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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大城市的家庭居住区位选择和企业区位选择一直

是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关注的重点。在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全

球化、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的综合作用下，加强对企业区位选择

的研究，能够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的不断完善和变革。为此，本文归

纳了国外大城市地区就业区位分析模型研究进展，全文共包括四部

分内容，分别是：城市企业区位模型的趋势、企业区位处理方法的

发展历程、模型构建要素与理论以及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启示。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choices of the household loc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location in mega- city region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 of city planning and city economics all the time. In China, 
strengthening research for employment location choosing can promote 
progr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under the mixed effects 
of marketing economy growth, globalization, transport techniques, 
information techniques and etc. To this end, this paper summarizes 
current research on employment location models abroad. This paper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the tendency of employment location models, 
the history of employment location models, the variables and theories in 
establishing models, and the enlightenment on China’s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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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宅与就业分布（或者家庭居住区位选择和企业区位

选择）一直以来是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工

业革命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地区

的居住和企业的空间密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些都直接地

推进了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在杜能农业

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等基础上，关于大城市地区企业区位

选择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理性分析与实证主义的融合。其中二

战后随着计量革命和城市模型方法的兴起，大城市就业区位研

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兴起于二战后，但一度于 1970 年代

进入低潮，而又复兴于新世纪的城市模型方法见证了城市规划

的理性综合传统、多元思潮传统和新背景下城市规划的变革洪

流。在中国，以人文为本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价值观倾向，市

场经济发展、全球化、郊区化、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的快速

变化不断改变大城市居民的家庭居住地选择和就业地选择，加

强对这些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够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的不断完善，

乃至变革。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外关于企业区位的模型既有包含企业

与家庭区位的综合性模型，也有专门的企业区位模型。本文通

过总结其对于企业区位的处理方式以及建模理论，试图探寻各

模型间的通用理论，以期为将来国内建立基于本国国情的企业

区位模型提供支持。

1  国外企业区位模型研究趋势

过去几十年内，国外关于大尺度城市模型的研究可谓跌宕

起伏：伴随二战后城市重建与复兴，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下的

城市模型研究兴起。然而，在197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理论依据，

数据不充足，政府资助减少，加之人本主义、结构主义等多元

规划思潮转变，城市模型进入低潮期。道格拉斯·李发表了“大

尺度城市模型安魂曲”一文 [1]，本希望能够再次以模型方法冲

击传统的规划方法，不料规划师过分看重该文中对建模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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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私人建设项目、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六个子模型来

