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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居住迁移（又称迁居）是地理学、

规划学、城市研究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

容 [1]。从宏观角度看，居住迁移是城市

空间重构的重要动力，是导致社会分异

和居住隔离的关键因素。从微观角度看，

居住迁移在个人生命历程中扮演着起承

转合的角色，对个人美好生活和身心健

康具有重要影响。国外已有研究表明，

人的一生会经历多次迁居，而每一次迁

居可能意味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2]、

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 [3]、社会网络的重构

等 [4]，还会带来身份认同 [5]、情感依恋 [6]、

身心健康 [7] 等方面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

单位制逐步解体，城市内部的迁居率大

幅度上升，居民迁居的自主性不断增强，

自发性迁居逐渐普遍化 [8] ；而随着城市

蔓延式扩张、新城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

导致的征地、城中村和旧危房拆迁，大

量外来人口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被迫迁移、

居无定所 [9]。城市内部日益增加的流动

性加剧了居住分异和社会空间重构 [10-11]。

影响迁居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其作用机

制如何？对微观个人和宏观城市空间有

何影响？以上问题都有待更多探索。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迁居研究视

角、迁居动机以及迁居后果三方面对国

外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与评述，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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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住迁移是解析城市空间重构和空间分异的重要微观领域，对住房、教育、交通等公

共设施的空间配置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对 2000 年以来相关英文文献的梳理，对居住迁移

的研究视角、动因以及结果三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与评述，并对未来中国居住迁移研究

提出展望。研究发现：（1）居住迁移的研究视角正经历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变，生命历程为主

要视角；（2）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对迁居均有重要影响，但针对宏观背景对个人迁居决策

的影响以及群体差异，尚未建立系统认识与机制理解；（3）迁居后果转向关注个人主观能动

性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以及迁居行为对微观个体美好生活与身心健康的影响，但由于迁居行

为的超前或滞后效应，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机制解释较弱。未来国内迁居研究应在我国特有政

治经济背景下，结合生命历程理论核心观点，探索居住迁移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为城市

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Abstract: Residential mobil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icrocosmic field to analyze urba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such as 
housing, edu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since 2000,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motivation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result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puts forwar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ident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China.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undergoing a change from static to dynamic, and 
life course is the main perspective. (2) Residential mobility i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factors, 
but the influence of macro background on individual relocation decision and residence preference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3) For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residential mobility, the existing 
research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individuals on the shaping of urban 
space,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change on individuals’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future resident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combine the core ideas of life course theory with 
China’s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explore new methods and new theori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rban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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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居住迁移问题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的相关

研究提出展望。

1  21 世纪以来国外居住迁移研究的总体概况

1.1  数据与方法
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是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

重要索引数据库，它收录了全球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

刊。本文数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的核心数据集，包含 SCI、

SSCI、A&HCI 等，以 residential mobility 和 residential moving

为主题词进行搜索，限定领域为 urban studies、geography 和

regional urban planning （其中三个领域重合文献为 399 篇），时

间跨度为 2000—2018 年。除去书评、会议回顾以及无关主题

文章，截至 2018 年 12 月，共检索到 1 219 篇相关文献（图 1），

范围涵盖 2000—2018 年各国英文核心期刊数据，其中欧美

国家的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占 88.5%。

1.2  知识结构
将被引文献作为分析对象，共得到 196 个节点、438 条

连接关系，Modularity Q 为 0.814 3（取值在 0~1 之间，大于 0.3
表示网络结构社团显著，一个网络的 Modularity 值越大，表

示得到的网络聚类越好）、Mean Silhouette 为 0.520 6（0.5 以

上表示聚类结果合理）。研究可以聚为 10 类，图中节点面积

越大表示总被引频次越高，蓝色的年轮表示较早的年份，黄

色的年轮表示较近的年份，其中有紫色外圈的节点表示转折

点，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通常表示此领域价值最高的文献，

是引发研究突变的关键节点），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共被引文献

间相互引用关系，联系较强的节点形成聚类（图 2）。荷兰乌

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吉迪恩·博尔特（Gideon 

Bolt）、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马尔滕·范·哈姆（Maarten van Ham）、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威廉·克拉克（William A. 

