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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职住平衡被认为是减少通勤时耗和交通拥堵的重要策略，但国内外研究对于职住平衡对通勤的影响有不同的结论。原因之一是已有研究

多依赖传统调查数据，局限于某一空间分析单元进行分析，由于分析尺度不一致，研究结论结果迥异。手机信令数据同时具有大样本和较高空间精

度的优点，可以被聚合到不同尺度的空间分析单元，为厘清职住关系研究中的空间尺度问题提供了新的数据基础。本研究以上海市和深圳市为例，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从职住关系的测度和职住平衡能否缓解通勤问题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职住关系分析中的尺度效应。研究发现，职住关系的指

标测度会随着空间分析尺度不同而变化。与小的空间分析单元相比，大的空间分析单元更容易实现较高的职住平衡，单元的就业自足性更高，过剩

通勤的比例也更低。同时，职住平衡对通勤距离与就业自足性的影响会随着空间分析单元的扩大而增强。因此，建议通过多尺度比较分析选择合适

的空间分析单元，减少尺度效应对于职住关系研究结果的干扰。

Abstract: Jobs-housing balance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reduce commuting distance and to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However, there are 
debates about the impact of jobs-housing balance on commuting. One reason for the controversies is that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s rely on the traditional survey 
data and are limited to a certain spatial analysis unit, resulting in various conclusions due to different spatial analysis scales. Cellphone data, with the advantages 
of large sample size and high spatial accuracy, can be aggregated into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providing new data basis for exploring spatial scale problem in the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studies. Tak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 exampl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spatial scale effects in the analysis of jobs-
housing relationship from two aspects based on cellphone data: the measurement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whether jobs-housing balance can alleviate 
the commuting problem. It finds that the measurement indexes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change with different spatial analysis scales. Compared with small 
spatial analysis units, larger units tend to have a higher jobs-housing balance level, better employment self-containment and less excess commuting. Moreo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commuting distance as well as employment self-containment will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spatial analysis units. Therefore, it suggests that appropriate spatial analysis unit should be selected through multi-scale comparative analyses to reduce the 
interference of scale effect on the results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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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美国郊区化的背景下，罗伯特·塞韦罗（Robert 

Cervero）指出就业岗位和住房在空间上的不匹配是造成人们

远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职住平衡”

（jobs-housing balance）概念，即在城市中某一给定的区域内

或较短的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内，居住人口与就业岗位数量

大致相等，使得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从而缩短通勤距

离，缓解交通拥堵 [1]。然而关于职住平衡能否缩短通勤距离，

学者对此仍有争论 [2-4]。近年来，随着国内大城市居民的通勤

距离不断增长，职住分离造成的过度通勤及其对环境、经济

和社会公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关注 [5-6]。国内学者借鉴并引

入西方的“职住平衡”概念，尝试从职住匹配视角探讨缓解

通勤交通拥堵问题的方法 [7-9]。

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对职住关系的研究通常以行政区、

街道、交通小区、居委会等不同尺度的分析单元为基础。然而，

不同的空间分析单元导致测度指标受到空间尺度问题的干

扰，无法真实反映研究区的职住关系，从而影响相关研究在

验证职住平衡能否改善通勤这一经典问题时结论的可靠性。

比较不同实证研究的结果是困难的，且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有必要利用不同尺度的空间分析单元分析职住关系 [10]， 

