目标，保证惠州

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使物流活动与惠州的城市

环境相耦合，在城市环境不受损害的基础上健康快速

发展，从而避免走上“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实现

物流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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