V. Clark）、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比吉

塔·拉贝（Birgitta Rabe）、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罗里·库尔特（Rory Coulter）等作为第一作者的

文献被引率较高，是引发研究突变的关键点，其中，文献突

现度越高，排名就越靠前（表 1）。

注：#5 的 Silhouette 值未达到 0.5，表示聚类结果并不合理，因此未在图中显示。
图 2  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图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引文空间（CiteSpace）分析软件绘制

图 1  居住迁移研究年度发文量（2000—2018 年）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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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所得 10 类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归纳，进

一步归纳出四大类，分别为：迁居的研究视角、迁居的动因、

迁居的结果以及研究对象。其中，居住迁移的动因包括迁居

意愿（moving desires）、住房援助计划政策（housing assistance 

programs）、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政策（policy）、贫穷

（poverty）、退休过渡（retirement transition），迁居的主要研

究视角主要包括居住生涯（housing career），居住迁移的结

果包括边缘绅士化（marginal gentrification）、种族居住隔离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表 2）。

1.3  热点研究领域
通过对文章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热点词包含：

流动性（mobility）、可达性（accessibility）、居住迁移

（residential mobility）、住房市场（housing market）、国

内迁移（internal migration）、绅士化（gentrification）、住

房（housing）。引用率较高的关键词包括：居住迁移、生

命历程（l ife course）、社区（neighbourhood）、居住隔离

（neighbourhood segregation）、住房市场。突现度较高的关

键词分别为：居住迁移、住房政策（housing policy）、社区、

表 1  居住迁移研究文献中引用率排名前五的文章

第一作者 年份 文章标题 共引频次 /（排名） 突现度（排名） 所属聚类

吉迪恩·博尔特 2008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n the Dutch housing market: spatial segregation, 

relocation dynamics and housing policy
24（1） 6.30（3） 0

威廉·克拉克 2003 The life course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British housing markets 21（2） 6.30（3） 0

比吉塔·拉贝 2010 Residential mobility, quality of neighborhood and life course events 20（3） 6.21（4） 3

马尔腾·范·哈姆 2008
Who wants to leave the neighborhood? The effect of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neighborhood population on wishes to move
19（4） 8.12（2） 0

罗里 · 库尔特 2016 Re-thinking residential mobility 16（5） 10.31（1） 3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表 2  居住迁移研究的主要方向

聚类主题 聚类编号 大小 平均年份 聚类类别 标签 被引重点作者及文献

迁居动因

0 23 2006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区位选择（location choice）；

邻里无序性（neighborhood disorder）

Gideon Bolt（2008）；

William A. V. Clark（2003）

1 23 1999
住房援助计划政策

（housing assistance programs）

住房补贴（housing vouchers）；

混合收入社区（mixed-income communities）

James E. Rosenbaum （1995）；

Leonard S. Rubinowitz（2000）

3 22 2011 迁居意愿（moving desires）

迁居意愿（moving desires）；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

人口地理学（population geography）

Birgitta Rabe（2010）；

Maarten van Ham （2008）

8 6 2002 政策（policy）
低收入住房（low-income housing）；

邻里（neighborhood）

Paul A. Jargowsky（2003）；

Alan Berube（2006）

10 5 2007 贫穷（poverty）
绅士化（gentrification）；

生命历程（life course）

Xavier de Souza Briggs（2010）；

Jeffrey R. Kling（2007）

9 11 2009
退休过渡

（retirement transition）

乡村（rural）；

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多方位研究（multi-locality studies）

John Urry（2007）；

Aileen Stockdale （2006）

研究视角 7 14 1996 居住生涯（housing career）
住房所有权（homeownership）；

收入极化（income polarisation）

William A. V. Clark（1996）；

Yiannis M. Ioannides （1996）

迁居结果

6 16 2009
边缘绅士化

（marginal gentrification）

置换（displacement）；

制度背景（institutional context）

Wendy Bohte（2009）；

Sako Musterd（2014）

4 14 2000
种族居住隔离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孤立（disaffiliation）；

多样性（diversity）

Gideon Bolt（2008）；

John R. Logan（2002）

研究对象 2 22 2001 中国（China）

住房政策（housing policies）；

转型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y）；

土地租赁（land leasing）

Siming Li（2000）；

John R. Logan（1999）

注：表中“大小”是指聚类到这个节点的文章数量；“年份”是指该聚类标签首次出现的年份。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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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献关键词时间线视图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引文空间（CiteSpace）分析软件绘制