厘清尺度效应对于职住平衡问题的影响规律，从而在规划研

究和实践中尽可能减弱尺度效应的干扰。研究数据上，已有

研究大多依赖于传统的交通出行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相比

之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可以识别提取出大样本、详细的通

勤出行数据，且此类数据可被聚合在不同大小的空间单元中

进行分析。因此，手机信令数据可为多尺度下比较职住关系

的差异，探讨空间尺度对职住关系的影响等提供新的数据

基础。

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以上海和深圳为例，梳理和分

析近年来对职住关系中空间尺度的相关研究，比较不同尺度

下的职住关系指标以及职住平衡对通勤影响的变化规律，总

结空间尺度对职住关系研究的影响。

1  职住关系研究中的尺度问题

为测度职住关系，评估职住平衡程度，学者使用了一系

列定量化指标，包括通勤距离、职住比（jobs-housing ratio）、

就业自足性（employment self-containment）[11] 和过剩通勤

（excess commuting）[12] 等。从指标的测度尺度来看，大致

可以分为三类。（1）个体尺度。该类指标以通勤个体为基本

单元，直接反映个体的通勤特征和通勤效率，比如通勤距

离、通勤时间等指标。（2）单元尺度。往往以行政区、街道

或者交通小区为分析单元，测度该单元的职住平衡程度，如

职住比和就业自足性等指标 [11]。（3）城市尺度。测度一个城

市的整体职住关系，以反映不同城市的通勤状况。汉密尔顿

（Hamilton）于 1982 年提出“过剩通勤”概念 [12]，即从城

市尺度测度通勤效率。

在规划研究和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使用场景，合理选

择面向不同尺度的测度指标。即使是同一测度指标，使用不

同的空间分析单元也会对最后的测度结果产生影响，这可能

是导致相关文献中关于指标测度结果以及不同尺度职住平衡

对通勤的影响等讨论存在争议的原因。

1.1  不同尺度职住关系指标测度的争议
从职住平衡的测度来看，理论上当一个区域的职住比为

1，就认为该区域实现了职住平衡，且越大的空间分析单元，

越容易实现职住平衡 [13]。已有研究从行政区、街道或者居委

会、交通小区、不同半径的缓冲区等尺度各异的空间分析单

元来测度职住平衡，提出了不同的职住平衡标准 [14-16]。

在测度过剩通勤的研究中，不同学者也使用了行政区、

交通小区等大小不一的基本空间分析单元 [17-18]。霍纳和默里

（Horner & Murray）指出，空间尺度对过剩通勤的测度有很

大影响，基于不同基本统计单元得到的过剩通勤差距可能很

大，建议使用个体出行的数据进一步探讨过剩通勤随空间尺

度的变化情况 [19]。

1.2  不同尺度职住平衡对通勤影响的争议
关于职住平衡能否改善真实的通勤情况并提高地区的就

业自足性，学者从不同目的和需求出发，选择了不同尺度进

行研究分析，但实证研究结果仍存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好的

职住比可以改善地区的就业自足性，减少长距离通勤。例如：

塞韦罗比较了美国 40 多个城市郊区就业中心的职工通勤距

离，发现职住失衡就业中心职工的通勤距离明显更长 [1] ；孙

斌栋等以上海外环内的街道单元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各街道

缓冲区的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时耗的相关性，并指出职住比

在 1.05~1.2 左右时，职工的通勤时耗最短 [20]。然而，有些学

者以人口普查单元、城市等为基本分析单元时，发现在控制

人群的社会经济属性后，职住平衡对缩短通勤距离的效果甚

微 [3-4]，空间上的职住关系匹配并不是缩短出行距离和时间

的充分条件 [13]。例如：朱利亚诺（Giuliano）基于城市分区

（subarea）尺度的研究指出，职住平衡和就业可达性对通勤

影响不大，其他因素更重要 [2]，如沿交通走廊的土地混合使

用可以有效减少通勤时间 [21]。

在上述探讨职住平衡与通勤关系的研究中，使用的空间

分析单元包括交通小区、人口普查单元、城市分区等多种尺

度，而分析单元尺度的不一致可能是导致各研究结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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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职住关系中的空间尺度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

2  空间尺度问题研究与新数据源的应用

2.1  职住关系中空间尺度问题的相关研究
职住关系中的空间尺度问题，最早由西方学者斯莫尔

（Small）于 1992 年提出 [22]，随后霍纳通过比较不同划分单

元的过剩通勤的变化，验证了尺度效应的影响 [19]。在此基础

上，涅杰尔斯基等（Niedzielski et al.）系统比较了最小通勤、

最大通勤、过剩通勤等一系列的指标在不同单元尺度下的变

化，发现空间分析单元的尺度越大，单元的职住平衡程度会

越高，过剩通勤比例越低 [23]。但这并不能代表真实的职住平

衡水平，基于较大尺度的研究结论可能在小尺度的研究中并

不可靠 [13]，尤其是基于聚合数据测度城市的职住关系时，测

度结果往往与分析单元的尺度密切相关。如果分析单元发生

改变，单元内和单元间的通勤比例也将有所不同，从而影响

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关于空间尺度的选择对职住关系的影响，已有文献多采

用精度有限、聚合到某一行政单元的传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因而可能普遍受到尺度效应的制约。要缓解该效应，就必须

