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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大都市圈职住空间不断分离，使得职住空间关系和就业可达性的话题越发受到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其中，交

通基础设施作为连接居住和就业功能的重要纽带，被认为是在既有职住空间格局基础上提升就业可达性的重要手段。本文探讨城市职住空间格局

的形成及变化规律，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对改善就业可达性的影响。国际案例研究表明，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更加直接

地影响着他们的就业选择和生活成本，增加其投入能明显提升就业率。相对于北美传统的职住空间分离模型，中国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因快速居住

郊区化、新城与开发区建设等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郊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可能将弱势群体置于更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不同文化背

景和发展阶段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改善职住失衡局面的作用有所差异。恰当的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可以在既有城市职住格局的基础上提升就业

可达性，平衡和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生活状态，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job-housing spatial mismatch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mon for metropolitan areas globally, and related issue on job accessibility 
receives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policy makers and policy researchers. A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function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s believed to be an important means to increase job accessibility based on existing urban patter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s of job-housing spatial relat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the job accessibility. Accumulated studies show that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irectly impact o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living cost, especially for the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groups. 
Increasing investment on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puts will improve employment ratio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job-housing 
mismatch model in North America, job-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are more complicated due to rapid suburbanization, new town development 
and new industrial zone development. Lack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suburban area leads the vulnerable groups to a more disadvantaged situation. 
Therefore, under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the improvement of job accessibility 
might be different. Appropriat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ill improve job accessibility, balance and optimize job-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also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low-income group, thus has profound influen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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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大城市的交通问题日益

严峻。通常而言，城市规划师和交通规划师都希望通过增加

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来解决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然而，

无论在海外还是中国的大城市，仍面临着越来越多不容忽视

的交通问题挑战。美国在较早的时期就开始关注到城市的职

住空间关系，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开始逐渐意识到职住空

间关系形成了城市的“基因”。职住空间平衡良好的城市，

支持了大都市圈的交通顺畅 ；反之，如果城市规划之初就形

成了职住空间的严重分离格局，即职住失衡，那么后期很难

单纯通过优化交通来彻底化解城市交通拥堵。换言之，解决

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可能在交通本身领域之外，更加与城

市相关。

因此，职住空间关系、就业可达性与交通基础设施之间

形成的紧密关联，成为研究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交

通作为联系城市居住和就业功能的桥梁，不仅成为城市人流

与货流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基础设施，也对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通常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铁路

系统、公路系统、水路系统，隧道通道，跨海大桥及航运系

统等几大部分，本文中提到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城

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系统及道路运输系统。对于国内外大量已

建成或已经发展成熟的城市来说，基本的职住空间格局已经

确定。通过对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新建和对已有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来提高城市的就业可达性，能够起到提升

城市活力和就业水平的效果。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而言，交

通基础设施的便捷程度与他们的生活成本和就业相关 [1-2]，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成为提供有效就业机会的必要支撑。从这一

视角来看，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在既有的职住空间

格局基础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在这三者中，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成为最关键的话题。理

想的职住空间关系是指职住平衡，即在某一既定的地域范围

内，居民中劳动适龄人口和就业岗位数量能够基本匹配，大部

分居民可以选择就近工作；通勤方式多采用步行、自行车或

者其他的非机动车，即使使用小汽车，出行距离或时间也在

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3]。从城市社会和公平视角来看，职住空间

关系不仅直接决定着城市交通发生量，更影响着家庭支出水

平，从而对城市居民生活品质有间接的影响 [4]。1960 年代，凯 

茵（Kain）首先提出了职住空间错位的概念，即随着美国郊区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出现了人口和就业岗位

的空间错位现象 [5]。之后，21 世纪初的研究发现虽然美国大

城市出现了就业郊区化 [6-7]，然而职住空间失衡问题更加突出

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在就业郊区化的同时，低收入人群也

不再集中在城市中心，而是开始分散在郊区 [8-9]，在大城市的

郊区也出现了贫困群体集中地区 [10-11]。这一变化打破了原先城

市中心区与郊区二元分立的空间“错位”模型，而使低收入群

体的职住失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就业岗位的郊区化并

不意味着所有岗位均匀分布在郊区，它们仅仅是集中在几个有

限的就业次中心内 [12]，这就意味着在郊区化过程中，富裕阶

层和贫困阶层的就业可达性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除了探讨空间因素本身的影响之外，研究也表明公共