生命历程、通勤（commuting）等。近五年的热点关键词为：

不迁居（immobility）、老龄化（older adult）、公共交通

（public transport）、健康（health）、职住平衡（jobs-housing 

balance）、人口回流（return migration）、性别（gender）

（图 3）。
出现三类主要研究方向：（1）生命历程是居住迁移研究

的主要视角和研究框架。（2）居住迁移动因研究主要集中在

住房市场和社区层面。（3）居住迁移的结果方面，不仅关注

居住迁移对于城市空间重构（绅士化、居住隔离）的影响，

同时也强调其对于个体的影响（例如个体心理健康和生理健

康等）。

2  研究进展及评述

居住迁移的概念首次在罗西（Rossi）的《家庭为什么

迁移》（Why Families Move）一书中被提出，是指居民为适

应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促使家庭居住地从一个位

置到另一个位置的线性单向过渡 [12]。基于对家庭生命周期理

论的批判，凯恩（Kan）认为居住迁移是由一系列生命历程

事件触发，导致家庭现状住房与预期住房不平衡，从而促使

家庭居住地发生变化的过程①。克拉克和迪勒曼（Clark & 

Dieleman）在此基础上对居住迁移的研究范畴作出了更深刻

的解释，他认为居住迁移不同于人口迁移，人口迁移的主要

动力是就业，通常涉及跨行政区界的迁移，而居住迁移的主

要动力是生命历程事件，因此通常发生在单个住房市场内，

是城市内部的短距离迁移 [14]，这一定义目前已受到学界的普

遍认可。根据上文文献定量分析的结果，下文结合具体文献

内容，从迁居研究视角、迁居的动因以及迁居的结果三个方

面梳理国外居住迁移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对其进行评述。

2.1  迁居研究视角
生命历程是研究迁居的主要视角 [14-15]，起源于 1960 年代

美国的研究，是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批判以及受生活史（life 

story）研究的启发而提出的 [16]。生命周期理论是将生命视为

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社会关系或者角色不断转换循环的过程

和阶段，忽略了个体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多重身份和

角色问题 [17]。而生活史研究注重收集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

以及生活经历的文献，用叙述的方式研究这些群体，忽视了

这些群体中的个体进入和离开社会的“发生路线”（lines of 

genesis），其社会角色的发生顺序也完全不同 [18]。因此，为

了捕捉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命历程视角将生命历程视

为由多重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生涯”（career）所组成的轨

迹（trajectory），包括家庭生涯、工作生涯、教育生涯和住房

生涯等 [19-20]。这些不同生涯的发展通常伴随着住房需求和偏

好的变化，从而触发迁居行为的发生，也为迁居提供资源或

设置障碍 [21]。

生命历程视角为迁居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框架，现有

的迁居研究大都采用生命历程范式来解释迁居行为，大致可分

为三个研究方向：第一，生命历程事件与迁居动机之间的关系，

① 作者转引自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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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学者最为关注的方向 [22-23]；第二，生命历程事件对迁居

距离的影响 [24]； 第三，迁居与生命历程事件的互动机制 [25]。

不过，目前生命历程的核心思想尚未与迁居研究深入结

合。首先，虽然现阶段的研究逐渐转向关注个人人生轨迹与迁

居的关系，但由于缺乏长期纵贯数据，仍未充分实施。生命历

程理论的核心观点强调轨迹是由转折点（transition）和持续期

（duration）组成：转折点是指个体发生的生命历程事件，持

续期是指转折点之间的时间跨度 [26]（图 4）。现阶段的研究大

都是利用横截面数据或短期纵贯数据分析迁居与生命历程事

件的关系 [4]，这些研究结论虽然具有重要价值，但对事件在长

期人生轨迹的发生序列解释较弱 [1]。其次，大多数迁居研究以

家庭为主要决策单位。不可否认，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变化等

因素与迁居决策密切相关，但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相互关联的生

活（linked lives）[17]，认为个体行为不仅与个人选择、个人与家

庭息息相关，与家庭与社交网络中其他人的联系也紧密关联 [27]。

因此，相互关联的生活意味着家庭迁居或不迁居、迁居的距离

和方向等也由更广泛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 [28]，这些影

响基本上是递归的，因为迁居行为会反过来影响其社会关系，

从而增进或削弱家庭和社会关系 [4,25]。

因此，虽然生命历程视角为迁居研究提供了强大框架，

二者的结合仍有待深入。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限制。

一方面受数据的限制，在迁居研究中很难通过深入的定量分

析来阐明生命历程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生命历程虽然强

调时间的延续性，但其空间表达能力较弱。尽管使用了轨迹、

转折点和持续期等概念来描述事件的发生序列，但因其理论

自身的学科限制，理论本身并无意重视事件状态变化的空间

路径和社会空间影响的表达 [29]。

2.2  迁居的动因
此类研究迁居行为的发生一般被认为是现状住房与预期

住房需求不平衡导致的住房调整过程 [12]，对于迁居行为发

生的动因，学者分别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探索，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在微观和中宏观层面 [1]。其中，微观层面包括年龄、收