要从多个尺度来验证结果的一致性或者使用个体尺度的数据

进行分析。大样本量和高空间精度的手机大数据为不同尺度

空间分析单元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源。

2.2  手机信令数据为多尺度空间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职住关系研究常用的入户调查或街头调查数据，更新频

率较低，样本量有限；相比之下，手机信令数据样本量更大，

空间分辨率更高，可显示个体通勤出行特征 [24]。统计不同尺

度空间分析单元的手机信令个体数据并聚合，可为系统分析

研究尺度对职住关系的影响提供数据基础。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学者展开了多视角、多尺度的职

住关系研究。宏观尺度上，有学者从人流视角研究跨城的

都市圈辐射范围 [25]，有研究分析城市整体的职住空间特征

和通勤距离 [26]，还有研究基于通勤联系划分城市中心区的

通勤范围 [27]。中观尺度上，有研究探讨典型就业区的通勤特

征与通勤模式 [28]，还有研究评估郊区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 [29]。

另外，还有学者基于微观单元构建模型，探讨职住平衡、建

成环境等对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影响 [30-31]。职住关系研究

已经成为手机信令数据在规划分析实践中应用最广泛的领域

之一。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从个体、行政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单元，到典型就业中心、郊区新城，多种尺度的空间

分析单元被应用于研究中，手机信令数据为多尺度研究提供

了更多可能。

因此，结合手机信令数据探讨职住关系中尺度问题的研

究开始出现。郭亮等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从行政区、街道和

交通小区三个尺度研究了武汉市职住空间分布，并从不同尺

度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与通勤特征的关系 [32] ；潘海啸和王紫

瞻测度了不同半径缓冲区通勤距离与职住比的差异，指出随

着尺度的扩大，通勤距离与职住比的内部差异逐渐缩小 [33]。

宋小冬等指出传统的单元平衡法存在单元尺度和边界隔离问

题，建议使用基于密度估计函数的职住零一指数指标来缓解

以上问题 [34]。晏龙旭等则尝试对不同尺度空间分析单元的职

住比和通勤时耗分布曲线进行聚类，再基于聚类结果分析两

者的相关关系，从而减少尺度效应的影响 [35]。但系统梳理尺

度选择对于职住关系测度指标以及职住平衡对通勤影响的研

究仍较为缺乏。

3  两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梳理职住关系中的尺度效应。

一是从尺度效应对职住关系测度的影响方面，总结职住关系

指标在不同尺度下的变化规律；二是探讨随着空间分析单元

的变化，职住平衡对通勤的影响是否也随之变化。

3.1  研究区介绍
上海和深圳两个大都市都经历了职住空间的扩张与重

构，面临着通勤交通量急剧增加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 [36]。本

文分别于两座城市选择各自的研究区。上海的研究区为上

海市的整个市域范围，包括中心城区和郊区的 16 个行政区，

面积为 6 340.5 km2（图 1a）。深圳的研究区为该市南部的集

中建成区，由于深圳的东南地区多为休闲娱乐用地或为禁

止开发区，故研究范围不包括其东南地区。研究区面积约

1 129.11 km2，包括中心城区的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和

郊区的宝安区、龙岗区（图 1b）。

图 1  上海和深圳的研究区范围



81 2021 Vol.36, No.5国际城市规划

周新刚  孙晨晨  钮心毅    基于手机大数据的职住关系空间尺度问题探讨 —— 以上海市和深圳市为例

3.2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职住对识别与指标的计算

3.2.1  手机信令数据概况及职住对识别

笔者收集了 2012 年深圳市和 2011 年上海市手机服务商

用户占比最高的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以此对用户的职

住地进行识别。首先采用“活动地点—活动开始时间—活

动持续时间”数据模型 [37]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获取居民的

行动轨迹；再根据行动轨迹，提取夜间睡眠时段和白天工作

