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化普等：中国城市职住均衡实证分析与关键对策

摘要：居住与就业岗位、居住区生活设施配套以及公共设施的空

间配置决定了城市居民出行总量和出行距离，即职住均衡是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的源头管理措施。首先提出职住混合度、职住均衡

度两个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并对辽阳市和齐齐哈尔市两个案

例城市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职住分布对居民出行距离有

显著影响，相似的城市规模下，职住均衡良好的城市居民平均出行

距离较短。在此基础上，分析职住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

规律，并阐述了生态城市单元与职住均衡的关系。最后，提出促进

职住均衡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对策。

Abstract： Becaus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residential areas, em-

ployment, and service and public facilities determine total urban trav-

el demand and trip distance,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land use development for job-housing to relieve urban traffic conges-

tion. Two measurement indices, mixed land use and commuting travel

distance, are proposed by this paper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job-housing balance. Taking Liaoyang and Qiqihaer as two applica-

tion case studies, the paper presents an evaluation method for

job-housing bal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

tial area and employment has a great impact on residents’travel dis-

tance, and average travel distance is relatively short in cities with bet-

ter job-housing balance.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city unit and job-housing bal-

ance.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problems in promoting

balanced job-housing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

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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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需求特性看城市交通拥
堵对策的关键

居住与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决定

了城市居民通勤出行的时空分布特

征，而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空间配置

决定了居民生活出行的时空分布特

性。即居住与就业岗位、居住区生活

设施配套以及公共设施的空间配置决

定了城市居民出行总量和出行距离。

通过对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全方式

出行目的进行统计分析 (见图 1[1])可

知，以上班(上学)为目的的通勤出行

(从家到单位或学校)比例一般高达

25%~40%，如果考虑从单位(学校)回

家的出行，那么居民在居住地与工作

地(上学地)之间的出行总比例将高达

70%~90%。以上下班(学)为主体的城

市早晚高峰出行量过于集中，造成通

勤出行成本及通勤时间增加，加剧了

城市交通系统的供需矛盾。

从理论上说，职住均衡能改变城

市居民出行的时空分布特性和总量特

性，从根本上降低城市居民通勤需求

的总量、缩短通勤出行距离，从而有

效缓解城市交通供需矛盾和减少交通

环境污染。实际上，职住均衡是否有

效？是否能真正实现？本文对此进行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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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住均衡评价指标

职住均衡的评价指标是有关学者一直以来研

究的问题[2]，但是缺乏对这些指标与出行需求特性

(如平均出行距离)的相关性研究。本文提出职住

混合度和职住均衡度两个指标，以此衡量城市职

住分布的分区状态和整体状态。

1）职住混合度。

职住混合度指标用于评价同一小区内的职住

均衡状态。定义职住混合度为研究对象分区内就

业岗位与就业人口的比值。

αi =Pwi/Pri , (1)

式中： αi 为分区 i 的职住混合度； Pwi 为分区 i 范

围内的就业岗位数量/个； Pri 为分区 i 范围内的

就业人口数量/人。

职住混合度为1，说明研究对象分区就业岗位

和就业人口完全匹配，处于理想状态；该值小于

1，说明就业岗位数量小于就业人口数量，研究对

象分区主要为居住功能；该值大于1，说明就业岗

位数量大于就业人口数量，研究对象分区主要为

产业功能；该值为 0时，说明研究对象分区只具

有单一的居住功能，不符合混合用地原则，从生

态城市、绿色交通意义上说用地模式不理想。

2）职住均衡度。

职住均衡度指标用于评价整个城市的职住均

衡状况，通过计算研究对象分区与相距最近的就

业区之间距离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以便从宏观

上把握和衡量城市职住分布的总体均衡状况。按

照城市的土地利用性质，将城市分成若干片区(就

业中心与居住组团)进行计算：

①对每一个居住区，计算与其相距最近的就

业中心的距离。

ri =min(d1i, d2i, ⋯, dni) , (2)

式中： ri 为最近的就业中心与居住组团 i 的距

离/km； dni 为第 n 个就业中心与居住组团 i 的距

离/km。

②对所有居住区的最短就业距离按就业人口

加权平均。

βi =∑
i= 1

m

(ri
Pri

P总
) , (3)

