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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勤是城市居民的基本交通需求，也是联系城市居民居住地和就业地的重要桥梁。城市居民的就业

地与居住地很少能完全重叠，从而导致了浪费性通勤。现有浪费性通勤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存在样

本有限、成本较高、分辨率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一种顾及实时路况的城市浪费性通勤测算思路，并将其用于中

国四川省成都市浪费性通勤测算。通过调用高德地图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
获取成都市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然后分别使用完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方

法对居住地与就业地 POI进行抽样，生成通勤点对。编写网络爬虫程序，在高德地图中基于实时路况自动批

量查询公共交通模式（公交与地铁）下最快捷、最经济、最少换乘情况时各通勤点对的实时通勤时间与通勤费

用，计算出任一通勤点对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费用的平均值。使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所有通勤点的理论最小通

勤时间，分析成都市浪费性通勤时间与费用的统计与空间分布特征，揭示通勤薄弱环节和通勤供需严重不平

衡地区。结果表明：成都市一环、二环、三环内的平均通勤时间分别为 2 126 s、2 439 s、2 922 s。成都市老城区

三环内浪费性通勤率为 80.69%，通勤容量使用率 69.34%。这与极光、百度等网站使用轨迹大数据分析的结

果，以及其他学者的经验研究结果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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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与就业地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两大

组成要素，其空间分布匹配关系是城市规划、交

通出行领域的重要议题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通

勤的空间格局［1-2］。通勤作为现代城市经济系统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度是城市经济活力的标

志［3］。但是，当通勤强度过高，职住严重不均衡时

将会带来严重的城市拥堵问题和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

浪费性通勤率这一概念最早由文献［4］提

出，现已成为生态经济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和土

木工程等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5］。该值可以表示

城市的通勤效率以及城市空间要素配置的合理

程度［6］，为提高城市通勤效率，减少通勤时间提供

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现有关于浪费性通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浪

费性通勤的影响因素［7］、通勤数据的获取与测

算［8-9］，以及浪费性通勤与城市结构的关系等［10］。

文献［11］利用空间分解等方法，发现城市内部不

同区域通勤效率存在差异；文献［12］指出就业离

心化可以显著减少通勤时间；文献［7］通过收集

半年的智能卡数据分析居民通勤特征。另外，学

者 们 还 对 不 同 城 市 居 民 的 通 勤 特 征 进 行 了

研究［13-19］。

数据获取手段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多时空尺度浪费性通勤的研究。

例如，常见的问卷调查法由于受访者的回忆可能

存在错误以及受访者的出行方式与时间不一致，

导致数据的准确性不足［20］，难以大范围推广，且

这种方法消耗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较大［21］；而公交

智能卡数据获取途径有限，且只代表了部分人部

分时间的出行方式。

网络地图和各种出行应用软件的出现，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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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交通数据获取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针对现

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一种顾及实时交通路况的城

市浪费性通勤测算方法，通过调用高德地图应用

程 序 接 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获取居住地与就业地的兴趣点（point of in‐
terest，POI）数据，基于实时路况查询获取多种出