时段，将满足最小停留时间阈值的、当日停留时间最长的位

置点，作为居民的当日居住地和当日工作地 [34,37-38] ；最后按

统计单元汇总居住人口数与就业人口数，与相应普查数据对

照，均呈高度线性相关，说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结果基本 

可靠 [34,37-38]。笔者将识别得到的职住地聚合到不同尺度的空

间分析单元，从多个尺度对职住关系进行测度。

3.2.2  职住关系测度指标

（1）职住比与就业自足性

职住比指一定区域内工作岗位和居民人数的比例。职住

比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引起过长通勤。就业自足性通过区内

就业比例来衡量 [11]，本地就业比例越高，职住平衡就越好，

其计算方法如下：

 =
WORKii

WORKij

Ci n
j=1∑  （1）

其中，WORK ii 代表在区域 i 居住和工作的职工数；

WORK ij 代表在区域 i 居住而在区域 j 工作的职工数；Σn
j=1 是

居住在区域 i 的总职工数。

（2）过剩通勤

过剩通勤提供了一个城市尺度视角，以分析理想情景中

的最小通勤距离。职工被分配到最近的工作机会时，观测得

到的实际平均通勤距离 Cobs 与理想情景中的最小平均通勤距

离 Cmin 之差，即为过剩通勤量 Cwaste。笔者将过剩通勤量占

实际平均通勤距离的比重 Cwaste/Cobs 作为衡量过剩通勤程度

的指标。

3.3  测度指标的尺度效应

3.3.1  职住比和就业自足性的尺度效应

笔者首先以上海市为实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比较

居委会、街道和行政区三种空间单元的职住比空间分布。本

研究将职住比在 0.75~1.5 区间内的单元视为基本实现职住平

衡的空间，重点关注职住严重失衡的单元。随着空间单元的

扩大，职住基本平衡的空间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职住比的极

大值和极小值也都逐渐向均值靠近，标准差和均值同步下降

（表 1）。越大的空间分析单元，职住比越趋于平衡，单元间

的差异也越小。从街道尺度来看，相比于中心城区的部分地

区（1.50＜职住比＜ 4.50），典型的产业园区如张江高科技

产业园区、漕河泾技术开发区等（4.50＜职住比＜ 13.05）
存在更严重的职住失衡。从行政区尺度来看，上海中心城区

黄浦、静安、卢湾①三区的职明显大于住（1.50＜职住比＜

3.04）（图 2）。
同样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以深圳市为例，从行政区和街

道两个尺度比较研究单元的就业自足性 [39]。根据行政区的计

算结果，宝安区、龙岗区等郊区的就业自足性测度指标高于

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等中心城区。但街区尺度测得的结

果并非与行政区尺度结果完全一致，某些街道或片区的就业

自足性结果甚至出入较大，如罗湖区的南湖街道（图 3）。
为避免空间分析单元尺度不一产生的问题，本研究采用

2 km 的栅格单元，对深圳和上海两市的就业自足性进行比较

（图 4）。排除尺度效应带来的影响后可以发现，在 2 km 栅

格的单元尺度下，上海的就业自足性水平整体低于深圳，而

深圳郊区的自足性整体优于其中心城区。这是由于深圳的郊

区集中了许多大型工厂和高比例的第二产业 [36]，工作在其中

的蓝领群体多选择居住在工厂的职工宿舍或者租住在工厂周

边的城中村，因而就业自足性很高。相比之下，2011 年上海

的就业岗位仍多集中于中心城区，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新城发

展尚未达到一定规模，因而郊区的自足性较低。可见，利用

统一的栅格单元测度自足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的

行政区分析单元带来的尺度问题。

在针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中，通常采用街道、行政区划、

交通小区等作为测度职住平衡的空间尺度。随着分析单元尺

度的扩大，职住比和就业自足性的极值逐渐向均值靠拢，数

据间的差异被平滑，在微观尺度上更容易发现的局部职住失

配，在较大尺度上被掩盖而难以发现。同时，随着分析单元

从较小的单元如街道拓展到较大的单元如行政区，职住平衡

水平也会上升。因此，在对职住关系进行测度时，需要选择

合适的空间尺度和空间分析单元。

① 本文提及的黄浦、静安和卢湾三区，均为 2011 年上海市行政区划调整前的行政单元。

表 1  上海市不同空间单元职住比的统计结果

空间单元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居委会   725.00   0.01   1.90    13.99