入、住房权属、家庭结构、社会交往等因素，中宏观因素则

涵盖了社区与社会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变化等 [30]

（图 5）。

2.2.1  微观层面因素

目前关于迁居动因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年

龄、家庭结构、经济收入、住房权属、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

展开 [15,24]。早期的研究认为，年龄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影

响迁居与否最重要的因素 [14]，一方面，住房需求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不断变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住房需求各不相同，从

而导致迁居的发生 [12,31] ；另一方面，结婚、生育、离婚等家

庭结构变化会使个体对现有住房产生不满并表现出对新住

房的需求，进而引发迁居行为 [32]。然而有学者对此提出质

疑，认为年龄和家庭类型这两个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变量并

不总能直接导致对住房的不满进而促使家庭迁居 [2,20]，因为

生活事件的发生时间和顺序因人而异 [33]。同时研究表明，家

庭经济收入的增加会提高迁居的几率，而一旦拥有住房产

权，迁居率就有所下降 [34]。但也有学者指出，绝对经济收入

差距并不会刺激迁居，与社区其他家庭相对收入差距过大或

过小才会促使迁居行为的发生 [35]。此外，传统理论认为，社

会交往的密切程度也是决定个体迁居与否的一个因素。然而

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和即时通信模式的出现，不仅使通勤和远

图 4  生命历程和住房轨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4]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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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作成为可能 [36]，还为社会和亲属关系在空间上延伸提供 

了可能 [37-38]，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交往对迁居决策的

影响 [39]。最后，工作的变动可能会触发迁居，研究发现：随

着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增加，人们明显倾向于搬迁至

离工作场所更近的地方 [40] ；而远程办公的实现，一定程度上

会削弱这种迁居的可能 [34]。

2.2.2  中宏观层面因素

中宏观因素包括社区与社会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政治背

景等 [41-42]。例如，在西欧等政府对住房市场干预相对较多的

国家，住房机会的可获得性、价格和所有权等受到政府政策

的强烈影响 [43]，低交易成本、良好的住房供给市场、较低的

借贷成本和可获得性的按揭贷款都有利于迁居的发生 [44]。此

外，穆斯特等（Musterd et al.）发现，社区因素对于低收入

家庭迁居行为影响较小，而对于高收入家庭影响较大①。沃

特（Wouter）对社会文化与迁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

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匹配程度会对其迁居与否产生影响，当夫

妻居住在与之受教育水平和社会文化相似群体占比较高的社

区时，迁居频率较低，即社区内相似群组比例越高，迁居的

可能性就越低②。

由上可知，随着交通设施和通信技术的革新、休闲和

消费观念的改变，微观个人层面因素对迁居的影响也在不断

发生变化。现阶段对于迁居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局限于“静止

的”生命历程事件对迁居的影响，而对于延续的、变化的事

件关注不够。在中宏观层面，现有研究对不同背景的城市和

社区的研究较为缺乏，同时由于数据局限，尚未建立这些因

素对迁居影响的系统认识和机理解释。

2.3  居住迁移的结果
从迁居的结果来看，迁居一方面对城市空间重构起到重要

作用 [3]，另一方面也会对个体美好生活和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7]。

2.3.1  城市空间重构

早在 20 世纪初，迁居就被认为是城市空间重构的主要

动力，芝加哥学派的入侵演替理论首先解释了这种现象，认

为外来移民首先侵入城市中心区，并置换以前的居民，这种

波浪式迁居会导致城市空间圈层分化 [45] ；之后互补理论、绅

士化研究等又对此理论进行了补充与扩展。该阶段研究大多

聚焦经济状况、种族背景等因素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21
世纪初以来，学者转向关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空间隔

离不仅受制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背景，还受到迁居者的居

住偏好、社会网络、文化偏好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沃特研究

发现，居住偏好对城市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影响，在进行迁居

决策时，人们会将自己划分到特定的阶层和社区，具有相似

配置（种族、文化、收入等）的家庭更容易集聚到一起，从

而维持居住隔离模式③。同时，博尔特等（Bolt et al.）的研

究表明，少数族群的居住隔离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即使自

身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与主流社会文化的差异缩小，他们仍

图 5  迁居的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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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转引自参考文献 [45]。

② 作者转引自参考文献 [3]。

③ 同注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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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与本族群的人住在一起，即少数族群居住隔离的格局事