模拟不同因素对城市的综合影响。未来的模型在宏观上不仅

与经济学、交通紧密相连，也会包含政治、安全等诸多因素，

实现就业、土地、交通、政策等的融合模型。

而这些新的趋势，不仅依赖于新时期的计算机技术发展

和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与过去企业区位模型的发展历程相关，

特别体现在从宏观模型向微观模型的迈进过程中。新的发展

趋势在继承原有模型优点的同时，也在逐步减少过去某些人

为的假定前提。

2  国外大城市地区企业区位模型的发展历程

城市模型建立的理论依据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主要

来源，以计算机为平台计算，其发展阶段与这三个因素的发

展阶段相关。城市模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0]。在初

期，受限于计算机技术，模型多为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模

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预测数据、距离衰减系数

等关键参数；中期则在空间交互方面有很大进展；在后期，

对于微观个体行为的研究与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增强，使得大

数据模型和微观模型有了突破性进展。

而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三种企业区位的处

理方法 [11] ：（1）传统的人口就业匹配方法：将研究地区划分

为多区域（zone），根据各区域不同部门企业与人口关系来

分配，可能会根据简单的通勤状况进行区域内的数量调整，

直至地区间和不同部门间的就业数量比例达到平衡。（2）地

块岗位数量变动方法：不同区位的岗位有种类、报酬、数

量限制、可达性以及通勤成本等不同属性，从业者根据自

身职业要求和偏好选择岗位，由此在空间上产生岗位的类型

和数量变化，其模拟可以个人、群体，也可以地块为单位。 

（3）企业选址决策方法：将企业作为迁移的单元体，模拟

企业迁移决策而非岗位的变动。具体实例参见表 1[4,12-23]。

三种方法的出现时期，与城市模型的三个阶段有一定程

度的相似性，但其时间划分并不如后者明晰。故本文的历程

回顾部分，将在城市模型的发展框架下观察企业 / 就业区位

选择的发展历程。

2.1  第一阶段 ：1960—1970 年代的城市土地与交通交

互模型（LUTI）视角的研究
早期的城市模型可追溯至 1964 年的 Lowry 模型 [24] 和

Alonso 地租模型。前者强调了就业、人口与土地的经济匹配

关系，后者指出通过价格来调节不同区位间的差异，实现区

位等价。Lowry 模型的思想至今仍是很多模型的基本框架 [11]。

在人口与就业的关系上，受其模型基本为静态模型所限，关

注的重点在达到平衡状态下的空间分布上。Lowry 模型中对

批判，认为模型太过粗糙而不能满足规划应用需求，终而放

弃模型方法，选择了故步自封 [2,3]。但随着原始数据日趋完善，

GIS 等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城市模型于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再次兴起，并引发新的浪潮。

而企业区位模型作为城市模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经历了类似的兴衰过程。在新的时代下，企业区位模型的

发展同城市模型将一同迎来新的发展趋势：

1.1  复杂性（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从来不像模型中那样简单，个体种类繁杂，干

扰因素多样。以 Lowry 模型将服务部门分为 k 类作为源头 [4]，

后续研究者将模拟对象不断细分，或加强干扰因素的模拟，

力求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为了应对城市系统的复杂性，新理

论不断被提出：混沌理论、神经网络、遗传算法、Q 分析、

分岔论等 [3]。不断涌现的新理论不仅是仿真模拟的发展，更

是我们对于城市内部机制的认识的拓宽与加深。同时，为了

加强对复杂性的应对，出现了很多“一次性”模型，针对特

定的城市、时段、问题而建模，如马奥（Maoh）和卡那鲁

格卢（Kanaroglou）为汉密尔顿（Hamilton）所建的企业分

析模型 [5]。

1.2  离散、非均衡模型发展
在约半个世纪的城市模型发展过程中，模型构建的主要

趋势是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发展 [6]。原本的“集

聚”模型逐渐解体，引入离散选择等模型策略，取消了从宏

观上对于个体行为的假定，也取消了（劳动力、岗位）供给

与需求在模型的各阶段都相等的假定。近十几年的城市碎化、

多中心的发展，都对传统模型中的单中心、空间均衡及集聚

等特征提出了挑战。

1.3  大数据趋势
随着计算机及传感监测等技术的增强，数据获取过程的

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海量数据的涌现使城市模型迎来了大

数据时代。依赖于大数据，微观模型可以更准确地分析模拟

个体的决策，而未来真实城市中的居民也会依靠大数据结果

做出自己的决策，这是一种新的居民与城市互动的方式 [7,8]，

城市模型不再一味被动地探求个体行为。不过，依赖大数据

所建立的精细化模型擅长近期的问题分析，而非远期预测 [6]。

1.4  交通、就业、土地、政策等的融合趋势
城市规划涉及金融、土地等诸多方面，随着城市模型向

精细化发展，各方面因素都被纳入决策考虑之中 [9]。多特蒙

德区域模型（IRPUD Model）中就建立了交通、时间、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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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区位的处理采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外源性地固定基础