交通设施的方便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有着重要的影 

响 [13]。例如：有研究强调拥有汽车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就业机

会，能提升就业出行的灵活性 [14]。同时，有研究发现交通方

式的不同导致就业可达性的差异非常明显 [15-16]。最新的一些

研究表明，在持续郊区化、多中心发展等新的趋势下，“职

住空间错位”现象变得更加复杂 [17]——空间距离本身的重要

性下降，而公共交通服务的重要程度正在上升。

除了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对于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也逐渐得到关注。随着 1990 年

代中国传统单位解体以及快速郊区化，职住空间分离进一步

加剧 [18-19]。特别是城市新建的保障性住房大多位于远离城市

中心的地区，而主要的就业岗位依然集中在城市中心 [20]，也

成为促成职住分离的因素之一。同时，无论在城市之间还是

城市内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布极不均衡，使得低收入

群体因交通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就业机会被剥夺状况更为突

出。因而，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的影响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而且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本文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对低

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影响话题，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

探讨职住空间关系、就业可达性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关

系，希望为缓解中国城市交通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

2  职住空间关系与城市交通

2.1  职住空间关系
现有的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城市内部总体的通勤距离和交通发生量 [21]。1968 年，凯茵

提出了职住空间错位的假设，旨在描述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

在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的状况。在这

个假设提出后，很多学者陆续开始了职住空间关系的相关研

究，主要包括生态学派、经济学派、行为学派，以及以城市

规划为重点的研究。生态学派主要以人类生态学为基础，强

调城市居民居住空间格局上的演变；经济学派主要关注城市

居民在居住地、工作地所需要的成本以及通勤成本之间的利 

益 [22] ；行为学派更关注于人的行为本身，以及与通勤行为相

关的组合研究 ；城市规划学更关注城市的空间格局，综合考

虑各项基础设施，近年来更侧重于城市交通研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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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城市失业的问题，更多的研究尝试从大都市圈

尺度来分析职住失衡的现象。很多研究发现，不仅仅是距离，

种族、收入水平，甚至是语言掌握的程度都会影响就业可

达性 [24-25]。

在个体社会属性方面，比较一致性的结论是，高收入者

具有更好的就业可达性，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私家车比例，

在就业的选择上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除了个人特征差异以

及交通方式的选择，土地利用以及基础设施布局等多种因素

的差异也会造成职住失衡 [26-28]。这些研究表明，过于严格的

区划条例分割了居住与就业功能 [29]，使得职住空间难于接近。

此外，蔓延式的城市发展策略、低密度开发也可能加剧职住

失衡的现象 [30]。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开始提出除了内城区和郊区的简单

划分之外，职住错位可能具有更复杂的空间机理。因为与总

量失衡相比，结构性的错位通常更加普遍，也更容易被忽视。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失衡可能是更复杂、更深层

次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取决于已有的居住和就

业空间格局 [31]，例如城市中心与次中心之间的错位、郊区次

中心之间的错位关系等等。而简单的市区和郊区划分，显然

已经无法准确刻画职住空间关系的复杂性。

2.2  职住空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职住失衡假设不断充满争论的同时，一些学者转而研究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连接职与住的重要桥梁作用。既然在

住房和工作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空间分布差异，那么二者之

间的连接就非常关键。

学者通常认为，理想的职住空间关系是职住平衡。然而，

无论是在西方城市还是中国城市，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远距

离通勤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交通拥堵也越来越严重。根

据调查数据，2009 年，北京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达到 43 分

钟 [32] ；高德地图 2016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共交通大数据分

析报告显示这一数值已经达到 46.7分钟。在北京、成都、杭州、

西安等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已经远远大于美国（费城最长，

为 38.3 分钟）和欧洲的主要城市（英国最长，为 22.5 分 

钟）[33]。特别是随着新区和开发区建设，旧城和新区之间的

职住失衡更加严峻，例如西安、苏州等 [34]。

事实上，美国也尝试通过推行一些规划和交通政策，重

新促进职住空间的平衡，例如将就业岗位重新带回内城，或

者促进反向通勤等 [35-36]。然而，根据美国交通调查的结果来

看，事实上 1970 年代以来人们的平均通勤距离并没有缩短，

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亚特兰大大都市圈公路交通系统为

例，每人每天平均行驶英里数（VMT）从 1982 年的 19.8 英

里（1 英里 ≈1.6 km）增加到了 1999 年的 35.1 英里 [16]。因此，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职住失衡早已不能通过简单的缩短交