实上是一种“自我隔离”[41]。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居

住空间分异，边缘人群在进行住房选择时更会依赖于自身的

社交网络 [42]。此外，居住隔离会在代际间发生转变，一方

面父母的支持可能会让相对贫穷的年轻人居住在更富裕的社

区，改善居住隔离；另一方面代际财富转移又会进一步加剧

居住隔离 [46]。

2.3.2  对个体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研究转向关注迁居对个体层面的影响。已有研

究主要探讨迁居对个体健康、社会网络与主观幸福感等方面

的影响。

个人迁居行为与其健康状况之间存在重要联系 [7,47]。首

先，迁居至相似或贫困程度较低的社区可能会提升健康状况，

这与居住环境的改善有关 [48-49]，但并非迁居次数越多越好，

研究表明迁居次数的增加与健康状况成反比 [50-51]。与迁居次

数较少的人相比，迁居较频繁的人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较差，

并拥有更高的抑郁和焦虑发生率 [52]。其次，迁居健康研究不

仅关注结果，也关注健康行为，例如迁居率较高的群体会增

加吸烟的发生率 [53]、反社会行为 [54]、暴力行为 [55] 等。第三，

迁居对健康的影响也存在性别差异和群体差异，例如研究发

现女性迁居次数增加会提高早婚和婚前性行为以及青少年怀

孕的比例 [56-57] 等。第四，迁居直接影响了个人的社交网络，

例如在迁居决策中，儿童往往没有选择权，迁居发生时更容

易丧失原有的社交网络 [7]。最后，迁居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

显著影响。一方面，迁居可能意味着迁入更好的社区，获得

住房环境改善 [58-59] ；也可能伴随着工作机会的增加、通勤距

离的减少等，都会带来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60]。另一方面，

迁居也可能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迁居会带

来当前生活的混乱，从而导致个体幸福感降低 [61]，尤其被迫

迁居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62]。

虽然迁居对微观个体的影响逐渐受到重视，但亟待更加

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例如当前研究并不能清楚地解释迁居与

健康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已有研究大都采用横截面数据，

难以解释迁居与健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因为生活事件与迁

居存在时间差，而迁居和健康结果的产生也存在时间差，即

存在一个潜伏期，而横截面数据则无法捕捉这个潜伏期。另

一方面，迁居健康研究中观察到的健康差异可能是流动家庭

常见的特征，而与迁居不具有因果关系。

3  总结与启示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数据和技术方法的丰富，国外

迁居研究已取得重要的研究进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

基于引文空间的定量分析和大量文献资料的精读发现，研

究内容主要包括迁居的研究视角、迁居的动因以及迁居的

结果三方面。在迁居研究视角方面，生命历程成为主要视角，

事件史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极大促进

了迁居理论的发展；但由于长期纵贯数据的缺乏，未能将生

命历程视角的核心观点充分应用于迁居研究。在迁居的动

因方面，大量研究揭示了微观层面包括年龄、收入、住房

权属、家庭结构、社会交往等因素，中宏观层面包括社区

与社会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变化等对迁居的影

响；但针对宏观背景对个人迁居决策的影响以及群体差异，

尚未建立系统认识与机制理解。在迁居结果方面，已有研

究探讨了迁居对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和个体幸福感与健康的

重要影响，但由于迁居行为的超前或滞后效应，对微观个

体的影响机制解释较弱。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快速城镇化导致大量旧城拆

迁和市内迁居，同时在我国住房政策和户籍制度作用下，社

会资源分配不均衡，加剧了社会分异与居住隔离。因此与完

全市场化的北美国家以及政府干预较强的西欧国家在迁居动

机、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63]，其社会空间后果也有所不

同。基于对国外迁居经验总结，笔者认为未来国内迁居研究

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丰富纵贯数据与大样本数据库。个体在其人生

轨迹中可能经历多次迁居，而每次迁居的原因和后果可能

各不相同，未来迁居研究唯有基于纵贯数据与大样本数据

库，才能对迁居行为的决策过程与机制作出深刻解释。第

二，构建符合我国政治经济背景的理论模型。我国政策制度

（如住房政策、户籍制度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

住房消费习惯等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迁居动机和决策与西

方国家有所不同，在我国国情下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

迁居模式的差异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关注迁居行为与微观

个体的相互作用。未来迁居研究应关注微观个体对城市空间

的塑造，同时关注迁居行为对个体健康、社交网络、主观幸

福感等微观层面的影响，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

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打下基础。总之，国内迁居研究应

继续深化已有研究领域内容，批判性地与国际迁居研究搭

建对话空间与平台，加强对新时代迁居研究发展趋势的研

判。同时，结合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观点和中国特有的政治

经济背景，探索我国迁居研究未来的发展，将是未来研究的 

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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