部门企业数量和位置，推算人口（或家庭）的分布，再由人

口分布推导零售部门的分布 [25]。后续研究者由此推广至企业

区位选择、并运用更合理的交通理论与子模型，逐步发展起

城市土地与交通交互模型（LUTI）这一大类模型，成为第

二阶段城市模型的主流。这类模型的初期模型有 PLUM模型、

INIMP 模型等。然而这些模型都是过于简化的，对城市的实

际情况会有明显偏差 [6,26]。

2.2  第二阶段 ：开始于 1970 年代的空间均衡与 LUTI

结合的研究
相比第一阶段，该阶段 LUTI 模型强调了时间变量，城

市动力学的发展使得各要素可随时间延长而迭代计算，这是

有别于静态模型中某些要素不变化（如 Lowry 模型中基础部

门就业）的 [27]。另外，在该阶段交通理论发展迅速。相比

于第一阶段的交通选择通过若干比例参数设定组成，该阶段

的 LUTI 模型与交通模型交互进行运算，如 DRAM/EMPAL

模型，或者通过构建交通子模型来实现土地市场与交通市

场一体化 [28]。在宏观尺度上模型对于各区间的资本、商品、

人员流动给出了空间经济学的解释和建模支持，特别是对

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中空间均衡状态的

理论支持。

在企业区位处理的方法上，出现了研究所划分的区域

内岗位数量变动的第二种处理方法，其中日益成熟的交通模

型所产生的可达性评价成为区内生产活动选址与变动的重

要依据。在人口与就业关系上，代表性模型 MEPLAN 延续

了 Lowry 模型的想法，人口与就业都根据对方前一次的增长

情况确定自身在当前阶段的增长数量：产品需求增长使得基

础产业增长，进而促进人口增长，服务业就业根据人口增长

而计算出就业增长，并将服务业就业增长再作用于人口。但

人口和就业数量的增长率误差会成为模型最终误差的主导因

子 [28]。值得一提的是，人口区位分布跟随岗位空间分布是

Lowry 根据经济学原理所添加的，但在经验主义的研究中难

以证实这种假设关系的存在。即便一定要有此假设关系，似

乎更可能是岗位的分布依从于人口分布 [29]。这表明非均衡的

模型更符合实际，城市模型需要突破均衡条件来建立。

该阶段的代表模型有 DRAM/EMPAL 模型和 MEPLAN

模型。普特曼（Putman）在 PLUM 模型基础上开发出包含细

分居住分配模型（DRAM）和就业人口分布模型（EMPAL）

和交通模型三部分的 DRAM/EMPAL 模型，是一套交互式

土地使用与交通整合软件 [30]。马西亚尔 · 埃切尼克（Marcial 

Echeenique）等研发出 MEPLAN 模型，并在世界 25 个地区

得到应用。基于MEPLAN 的方法，后续出现了 TRSNUS模型，

MUSSA 模型，PECAS 模型 [11]。

2.3  第三阶段 ：新时期城市就业研究的微观模型转向
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关于企业、家庭选择的微观理论发

展，关于行为主体的研究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大数据支持

（实际上高质量的数据收集仍然很困难），使得基于模拟每

个个体行为的自下而上的微观模型有了很大进展。计算机的

表 1  经典城市就业区位模型

模型 开发者 开发年份 已应用地区 建模理论
企业 / 就业区位产

生方式
企业 / 就业存在模块

企业区位

处理方法

Lowry Model 劳里（Ira S. Lowry） 1964 年 匹兹堡地区 宏观经济学原理 各区数量平衡 以变量形式直接参与总模

型计算

方法一

DRAM/EMPAL 斯 蒂 芬· 普 特 曼

（Stephen Putman）

1970 年代 奥兰多大都市区 空间相互作用 各区数量平衡 方法二

MEPLAN 马西亚尔·埃切尼克

（Marcial Echeenique）

1980 年代早期

（软件包）

萨克拉门托 空间投入产出 土地利用类型（或

生产活动）变更

土地市场 方法二

IRPUD 迈 克 尔· 韦 格 纳

（Michael Wegener）

1994 年 德国鲁尔区 离散选择 个体选择 时间演化子模型、公共建设

子模型、私人建设子模型

方法二

CUF 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

1994 年 美国加州 基于规则建模 土地利用类型（或

生产活动）变更

方法二

Delta 戴维·西蒙兹（David 

Simmonds）

1995 年 英国北部 离散选择 地区竞争与产出条

件下岗位数量变更

经济子模型、城市子模型 方法二

Simfirms 莱奥什·范·维森（Leo 

van Wissen）

1995—2000 年 荷兰 基于逻辑建模 企业决策 方法三

UrbanSim 保罗·沃德尔（Paul 

Waddell）

1996 年 尤金—斯普林菲

尔德，俄勒冈州

城市经济学、离散

选择、微观模拟

个体代理选择 经济转化模型、企业迁移

模型、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方法二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 [4, 12-23]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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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运算能力提升也为其提供了硬件基础。