街道     13.05   0.27   1.31      1.35

行政区       3.04   0.74   1.19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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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的上海、深圳两市的就业自足性（2 km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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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的深圳行政区与街道的就业自足性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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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过剩通勤的尺度效应

从过剩通勤的定义来看，它反映了最小通勤和实际通勤

间的差距。当使用更大的空间单元进行分析时，区内通勤比例

上升，跨区出行的可选择性降低，从而使得最小通勤越来越接

近于实际通勤。因此当研究区范围内的空间单元数趋向于1时，
也就是基本空间分析单元的尺度不断扩大，直到所选空间分析

单元为整个区域时，过剩通勤比例将逐渐减小最后到达 0。
以深圳为例，从交通小区和基站服务区两个尺度对比过

剩通勤。从表 2 的计算结果来看，相比于更小的基站服务区，

面积较大的交通小区测度的过剩通勤比例更低。图 5a、图

5b 直观显示了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取的研究区域内在交通

小区和更详细的基站服务区尺度的主要观测通勤流（其中少

量通勤流未在图中展示）；图 5c、图 5d 则显示了基于识别的

职住分布结果计算出的在交通小区和基站服务区尺度的最小

通勤流的空间分布。

3.4  职住平衡对通勤影响的尺度效应
尽管职住平衡长期作为提高就业自足性、减少居民通勤

距离和缓解交通拥堵的规划策略，但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

其对通勤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分析，

不仅会使职住平衡测度指标产生波动，同时会对变量间的关

系产生影响。理论上看，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和数据的聚合，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将会上升，也就是说在较大尺度下，职住

平衡对于通勤改善的影响可能被高估。

3.4.1  职住平衡与就业自足性

有研究 [39] 以深圳为例，聚合根据基站位置生成的

Voronoi 基站服务范围，得到对应于从 1 km、1.5 km 和 3 km

网格单元的空间范围，作为分析相关关系变化的基本分析单

元。基于手机数据，比较不同尺度下职住比和就业自足性的

线性相关系数变化。由于职住比的频率分布右偏，故采用职

住比对数（自然对数）的值作为自变量，对相关关系进行检

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2  不同尺度空间单元下利用手机数据计算过剩通勤的差异

空间单元 最小通勤距离 / km 观测通勤距离 / km 过剩通勤 / %

交通小区 4.38 8.42 48.0

基站服务区 2.12 5.58 62.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深圳 2012年手机信令数据绘制

图 5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的深圳市交通小区尺度和基站服务区尺度观测通勤流和理论最小通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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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分析单元逐步聚合成较大分析单元的过程中，职

住比与就业自足性的相关系数从不显著变为显著，并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分析尺度影响了相关系数的高低。另外，更大单

元有着更强的相关性，但这并不代表不同尺度下职住比对就

业自足性的“真实”影响。只有选择了合适的基本分析单元，

通过职住平衡提高就业自足性的规划策略才是有意义的。

3.4.2  职住平衡与通勤距离

为了探索职住平衡对通勤距离影响的尺度效应，笔者分

别从街道和交通小区两个尺度，计算各空间分析单元职住比

与职工和居民平均通勤距离的线性相关系数（表 4）。计算结

果表明，职工的通勤距离与职住比呈显著正相关，即基本分

析单元内的岗位越多，职工的平均通勤距离越长。就业中心

岗位越多，就需要吸引更大范围的工作者前来就业，因此职

工平均通勤距离自然就更长。同时，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与

职住比呈负相关，即基本分析单元内的岗位越少，居民的平

均通勤距离越长。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就近工作，但如果所

在单元内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居民就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寻