通距离、增加就业岗位这些传统方法来解决。因为无论上述

哪种方式都和交通与城市的协同关系相关，如若没有系统性

的解决途径，就会像“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发酵循环一

样，使职住失衡更加严重。

3  就业可达性

尽管职住空间关系可以反映出城市功能的整体空间格

局，然而由于统计空间单元大小、数据统计口径、交通设施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仍不足以准确刻画公共交通设施对人们

就业和出行的影响。相比之下，就业可达性能够更直接地反

映出职住失衡的程度 [37-38]，也更能够凸显交通基础设施对人

们就业的影响。

3.1  职住空间关系与就业可达性
通常而言，职住空间关系仅能够表达居住与就业的关系，

与交通基础设施本身的局部供给有很大关联。某种意义上来

说，职住空间的失衡一定意味着低水平的就业可达性，而职

住平衡的空间关系却不一定意味着高水平的就业可达性（图

1）。因此，职住空间关系更多的是从通勤距离上反映职住问

题，其本身并不能准确表达出就业可达性的准确测度，也很

难反映出就业与交通之间的联系。考虑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作

为链接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的重要桥梁，直接对就业可达性

进行测度，能够更好地反映交通基础设施支持下的跨区通勤

的特征。

3.2  就业可达性的社会影响
就业可达性有限不仅意味着通勤距离长、交通成本高，

也在于交通方式选择的局限性，从而使低收入群体失去潜在的

就业机会。例如：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和波士顿等案例研究发现，

地理距离也许并非限制就业的主要因素，恰恰是交通方式选择

的差异带给那些需要就业岗位的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局限性 [39]。

而是否拥有私家车成为影响就业可达性的关键因素，因为汽车

为到达就业地提供了更高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对那些工

图 1  职住空间关系与就业可达性的概念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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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不固定的群体。在波士顿的案例中，研究表明同样在

30 分钟之内，汽车拥有者的平均就业可达性得分为 0.31，而

公共交通使用者的平均就业可达性得分只有 0.03[40]。

基于中国城市的案例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更愿意采取

更加低廉的方式出行。根据 2016 年高德地图公布的中国主

要城市公共交通大数据分析报告，北上广深等城市的公共交

通出行平均时间已超过 40分钟，其中东莞最高，达到 53分钟，

而北京、上海的出行花费均高于 4 元，步行距离超过 900 m，

换乘率分别为 76% 和 67%，综合成本较高 [41]。这些数字表

明，对于低收入特别是极低收入群体来说，交通成本成为家

庭生活支出的重要组分 [42-43]，这部分经济负担会进一步限制

他们对就业的选择，从而形成循环型的贫困。同时值得注意

的是，在选择各种交通方式的比例方面，西方城市各种群体

对小汽车的依赖性较强 ；而在中国，由于私家车普及率相对

较低，低收入群体对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交通基

础设施的便捷度及完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收入群体

的就业、出行和居住的选择。

4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就业可达性影响的国际经验

4.1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
面对城市失衡的职住空间关系和有限的就业可达性，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可以提升就业和居住之间的连接

性，改善出行的便利度。对欧洲的相关研究表明，交通基础

设施的便捷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落后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影响

因素。因此，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利于促进

地方就业，也是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关键因素 [44]。

另有研究发现，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与就业、社会福利

和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十分紧密。例如：达伦伯格等

（Dalenberg et al.）针对美国 48 个州，基于 1972—1991 年面

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建设高速公路对各州的劳动力就业产生

了显著的增进作用 [45]。迪朗东和特纳（Duranton & Turner）

基于 1983—2003 年美国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投入每增加 10%，就能使城市就业率增加 1.5%[46]。

此外，一些研究考察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就

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效应。例如：德国全国尺度的研究表

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差异解释了区域之间就业增

长的差异 [47]。德米特里亚德和马姆尼斯（Demetriades & 

Mamuneas）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2 个国家

的研究表明 [48]，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明显的长期正向效应，

但交通基础设施的短期回报率显著低于长期正向效应，这也

反映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长期供给不足的原因。因而，寻求

短期与长期基础设施投入之间的平衡，成为提升就业可达性

必须考虑的问题。

4.2  国际案例
波士顿作为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之一，

是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居住在城市中心区的群体具有明显的

就业优势，其平均就业可达性远远高于居住在郊区公共交通

不发达地区的群体 [49]（图 2）。所以，对于居住在城市不同

区域的群体来说，影响就业可达性的因素可能是不同的 ：在

城市中心，影响就业可达性的主要是经济因素与就业岗位的

数量和区位 ；而郊区则更多受到交通方式，即汽车拥有率和

公共交通设施供给程度的影响。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大城市洛杉矶，是典型的低密度城市。