CUF 模型（California Urban Futures Model）是第一个明

确的微观模型，其考虑了工业、住宅等各种土地利用状况 [11]。

而第一个完备的微观尺度的模拟则是由维森（Wissen）构建

的 Simfirms 模型，模型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探寻企业应对供

需关系变化所进行的扩张、衰落和破产行为下就业的空间分

布状态。维森（Wissen）等在第一代模型（Simfirms Ⅰ）的

基础上，发展了第二代模型（Simfirms Ⅱ），并且正在发展

第三代模型（Simfirms Ⅲ）[21]。

Simfirms、ILUMASS、SFM 等模型 [11,13,31,32] 代表了第三

种企业区位的处理方法，直接从企业出发，而不是通过企业

与家庭互动行为的反复迭代确定两者的分布，实现从“岗位

的区位选择”（job location choice）向“企业的区位选择”（firm 

location choice）的转变 [11]。

就人口与就业关系而言，人口成为环境变量，相比第二

种方法，地位大大降低。另外，在微观行为理论大发展的基

础上，原本自上而下的 LUTI 模型也开始越来越关注个体，

在宏观模拟的区间范围下研究劳动力、家庭的定居、迁移等，

使得模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类模型突

破了在第二阶段所依据的空间均衡，向空间不均衡模型迈进，

例如 IRPUD 模型 [17]。也就是说，第二种企业区位的处理方

法也实现了自身的突破，LUTI 模型目前仍占据着相当重要

地位。

3  国外大城市地区就业空间模型构建要素维度与
理论方法

3.1  模型要素
Lowry 模型作为第一个具有计算机定量模拟研究性质的

模型，为之后几十年的模型奠定了基础，其模型中核心的三

要素：土地、家庭（或人口）、企业（或就业）成为之后“城

市土地与交通交互系统”类模型的核心变量。在 Lowry 模型

基础上发展的城市模型不断涉及新的方面与变量，但总的来

讲，大部分宏观模型在第一、第二种企业区位处理方法下建

构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 :（1）就业：包括基础产业部门就

业和服务部门就业，完成区级的产品输入和输出，可以岗位

供给或劳动力需求的形式出现。（2）家庭：为服务部门提供

需求，是服务部门种类、规模、涨落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

企业提供劳动力，可以服务业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形式出现。

（3）通勤：不同主体间的重要交互手段，其代表的可达性

指标是衡量相互联系的区位的重要度量。（4）土地或空间：

其本身的固有属性——有限性，对企业、家庭提供了土地供

给的制约，由此产生了人口规模和企业规模的限制，以及土

地流转等。（5）价格：反映供需关系，不同区位土地的租

金高低是决策的重要因素。（6）外源性变量：模型外部环境

（如研究区域与外围环境的产品劳务进出口），以及公共政

策、重大项目的建设决定等。这些因素的主要关系如图 1 所示，

其模型实例可参见 DELTA 模型，如图 2 所示。

在图 1 的诸多变量中，直接影响企业居住区位格局的是

企业和家庭的选址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两者通过通勤成本、

薪金、劳动力资源状况等交流，迭代运算中不断从对方及其

他变量得到反馈，最后逐渐达到稳定的状态，实现空间的均

衡，得到模拟结果。

从企业角度出发的微观模型在以上的考虑要素基础上，

更加注重对于个体的多样性差异和决策过程的细分。其关注

的要素有：（1）企业生命周期：企业个体的收支状况、已存

在的时间、企业迁移、新企业产生和原有企业的衰退破产的

概率等。（2）个体间的相互影响：其影响是复杂多样的，不

仅仅是宏观模型中关于空间土地有限性的简单假设。（3）其

他因素：包括外力作用、各种随机情况出现等。变量间关系

参见图 3，其实例可参见图 4。此外，需要重视企业的逻辑

决策过程：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选择方案和对发展路径的依

赖，而不能通过统一的选择方案来模拟企业的区位选择。虽

图 1  从岗位数量出发的就业区位模型主要变量关系图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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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逻辑选择过程及其分类不以变量的形式出现，但其重要性