行策略下的出行路线，估算出行时间与出行成

本。这种方法具有实时、经济、可靠、高效、复制

性强等特点，可作为传统问卷调查方法的重要

补充。

1 浪费性通勤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就业与居住是城市居民生产与生活活动的

空间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

变量。就业地与居住地的空间布局决定了居民

通勤模式的选择，从而影响通勤时间与通勤费

用。浪费性通勤是指在不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的

前提下，通过相互交换居住地与就业地，使城市

通勤在理论上达到最小值，实际通勤值与理论最

小通勤值之差即为浪费性通勤［22］。

1.1 基本假设

理论最小通勤值计算中的通勤成本用通勤

时间与通勤费用表示，其测算基于如下 3个假设

条件：

1）假定所有人员的出发时间相同；

2）假设居住者和就业者都愿意按照最优化

原则与区域内任何一位居住者和就业者交换

区位；

3）假设每个居住地的就业人数及每个就业

地的工作人数均为 1人。

1.2 浪费性通勤测算的线性规划方法

线性规划在社会经济与城市通勤中应用广

泛［23］。设 cij为从居住地 i到就业地 j的通勤距离

或时间，xij 表示该方向上的通勤人数即通勤流

量，则实际通勤时间Q arc为：

Q arc = ∑
i
∑
j

c ij x ij （1）

假定 Pi 为居住地 i（=1，2…n）的上班人数，

Ej为就业地 j（=1，2…m）的上班人数，理论最小

通勤值Qmrc的计算就转化为求使整个城市的总的

通勤距离或时间最短的问题。Qmrc的计算基于如

下约束条件，使用线性规划方法求解。

1）对每一个居住地 i（=1，2…n），有：

∑
j= 1

m

xij ≤ Pi （2）

该约束条件定义了从每个居住地到各个就

业地的通勤人数不能超过该居住地的上班人数。

2）对每一个就业地 j（=1，2…m），有：

∑
i= 1

n

xij ≤ Ej （3）

该约束条件定义了从不同的居住地到每个

就业地的通勤人数不能超过该就业地的上班总

人数。

3）对每一个 i、j，有：

xij≥ 0，i=1，2…n；j=1，2…m （4）
该约束条件表示通勤人数取非负值。

1.3 浪费性通勤率与通勤容量使用率计算

基于实际通勤时间 Q arc、理论最短通勤时间

Qmrc和理论最长通勤时间 Qmaxrc，可计算得到对应

的浪费性通勤率 E和通勤容量使用率 C，以衡量

不同城市之间的通勤效率和职住平衡状况［24］。

浪费性通勤率 E的计算公式为：

E= Q arc - Qmrc

Q arc
× 100% （5）

通勤容量使用率 C的计算公式为：

C= Q arc - Qmrc

Qmaxrc - Qmrc
× 100% （6）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获取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为例进行城市浪

费性通勤测算。成都市位于 102°54′E~104°53′E、
30°05′N~31°26′N之间，2018年成都市常驻人口

已达 1 63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5 342.77亿元。

由于成都市道路网呈典型的环形放射状，三环路

是中心城主体部分与中心城外围区域的分界线，

所以本文以成都市老城区（包括金牛区、青羊区、

武侯区、锦江区及成华区）三环内区域为研究对

象。成都市老城区行政区划如图 1（a）所示。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因成都市道路网呈典型的环形放射状，三环

路是中心城主体部分与中心城外围区域的分界

线。本文以成都市老城区三环内区域为研究对

象。根据 2017年国土资源部组织修订的《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17》有关标准［24］，

首先确定居住地和就业地对应的主要用地类型

（见表 1），然后撰写网络爬虫程序，利用高德“搜

索 POI”接口，从高德地图网站爬取得到 2019年 3
月成都市三环内全部居住地和就业地的 POI数
据，每条数据包括名称、类型、经纬度等属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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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通过数据清洗，最终得到 11 777条居住地 POI数据和 131 653条就业地 POI数据。