案例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本身并不会限制低收入群体的出行，

限制他们出行的是公共交通设施的便捷程度。而在洛杉矶，

其公共交通相对而言并不发达。

从洛杉矶的案例来看，虽然就业和居住郊区化的趋势一

直在继续，但并没有解决城市中心区和郊区之间的职住失衡

问题。郊区化趋势下的就业和居住重新分布的结果表明，虽

然就业郊区化了，但仍与低收入群体居住区位的郊区化不同

步，从而导致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就业可达性差距变

得更大。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更为薄弱的郊区，虽然有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由于居住地和就业地更加分散，就业

可达性实际上更差了。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即使他们

从城市中心搬至城市边缘区，就业可达性仍然很难得到提升，

主要原因就在于迁移到郊区后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更加

薄弱，难以支持日常通勤（图 3）。

4.3  小结
通过多个案例的研究发现，就国内外情况而言，美国城

市更多的是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市中心，其线路集中且覆

图 2  波士顿的就业可达性得分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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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范围有限。很多情况下即便有公共交通，人们依旧更多

选择私家车，因此，国外的职住失衡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缺失或错位造成。而国内的情况

不同，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北上广深等城

市，职住失衡的问题越发严重主要是因为这一问题在建设公

共交通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50]，快速的城镇化导致职住关系越

发不匹配。仅仅增加交通线路或是增加就业副中心等传统方

法已经无法解决现有的职住失衡问题，尤其是职住总体数量

上的平衡并不能代表具体某地职住空间上的平衡，毕竟就业

岗位与居住本身并不匹配 [51-52]，在这种不匹配的前提下，单

纯地增加就业或是增加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本身只会加剧

职住失衡。因此，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总是追加

在既有的职住空间不匹配的城市，很难在本质上缓解职住失

衡带来的问题。

5  总结

综上所述，在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都已经成

为影响低收入者就业的重要因素。自“职住空间错位假说”

提出的半个世纪以来，职住空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早已变得复

杂又多样，收入、空间、社会、种族和交通出行方式等因素

同时发生作用 [53-54]。从全球尺度来看，大城市的职住失衡程

度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在郊区化的趋势下，通勤

距离长已经不是单一的限制因素，低收入者居住区位郊区化

的同时，就业岗位并没有随着郊区化的趋势而均匀分布在郊

区，使得低收入者的就业更加依赖公共交通设施，因而交通

基础设施的欠缺和空间不均衡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低收入群体

的就业。

在理论上，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就业可达性融入空间

错位或是职住失衡研究，很少有针对就业可达性的探讨。由

于就业岗位数与人口数在空间分布上有较大的差异，职住平

衡只能单纯地表现工作地与居住地的空间距离和关系，很难

衡量就业与居住之间复杂的联系，而就业可达性的概念不仅

能够准确反映就业地本身是否已经具有较好的可达性，更能

体现出采用交通系统从某一地点到达分布在空间上的就业机

会的便利程度 [55-57]。由于以往对于就业可达性影响因素的分

析较为单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旧城改造、人口的均衡

化分布及新城规划等多个因素都与就业可达性相关联，尤其

是与交通可达性及交通基础设施的综合分析，使得这一概念

更为全面地反映出就业问题 [58-60]。    

在研究方法上，居住与就业区位之间的空间关系越来越

多样化，简单的职住比（JHB）已经很难完全呈现出二者之

间的关系。就业可达性考虑了实际路网和公共交通供给情况，

比职住比更能准确刻画低收入者到达就业岗位的难易程度 [61-63]。

对波士顿和洛杉矶的案例分析发现，地理距离本身并不能限

制低收入群体的出行，公共交通设施的便捷程度才是影响出

行的重要因素。

通过这些文献综述分析，在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对低收入者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今后的研

究中，通过对就业可达性的动态分析，考察公共交通基础设

施的建设是否给低收入者就业带来更多的益处；以及对于已

有的城市空间格局，交通基础设施究竟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将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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