要超过变量的设定。

3.2  建模理论方法
在确定变量的基础上，开始模型的构建。模型发展的驱

动力多样，或为外源性假定的集聚，或依靠模型内部人口增

长对就业的需求和消费需求等。模型架构的主要理论包括以

下几种 [33]。

（1）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该模型描述

区域内活动与外界的经济交流，提供地区整体的就业集聚、

收入等，其结构可表示为 Z=X（1-I）-1，（1-I）-1 用来度量

从外源性变量到总需求的扩张程度，而 Z、X 并无确定的对

应量。例如在传统的投入—产出框架中，将外在设定的人口

对就业的需求看作模型的驱动力，就业数量作为供给来满足

需求；在 LUTI 模型中，基础部门 X 为外源性变量，而将总

就业量定义为需求 [34]。其代表性模型有 MEPLAN 模型。

（2）空间交互理论（Spatial Interaction）。包括重力模型、

熵最大模型、LUTI 模型等，模拟不同区位的空间活动（企

业的区位特点）与主体在通勤、市场竞争等交互条件影响下

形成的就业—居住等格局。其代表性模型有 LUTI 类模型 [35]。

（3）效用 / 利润最大化（Utility and/or Profit Maximising 

Logit Models）。效用最大化是所有模型所追求的目标，不仅

体现在宏观模型的就业数量的变动，也体现在微观模型的个

体决策中。

（4）微观模拟模型（Microsimulation Model）。从决策的

微观主体角度出发，依据当前各因素做出决策，从而模拟出

整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其代表性模型有 Urbansim 模型。

（5）其他理论，包括离散选择模型等。

值得一提的是，构建模型过程中，既可以仅依靠一种理

论进行构建，如依靠空间交互理论建立的 LUTI 类模型；也

可以将多个模型理论组合，进行建模。例如，当邓肯（Duncan 

A Smith）等模拟大伦敦就业区位分布时，即使用了 I-O 模型、

EMP（Employment Location）模型和 LUTI 模型，共同组构

总模型 [34]，如图 5。

4  对中国大城市地区就业和规划研究的启示

纵观西方近半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城市模型在其中的指

导意义非同小可，特别是对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及都市区。

例如早期的 Lowry 模型为匹兹堡综合更新项目（Pittsburgh  

Comprehensive Renewal Program）产生多个替代方案，辅助

决策制定 [4]。IRPUD 模型在 STEPs 中试图探讨交通管制和土

地利用的联合政策下居住与企业区位的变化 [17]。国外的城市

模拟目的已从分析人的行为的空间分布规律，发展至模拟环

境变化，探讨不同政策所产生的结果，以进行多方案比选，

探讨可持续性 [36,37]，特别是不同交通政策对企业和人口的分

布影响 [38]。

中国大多数城市当下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相比前三十

多年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思路，新时期的城市发展注重

“量”的同时也要注重“质”。以拥堵问题为例，研究者可

模拟不同的交通政策或用地政策对土地利用配置的影响 [30]，

在集聚的优势和拥堵的劣势中寻找效用最大化的实施方案。

特别是在当下统计数据逐渐丰富，城市规划也迎来大数据的

图 3  从企业决策出发的就业区位模型的变量关系图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4  Simfirm 模型通用结构图
资料来源：修改自参考文献 [21]

图 5  由 I-O 模型、EMP 模型、LUTI 模型组成的就业区位研究综合
模型

资料来源：修改自参考文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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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企业区位模型也将有更令人期待的前景：首先，大数

据能够更好地描述政府之外的大量分散的投资决策者的行

为，以弥补传统规划中政府自上而下实施的不足 [13]。企业区

位模型中“自下而上”的建模思路与微观模拟的方法正对应

于此。其次，许多城市问题症结在于若干年前不合理的投资

建设，大数据的实时性与城市模型的预见性结合可以及时地

发现并纠正不良的城市发展方向。最后，未来充足的数据能

够支撑专门化的区位模型，能够更直接准确地对特定问题给

予回应。

我国的城市模型构建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已取得

一定的成就。北京市为了对城市整体规划做出评价，研发基

于元胞自动机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分析模型 [39]。其他城市

也针对其自身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模型构建，如银川市基于

SLEUTH 模型的空间扩展研究 [40]，宜昌市基于 UrbanSim 的

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互动模拟 [41]。

然而国内目前在就业区位模型，以至于大尺度城市模

型建模的发展中，仍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1）数据缺乏：

模型的基础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来源是模型成功的铺垫，

Simfirms Ⅲ之所以能够从处于理论原型阶段的 Simfirms Ⅰ和

Simfirms Ⅱ走向实际应用阶段，原因之一就是数据的完善。

我国人口众多，不同产业部门的联系与人员分布更为复杂，

数据的收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对此，龙瀛等提出采用

人口合成的方法解决当下微观模拟的数据来源不足的现实情

况 [42,43]。（2）人才培养：我国规划院校教学中对于数据处理

与分析乃至建模的内容明显不足，培养的规划师对于模型存

在着不少疑虑 [6]。这造成模型结果对规划实践的支持作用未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3）建模理论不是经济学模型的简单堆

砌，而是需要大量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实证研究支持模型

中主体的行为假设，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阶段和建模者对其

他学科成果的吸收也有要求。

未来，在全球化、“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

区位选择偏好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可

能会降低企业家庭间通勤成本的影响；而企业可能会偏向在

信息发布源位置集聚；企业的决策机构与生产机构各自做出

区位选择；更强的人口流动性使得企业与人口的分布关系可

能更为微弱，外源性的劳动力供给反而可能成为某些模型中

的劳动力主要来源，等等。我们期待未来企业区位模型能够

在用地规划、城市规模控制、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提供更多的依据，以应对新的城市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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