鉴于居住地类型的复杂性，对于居住地 POI
采用完全随机抽样方法；对于就业地 POI，按 POI
类型比例进行分层抽样，根据各区就业地占整个

研究区域的比值选取。就业地和居住地各选取

1 500个 POI（见图 1（b））。

任一居民都可选择任一就业地，实际得到

2 250 000条通勤点对，以 2019年 3月 19日上午 8
时成都市路况为准，记录高德地图返回公共交通

（含公交、地铁）路径规划的 3种出行方案（最快

捷、最经济、最少换乘）下对应的通勤时间和通勤

费用，取其平均值作为该通勤点对的通勤时间与

费用。

3 成都市通勤与浪费性通勤特征

本文从统计和空间两个角度剖析成都市整

体、分环及分行政区通勤与浪费性通勤特征。同

时，使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出成都市浪费性通勤

率及通勤容量使用率，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

3.1 成都市通勤成本统计分析

成都市三环内所有通勤点对间最长、最短和

平均通勤时间分别为 7 418 s、434 s 和 2 922 s
（48.7 min），标准差为 804.78 s。平均通勤时间与

文献［14］在 2012年通过 1 635份问卷调查得到的

成都市浪费性通勤结果 1 896 s（31.6 min）有一定

差异，但与极光大数据在《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

研究报告》中公布的成都市浪费性通勤的时间

2 760 s（46 min）非常接近，也与百度地图在《2018
年度中国城市交通报告》中公布的中心城区单程

平均通勤时间 2 634 s（43.9 min）极为接近。这表

明考虑土地利用模式和实时路况，能得到与实际

轨迹大数据分析相一致的通勤特征。而 2018年
浪费性通勤时间显著高于 2012年，可能与城市化

进程的快速推进、城镇空间的显著扩张等有关。

成都市一、二、三环内的最长通勤时间分别

为 4 500 s、4 600 s、7 418 s，平均通勤时间分别为

2 126 s、2 439 s、2 922 s。成都市整体和各环内通

勤点对的通勤时间概率分布如图 2（a）所示。由

图 2（a）可知，成都市通勤呈现典型的核心‐外围分

布模式，与成都市单中心结构形态、土地利用开

图 1 成都市老城区行政区划及三环内 POI数据分布图

Fig.1 Five Old Districts of Chengdu and POI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of Chengdu

表 1 各区域用地类型

Tab.1 Corresponding Land Use Types for Residential
and Working Places

区域类型

居住地

就业地

一级类

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编码

0701

0702

0501

0502

0503

0504

0505

0506

0507

0801

0802

0803

0804

0805

0806

0807

0808

二级类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零售商业用地

批发市场用地

餐饮用地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娱乐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新闻出版用地

教育用地

科研用地

医疗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体育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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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强度和人口密度从中心向外围环状衰减的规

律相一致。

成都市所有通勤点对中，最高、最低和平均通

勤费用分别为 8、0、3.215元，标准差为 0.735 元。

成都市一、二、三环平均通勤成本分别为 2.54、
2.84、3.23元。成本分布如图 2（b）所示。

3.2 成都市通勤成本空间分析

图 3为成都市通勤成本核密度图。成都市三

环内通勤时间和通勤费用均呈现出典型的中

心‐外围增长趋势。城市中存在多个通勤时间和

费用低值聚集区，对应于交通枢纽或交通换乘便

捷地带。通勤成本最高的地区位于成都市东北

方向三环附近，这可能是因为郊区人口密度低、

就业岗位较少、路网建设水平不高。

各行政区相比较，锦江区、青羊区和武侯区

的通勤成本较低，成华区的平均通勤时间最长，

费用最高。一方面是因为成华区内许多传统工

业在改革开放后倒闭或破产，第三产业发展较落

后，区内就业机会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成都市

“东进”策略的推进，政府对作为中心城“东大门”

的成华区进行大力改造，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搬

迁，原居民被安置到三环地区外，原有的职住邻

近格局被打破，通勤时间和费用增加［15］。

3.3 浪费性通勤率与通勤容量使用率分析

成都市三环内理论最短通勤时间为 475 s，浪
费性通勤率为 80.69%，这一数值远高于广州市

（58%）、北京市（64%）、苏州市（71%）和中山市

（42%）的浪费性通勤率［16-19］，且略高于文献［13］
计算的成都市浪费性通勤率为 73.40%的结果。

通勤容量使用率 C是刻画城市通勤效率的

有效指标，C值越小，表明该城市的通勤效率越

高，职住平衡的状态越好；反之，则通勤效率越

低，职住分离越严重［17］。成都市通勤容量使用率

为 69.34%，远高于四川绵阳市（41.85%）、北京市

（17.00%）、中山市（3.36%）的通勤容量使用率，

而 接 近 于 苏 州 市（64.00%）的 通 勤 容 量 使

用率［14，16-19］。

成都市职住发展不均衡与城市空间结构特

征密切相关。成都市各区呈楔形或扇形，自城市

中心向外延伸，各区内居住与就业发展水平、空

间分布均不平衡。

4 通勤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道路网、地铁、公交及人口密度这 4
个因素，剖析它们对城市通勤效率的影响。