找工作。

另外，随着尺度的减小，职住比与通勤距离的相关系

数明显减小。街道尺度职住比与职工通勤距离的相关系数

达到 0.767，但在交通小区尺度仅为 0.551。街道尺度职住比

与居民通勤距离的相关系数为 -0.423，但在交通小区尺度仅

为 -0.251。这与部分学者提出的，在小尺度下职住平衡对通

勤距离的影响有限，而社会经济属性因子影响更大的结论 

一致 [2]。因此，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基本分析单元导致相关系

数变化，这可能是造成学术界关于职住平衡对通勤影响的争

论的原因之一。在规划实践中，需要谨慎对待未考虑到尺度

效应的职住平衡规划政策和研究结论。

4  结论与建议

相比于传统调查数据的样本量有限、更新频率低等局限，

手机大数据具有大样本量、空间精度高等优点。利用手机信

表 3  基于手机数据测算的职住比与就业自足性相关系数

空间分析单元 1 km栅格 1.5 km栅格 2 km栅格 2.5 km栅格 3 km栅格

相关系数（r） 不显著 不显著 0.21 0.36 0.41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9]

令数据可识别获取居民的通勤行程，而且这些精确到基站服

务范围的行程数据可被聚合到不同尺度的空间分析单元，为

我们探讨职住关系中的尺度问题提供数据基础。

本研究以深圳市和上海市为实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

系统梳理了尺度效应对于职住测度指标的稳定性以及对职住

平衡与通勤两者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均受

到尺度效应的影响。（1）职住平衡的指标测度随着空间分析

尺度不同而变化。大的空间分析单元比小单元更容易实现较

高的职住平衡，就业自足性更高，过剩通勤比例也更低。这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文献中关于职住比、就业自足性以及

过剩通勤的合理取值的争论。（2）职住平衡对通勤的影响会

随着空间分析单元的变化而不同。随着空间分析单元的扩大，

职住比与就业自足性的相关性以及职住比和通勤距离的相关

关系都显著加强。也就是说，职住平衡政策的有效性在各个

尺度上存在差异，若把某空间尺度的分析结果应用于另一空

间尺度上，很可能会产生一个有偏差的结果。因此在测度职

住关系以及通过职住平衡减少通勤时，必须考虑尺度效应带

来的影响。（3）深圳和上海空间结构的不同导致职住空间特

征上的差异，进而导致职住平衡策略适宜尺度的不同。在深

圳，2 km 可能是分析就业自足性的合适尺度，因为根据深圳

出行调查数据，在 2 km 出行距离以内的职工更可能采用非

机动化的出行方式；而对于上海，2 km 栅格尺度的就业自足

性相对较低。不同城市在空间结构组织、配套交通基础设施

以及居民出行行为偏好等方面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相

同大小的栅格单元，在应用于两个城市的比较时，也需要考

虑单元尺度的选择对两个城市是否同时适用，能否真实反映

出职住平衡的现状。应该明确居住和就业用地在合适尺度上

的布局和协调，以促进住房与就业在空间上的匹配，实现城

市空间结构的优化。

当职住平衡作为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公共政策被运用

时，高精度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缓解尺度效应带来的影响

提供了契机。在规划研究和实践中，为尽量减少尺度效应

对于职住关系研究结果的干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合理收集并使用个体尺度的精确数据，如问卷调查数

据与具有属性标签的位置大数据，以规避尺度效应对研究结

果的影响；（2）多尺度验证对比职住关系研究的结论，从不

同尺度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通勤行为之间的关系；（3）尽可

能在多尺度空间单元中计算测度指标的变化规律，从而发现

尺度效应影响最小的分析单元，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个体的

行为特点以及政策实施效率和目的，以划定合理的空间分析

单元。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表 4  不同空间分析单元下职住比与通勤距离相关系数

基本分析单元 街道 交通小区

居民平均通勤距离 -0.423*** -0.251***

职工平均通勤距离 0.767*** 0.551***

注：*0.05 水平显著，**0.01 水平显著，***0.001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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