式中： βi 为职住均衡度/km，反映为加权距离；

P总为城市就业人口总量/人。

职住混合度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城市的就业岗

位与就业人口的关系，该值越小越好。然而，不

可能所有城市分区的空间位置都能实现职住均

衡，因为构成城市的不同分区一般会有一个主体

功能，作为规划原则居住区和就业岗位的分区应

尽可能临近配置。职住均衡度即为衡量上述分区

临近配置程度的指标。该指标越小越好，指标值

小于等于1 km说明居民可以步行上班；1~4 km说

明研究对象分区的居民可以使用自行车上班；大

于4 km则说明研究对象分区的居民需要借助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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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部分城市出行目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ravel purpose in several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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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交通方式上班。

3 案例城市对比分析

本文选择辽宁省辽阳市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作为研究的案例城市，进行职住混合度和均衡

度计算，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讨职住分布对

于出行特性的影响。

辽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建成区面积93 km2，

人口 57.3万；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建

成区面积115 km2，人口143.9万。图2和图3分别

是两个城市中心城区的现状用地图 [3 – 4]，可以看

出：辽阳市有明显的功能分区，西北铁路以西和

东南组团是明显的工业区，中心城区以居住用地

为主；齐齐哈尔市则趋于土地混合利用，功能分

区不明显。

1）职住混合度。

表 1显示了计算得到的两个城市大区的职住

混合度情况。可以看出，辽阳的职住分布相对不

平衡，西南片区以居住用地为主，混合度仅为

0.22；而位于东南的宏伟组团则以就业为主，混

合度高达 2.27。相对而言，齐齐哈尔市的职住混

合度比较平衡，基本在 1左右，其中不平衡的炮

台片区是西南一个正在开发的区域，因此就业岗

位相对偏少。

2）职住均衡度。

表 2给出了两个城市的职住均衡度和人均出

行距离。齐齐哈尔市的职住均衡度为1.47 km，低

于辽阳市的2.15 km。可以看到，齐齐哈尔市的建

成区面积虽然比辽阳市大，但是人均出行距离却

比辽阳市缩短了约 40%。此外，用样本出行距离

的标准差来衡量城市出行距离的离散程度，结果

表明，辽阳市的出行距离离散度为 1.82 km,明显

图 2 辽阳市中心城区现状用地图

Fig.2 Current land use in Liaoyang central area

图 3 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现状用地图

Fig.3 Current land use in Qiqihaer central area

项目

建成区面积/km2

人均出行距离/km

出行距离离散度/km

职住均衡度/km

辽阳市

93

3.77

1.82

2.15

齐齐哈尔市

115

2.39

1.38

1.47

表 2 辽阳市与齐齐哈尔市职住均衡度
及人均出行距离对比

Tab.2 Job-housing balance and average travel distance
per person in Liaoyang and Qiqihaer

辽阳市

旧城区

铁西片区

西南片区

东南片区

河东片区

庆阳组团

宏伟组团

职住混合度

0.85

0.53

0.22

1.06

0.86

0.37

2.27

齐齐哈尔市

卜奎片区

湖西片区

南苑片区

铁东片区

炮台片区

职住混合度

0.79

0.98

1.78

1.00

0.33

表 1 辽阳市与齐齐哈尔市职住混合度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mixed land use
between Liaoyang and Qiqih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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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齐齐哈尔市的1.38 km。两个城市的出行距离

分布(见图4)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齐齐哈尔市居

民出行距离集中为0~<2 km，0~<1 km的出行比例

接近 50%，而辽阳市的出行距离相对分散，有短

距离出行(0~<2 km，约占25%)，也有较长距离的

出行(3 km以上，约占 49%)。分析结果表明，相

对而言，齐齐哈尔市居民出行距离更加集中，且

多以短距离出行为主，说明齐齐哈尔市的职住均

衡情况良好。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职住混合度还是均衡度

来看，齐齐哈尔市的职住均衡都要优于辽阳市，

这也是齐齐哈尔市城市规模大而人均出行距离反

而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勤出行是居民出行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职住均衡有利于居民在居住地附