4.1 道路网对通勤的影响

成都市道路网为典型的环形放射状模式，局

部为格网状或树状填充。本文选取路网密度（包

括长度密度和条数密度［23）、网眼密度［25］、网眼形

状指数 4个指标分析路网特征对通勤的影响（见

图 4）。图 4表明，道路网长度密度表现出显著的

由中心向外围迅速衰减的趋势，而条数密度从一

环到二环减速相对较缓慢。道路网长度密度、条

数密度与平均通勤时间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

分别为－0.990 3和－0.996 8。道路网网眼密度

图 2 成都市通勤时间与通勤成本柱状图

Fig.2 Histogram of Commuting Time and Cost of
Chengdu

图 3 成都市三环内通勤成本核密度图

Fig.3 Kernel Density Map of Commuting Cost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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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而道路网形状指数则与

平均通勤时间变化趋势一致，表现出快速增加的

趋势。道路网形状指数与平均通勤时间成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 0.922 0。

4.2 公交与地铁对通勤的影响

目前，成都市中心城区已形成“轨道交通为

骨干，快速公交、有轨电车和常规公交为主体，出

租车为补充”的现代大都市公共交通体系。图 5
绘制了各地铁站点周围 2 km范围内居民人均通

勤时间与通勤费用。重要的地铁站点，如西南财

大站、蜀汉路东站、九里堤站、高升桥站等地铁站

附近居民的通勤时间明显低于距市中心同等距

离的其他各处。这表明发展轨道交通将显著提

升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本文利用高德 API爬取成都市 2019年三环

区域内所有的公交站点，使用 ArcGIS软件的点

密度工具计算了成都市公交站点的分布密度（见

图 6（a））。可以看出，成都市公交站点整体格局

较为均匀，据《2017年中国主要城市公共交通大

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成都公共汽车、电车线路数

在全国名列第 9，线路网密度全国第 3。
本文从 8684公交查询网站获取公交线路信

息，使用 ArcGIS线密度工具绘制了成都市公交

线路分布密度图（见图 6（b））。从一环往外，二、

三环内，南部公交网络最为发达，通勤成本也较

低。西北方向出现一块小的公交线路高密度区，

但其通勤效率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变。部分原因

是该区域附近有集长途客运、市内公交、地铁、加

油、加气为一体的综合性交通枢纽站—茶店子客

运站，以及代表成都美食文化和餐饮最高水平的

美食街——一品天下美食商业街，此区域内密集

的公交站多服务于游客或其他机动人口。

4.3 人口密度对通勤的影响

2018年成都市人口密度为 1 119人/km2，一、

二、三环内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 10 388、1 172和
543人/ km2。一环内核心区人口密度甚至高达

14 000万人/km2。成都市中心城区集中了 60%
的城镇人口，而二、三环间区域仍处于人口净流

出阶段。图 7表明人口密度与平均通勤时间表现

出明显的正相关趋势，即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平

均通勤成本也较高。

5 结 语

浪费性通勤是评价城市结构是否合理的重

要指标。现有浪费性通勤研究多依赖于问卷调

查，存在数据准确度不足、时空分辨率有限、可复

图 4 成都市道路网指标与各环平均通勤时间关系图

Fig.4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asurements of Road Network Morphology and Average Commuting Time for Each Ring
Road of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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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差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一种顾及实时路

况的城市浪费性通勤测算的新思路，采用开源地

理数据，调用高德地图 API查询、分析通勤点对

通勤成本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成都市三

环内所有通勤点对间最长和最短通勤时间分别

为 7 418 s、434 s，平均通勤时间为 2 922 s（48.7
min）。成都市三环内浪费性通勤率为 80.69%，

通勤容量使用率为 69.34%。这一结果与极光、百

度大数据等使用轨迹数据分析的结果极为接近。

与绵阳市、北京市、中山市、苏州市等城市的浪费

性通勤相比，成都市整体通勤效率仍待提升，职

住平衡问题仍较严峻。道路网形态是影响成都

市通勤成本的关键因素，地铁建设明显有助于提

升通勤效率。

本文仅考虑了公交与地铁两种通勤方式，对

于其他出行方式，如出租、自驾及骑行考虑不够。

实际生活中，居民有多种通勤策略与通勤方式，

今后将探讨面向多种出行策略的城市浪费性通

勤测算方法。此外，关于通勤点对的选取方式

（包括点对数量与位置）对于浪费性通勤计算结

果的影响仍有待探讨；有关街道网形态、土地利

用等与城市通勤效率的关联分析仍待深入。同

时，结合实际 GPS数据优化浪费性通勤计算模

型、城市浪费性通勤的尺度效应等问题也是下一

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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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Commuting is arguably the most common behavior for urban residents. It describes
the traveling behaviors of urban residents between residential and working places. Theoretically, every peo‐
ple will find a job near to his/her residential place. However, due to housing prices, children s education,
and other reasons, most people do not live close to their working place. Therefore, there is usually excess
commuting. There is a quite rich literature on excess commu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finition, calcula‐
tion, soci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of excess commuting, etc. Most of these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based
on two types of data. The first is the survey data, which is obtained by census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a
face‐to‐face interview. This kind of data is very detailed and with socio‐economic information, but it is
time‐consuming and with low spatiotemporal resolution. Besides, its sample size is usually limited. The
second type of data is big data such as the GPS traces of taxis, the smart card data, and mobile phone data,
etc. Such kind of data has a very high spatiotemporal resolution,small‐scale, and covers a broad geographi‐
cal range. The limitation is that such kind of data is usually hard to access and update, and with a lack of so‐
cio‐economic information. Methods: Considering the limitation of the above two types of data,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estimate excess commuting based on open‐source data, which is near real‐time and easi‐
ly accessible. We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excess commuting based on distance and time. We
also explore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cess commuting. The main data involved are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point of interest(POI), road networks, bus stops, metro stations and, metro lines, which
are all downloaded from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 The population of each district is also col‐
lected. We define the POI sampling size as 1 500 and use a spatial sampling approach to derive representa‐
tive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POIs. For residential POIs,the complete spatial random(CSR) sampling ap‐
proach is used. That is, we choose residential randomly from the set of residential POIs. While for work‐
place POIs, the types of the POI are considered.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the POIs with the given type,
the more likely POI with such type will be selected.We suppose that every residential POI has only one per‐
son, and every workplace POI has only one job. Also, each people should have and only have one job.
Then we derive a commuting matrix of 1 500×1 500, indicating 2 250 000 commuting pairs. For each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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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ing pair, we record its commuting distance and time by Amap under public transportation mode. Three
navigation strategies are considered, which are the fastest, the lowest cost, and the minimum transfer. For
each commuting pair, its commuting distance is defined as the average of commuting distances with three
navigation strategies. Similarly, we obtain the value of commuting time. The histograms of commuting dis‐
tance and cost are drawn.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ommuting distance and time is illustrated by the ker‐
nel density maps. We also compare the excess commuting of Chengdu with other cities.And, the possible
influence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oad network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etro stations and metros, bus
line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re explored by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Results: The ex‐
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1) The maximum, minimum, and average commuting time for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of Chengdu City are 7 418 s, 434 s, and 2 922 s,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commuting time
for the first,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ring of Chengdu are 2 126 s,2 439 s,and 2 922 s, respectively. (2) The
maximum, minimum and average commuting cost for Chengdu City are RMB ￥ 8, 0, and 3.215 respec‐
tively.The average commuting cost for the first,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ring of Chengdu are RMB ￥ 2.54,
2.84, and 3.23, respectively. (3)The wasteful commuting rate of Chengdu is 80.69%, which is very close
to Aurora and Baidu extracted by big data of GPS traces. (4)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for commuting time and cost. Most residential POI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is of low commuting time and
cost. (5)The length density and branch density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mmuting time, while the shape in‐
dex of the road network has a position relationship with commuting time. Our results are also closed to oth‐
er empirical studies carried out by questionnaires. Besides, areas with dense population density tend to have
high commuting costs.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approach could be used for near real‐time estimation of
excess commuting. There are significant excess commuting for Chengdu City. People who live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 are more likely to waste less in commuting. Both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fa‐
cilities and population will impact excess commuting.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helps allevi‐
ate excess commuting.
Key words：wasteful commuting；real‐time road conditions；linear programming；jobs‐housing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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