近找到工作机会，缩短通勤出行距离，从而整体

上降低居民平均出行距离。当然，本文中的两个案

例城市规模相对接近，且规模不大。考虑不同类

型的城市、城市规模的差异对职住均衡以及出行

距离的影响，将是未来需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

4 职住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
规律

4.1 主要影响因素

职住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宏观层面的土

地使用模式、中观层面的住房供给与选择模式，

以及微观层面的综合配套完善程度。

1）土地使用模式。

合理的土地使用模式主张紧凑布局、混合使

用的用地形态，提倡高强度开发以鼓励公共交通

的使用，促使形成良好的城市结构和土地利用布

局。这些措施将有效地减少居民出行需求总量，

缩短居民出行距离，形成有利于公共交通发展的

交通需求特性，从而实现居民近距离出行使用步

行和自行车、远距离出行使用公共交通的绿色交

通模式。

2）住房供给与选择模式。

在影响职住空间关系的因素中，住房供给与

选择模式占据重要位置。在计划经济时代，市民

基本能够实现职住均衡；在住房市场化背景下，

住房价格从市中心开始逐层递减，呈现较大差

异，促进了住宅的郊区化，造成职住空间结构的

进一步失衡，然而，在可承受的房价之下，人们

还是会选择距离单位尽量近一些的地方居住，使

市场化背景下实现职住均衡成为可能。因此，在

住房供给方面，每个分区都应同时提供不同类型

的住房，即混合的建筑类型和户型；可根据不同

小区的区位特点采用不同的户型比例以及供给模

式，如出售或出租等，从而促进就近工作。尤其

是应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作为政府的重要

职责，在总的住房供给中该类住房应占有一定比

例，最好不低于30%。

3）综合配套完善程度。

在职住均衡关系中，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体系和生活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教育、文

化、体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功能完

备、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的生活居住工作区，既

是实现职住均衡的微观影响因素，也是减少居民

生活出行总量、缩短生活出行距离的实现途径。

4.2 影响模式与影响规律

城市交通规划过程中需考虑的城市交通需求

特性主要包括需求总量、时空分布、需求强度、

出行距离和交通结构等。其中，需求总量、空间

分布、需求强度、出行距离直接由土地使用状况

决定，交通结构间接由土地使用状况决定，时间

分布取决于生产生活模式。由此可知，改变土地使

用模式，将会直接改变城市交通需求的主体特性。

土地使用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

60

50

40

30

20

10

0

比
例

/%

0~<1 1~<2 2~<3 3~<4 4~<5  5
出行距离/km

齐齐哈尔市 辽阳市

49.12

14.79

33.79

10.23 10.69

25.77

3.97

41.28

1.49
6.06

0.941.88

图 4 辽阳市与齐齐哈尔市居民出行距离分布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travel distance distribution
in Liaoyang and Qiqih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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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差地租。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中心的

土地价值不断提升，依次向金融、商业、居住、

公共设施、产业等用地性质置换，从而将城市核

心区的居住功能削减，造成功能单一化。这一问

题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央商务区，本文对该区域不

强调一定做到职住均衡。

2） 规模经济。同一企业规模越大、成本越

低；相关产业组成产业链、成本降低等规模经济

原理，也促进了单一功能产业园区规模的不断扩

大。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建议在产业园区配建所

需的居住社区，这对规模经济的实现并无影响。

住房价格是影响居民选择住房的第一因素，

这一因素在城市中心区影响显著，解决办法是提

供混合的住房类型和抑制过高房价。针对城市新

区，可以按照交通系统和土地使用一体化规划的

原则进行设计和建设，所以上述问题可通过科学

的规划加以解决。

5 生态城市单元与职住均衡

城市居民出行主要分为刚性出行和弹性出

行。刚性出行是指上班、上学等固定时间、固定

目的地的出行；弹性出行是指不定期、不定目

的、可调整的生活性出行，例如一般性购物、娱

乐、游憩等。从上述讨论可知，促进职住均衡能

改变刚性出行的部分需求特性，完善的生活配套设

施则能够改变弹性出行的需求特性。实现上述目标

的技术途径，就要借助于生态城市单元的建设[5]。

本文所说的生态城市单元，是指城市规划设

计选定的基本对象范围。生态城市单元不是科拉

伦斯·佩里提出的邻里社区，也不是类似于北京的

大院体系，而是有着完整功能配置的混合型城市

区域，既要有住宅，也要有工作区，还要有绿地

公园、公共设施，包括购物中心、超市、24小时

便利店、银行邮政、运动场馆、中小学校、幼儿

园、医院、派出所、餐饮娱乐、车站等，同时配

备相应的管理设施与部门。生态城市单元的尺度

以自行车服务半径为标准，内部配有良好的步行

系统和景观系统，不排斥低速小汽车通行。同

时，生态城市单元的范围也不宜过小，以免造成

资源浪费。本文建议生态城市单元的规模为边长

3~4 km的矩形区域或半径2 km的圆形区域。生态

城市单元最大的特点就是综合性，从而减少大规

模长距离出行，同时逐渐形成具有市民交互的开

敞空间，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与社会认知感。

生态城市单元的构建首先应尽量将刚性出行

放在每个单元内解决，从而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出

行总量和出行距离，由此可以节约大量的城市交

通空间；其次，通过完善生态城市单元的功能配

置，提高单元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质量与

水平，使生活出行就近解决，从而降低城市居民

对小汽车的依赖程度。也就是说，构建生态城市

单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过多的出行次数和缩

短出行距离。因此，生态城市单元是典型的混合

用地形态，居住、就业与正常的生活设施都在步

行和自行车可接受的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城市单元的构建应避免

单一性，每一个生态城市单元所承担的城市主体

功能有一定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生态城市单元

的类型上，例如除居住、商务、就业于一体的主

题生态城市单元外，对于历史街区、文化体育

区、景观区、交通枢纽区、产业物流区、大型工

业区等应规划设计专题生态城市单元。有些生态

城市单元是城市中的“极化”单元，代表了城市

某一方面的特色，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载体。但

是，任何类型的生态城市单元均应考虑一定的居

住配置，只是居住用地所占比例不同。居住可以

与办公、商业等混合使用同一建筑空间或在较小

范围内不同用地性质混合配置，在同一生态城市

单元内形成多个集就业、购物、休闲等于一体，

不同阶层市民混合居住的和谐空间，从而实现职

住均衡、就近购物与活动的城市空间配置模式。

6 促进职住均衡的关键对策

实现职住均衡的目标是一个涉及政府主导推

动、法规政策保障、规划设计科学、市民共同努

力等方方面面的复杂过程，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

键对策为：

1）提高认识。

当前正值新城建设、老城改造的关键时期，

是推进职住均衡的极好机会。然而，很多新区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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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功能单一，要么是产业功能为主的产业新城，

要么是居住功能为主的卧城，导致居住与就业分

离现象更加严重。这种职住分离的现象，大大增

加了通勤时间和通勤疲劳程度，加大了城市的运

行成本，导致城市效率低下、生活质量下降，这

种状况急需改变。应充分认识职住均衡对减少交

通需求总量、缩短出行距离的重要作用，将其作

为解决交通供需矛盾的重要战略和长期对策，制

定系统的实施方案。

2）系统规划。

推进职住均衡的首要环节是规划，尤其是城

市总体规划、土地使用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的协

调。实现职住均衡，在规划层面应注意：

①混合土地使用。就业岗位和居住容量应基

本匹配，可根据生态城市单元主体功能的不同确

定不同的比例，注重不同土地使用的空间布局，

可采用职住混合度与均衡度指标衡量。购物、上

学、社区活动、业余常规活动均应在 300~500 m

实现。

②混合建筑类型。提供不同建筑类型和不同

户型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不同阶层、不同经济地位

市民提供选择性，从而为职住均衡提供可能性。

没有混合的建筑类型，很难实现职住均衡的目标。

③ 完善的绿色交通系统。“住”和“行”是

密不可分的。按照生态城市单元的规划设计思

路，实现居民近距离出行采用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远距离出行使用公共交通的绿色交通模式。

3）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职住均衡的实现涉及法规、制度、方法和保

障体系等，具备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是实现

职住均衡的基本前提。实现职住均衡是一个系统

工程，建议从以下几点着手推进这项工作，以期

为职住均衡的规划和实施创造条件。

①将职住均衡状况作为审批城市总体规划的

核心内容之一；

②制定合理引导和控制产业、居住分布与选

择的相关政策；

③注重对建设开发时序的引导控制，加强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和生活服务体系的建设和

完善；

④制定对职住均衡建设项目实施优惠的政策；

⑤建立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的实施保障体系；

⑥对职住均衡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加强

职住均衡实证研究和规划研究工作，制定职住均

衡规划设计指南或操作手册等。

7 结语

城市居民出行目的中，工作和上学出行一般

占 70%左右。促进职住均衡是改变交通需求特

性、降低城市交通负荷、建设生态城市、实现绿

色交通系统的源头管理措施。本文在定义职住混

合度、职住均衡度的基础上，选择两个城市进行

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职住分布对居民

出行距离有显著影响，相似的城市规模下，职住

均衡良好的城市居民平均出行距离较短。

当前正值旧城改造、新城建设的关键时期，

是调整职住关系的有利时机。本文认为，促进职

住均衡是建设生态城市和绿色交通系统的关键环

节和努力方向。本文提出的促进职住均衡的思路

与对策，旨在实现合理的城市职住均衡结构，减

少中长距离的跨组团通勤交通，从而缓解交通供

需矛盾和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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