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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下的广州市居民
城际通勤特征分析
◎ 解利剑 周素红

一、引言

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

促进区域内不同城市间的实质性合作是提

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区域交通基础

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珠三角内城际交通服

务日益提升，加上私人小汽车的不断普及，

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不断发展，区域内

摘  要：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随着区域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区域产业分工

与合作格局的形成，区域内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日益密集，城际通勤者的队伍正日益壮

大，并成为检验和分析区域一体化格局的研究对象。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在分析城际

通勤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交通设施、社会经济背景和制度政策因素等角度，分析城

际通勤的影响机制。认为，交通设施决定通勤方式，反映于通勤时间，制约出行-时

间比率；社会经济背景属性影响城际通勤，家庭结构越复杂、工作职务和收入水平越

低，其出行-时间比率越大，“行政区”经济、市场化改革等制度政策因素也对城际

通勤产生影响。并从完善交通设施、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改善城市与区域规划、促进

公共服务设施均衡配置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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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之间社会、经济不断融合，人流与

物流关系日益密切等背景下，城际通勤成

为居民出行行为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同时，从发展的角度看，作为华南

地区中心城市的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实

施后，随着公共设施与制度等的不断完

善，广州与珠三角其他城市间的交流与联

系将更加紧密、合作将日益深入。在这种

大的宏观背景下，城际通勤在城市总通勤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97109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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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比率将进一步提高，并对城市的出行

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尽管城际交通供给水平不断提高，

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不断优化，促进交通

发展的措施不断深化，但由于各方面的原

因城际通勤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城际通勤

者在时间配置、交通可达性、交通路径选

择等方面还受到来自制度政策、个人社会

经济背景等多方面的约束与限制，正是这

些约束与限制导致城际通勤者不得不承受

更多的时间与经济成本，给城际通勤者带

来更多的负担与压力，更容易导致“通勤

恐惧”，影响城际通勤效率的提升，从而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通过对城际通勤的深入分析，有助

于在把握城际通勤特点的同时，解释区域

一体化的表现与内在机制以及对人们日常

生活带来的影响，并依此分析一体化进程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城市发展政策

的制订、城市规划的编制等提供经验借鉴

与指导。本文利用2005年广州市规划局组

织开展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本文作者于

2008年11~12月组织开展的广州城际通勤

者调查数据为基础，在对比城际通勤与市

内通勤的基础上，从交通设施、社会经济

背景和制度与政策因素等角度，分析其对

城际通勤的影响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广州市居民城际通勤特征

（一）居民城际通勤与市内通勤特
征的差异

通 勤 是 出 行 活 动 中 比 较 特 殊 的 一

种，原因在于通勤的目的地在空间上绝大

多数都是固定的，通勤的时段在总的时间

预算中位置也是固定的。市内通勤与城际

通勤，除受两个固定性的影响外，因通勤

表�  广州市居民城际通勤与市内通勤的基本特征

通勤类型 特征表述

城际
通勤

私家车
公司班车

上班出发时间波动性较大，通勤早高峰并不明显，8点后通勤的占
60%；平均通勤时耗为84分钟；工作日出行链相对单一，除通勤外一
天中基本无其他出行；

拼车方式
（合伙打车）

通勤早高峰为7:00-7:30；平均通勤时耗为81.5分钟；早晚通勤时耗基本
一致，工作日出行链相对单一；

城际巴士
上班出发时间主要集中在6:00-7:00；平均通勤时耗为95.16分钟；上班
途中出行链相对单一，下班途中有近50%的城际巴士通勤者从事简单
的购物和部分娱乐等活动；

城际铁路
上班出发时间主要集中在7:00-8:00，其中7点出发的高达59%；平均通
勤时耗为82.95分钟；上班途中出行链相对较简单，下班过程中有超过
40%的人从事简单的购物和部分娱乐等活动；

市内通勤

上下班时间主要集中在早7 : 00-8 : 00，晚17 : 00-18 : 00（出发时
间）、18 : 00-19 : 00（到达时间）；单向通勤的平均耗时为45.1分钟；
通勤者早晚出行链复杂程度不同，傍晚下班的出行链较复杂；机动车
通勤方式占66.3%，公共交通通勤占总通勤量的44.9%。

资料来源：“2008年11~12月广州城际通勤者调查”；《2005年广州居民出行调查》，经笔者
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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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空间位置的巨大差异形成的长距离通

勤对通勤时间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体现城

际通勤者对长距离、长时间通勤的较高的

承受力与忍耐力。选取出行-时间比率①②

这一概念分析城际通勤者的通勤时间与工

作时间的关系，其公式为：

其中： 表示出行-时间比率；Thtw表

示早上从家到工作地的通勤时间；Tw表示

上班持续时间。

分析表明，大部分城际通勤者总的

通勤出行-时间比率（ ）小于0.3，其均

值为0.246，说明在平均意义上，个人每

工作1小时，就要花费通勤时间（单程）

者自身社会经济背景方面的不同带来通勤

者通勤出行的资源、愿望、需求、容忍等

的差异，致使两种通勤类型表现出不同的

特征。

城际通勤因居住地与工作地分属于

不同的行政区域，一般情况下在空间上相

距较远，加之不同行政区域交通供给水平

存在差距，或因边界区域交通设施衔接不

便等因素的影响，与市内通勤特征存在较

大差距（见表1），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 以机动化为主要通勤方式，对城

际快速轨道交通有较迫切的需求

受距离的限制，城际通勤以机动化

方式为主，尤其是私人方式中更是以私家

车通勤最多。尽管城际通勤者对居住与就

业地的选择有一种惰性，很少人表示希望

通过改变居住地或工作地实现通勤距离的

直接缩减，更多的是安于现状，但普遍对

交通方式的改善，尤其是快速轨道交通线

的布局与建设进展，表现出浓厚兴趣，对

通过快速轨道交通提高通勤效率等具有较

高的期望。

2. 高通勤时耗，高通勤出行-时间比率

城际通勤的平均单程通勤时耗远远

大于市内通勤，充分反映因居住地与工作

表2  上班持续时间与通勤时间（单程）的关系研究结果比较

研究者 工作�小时所需单程通勤时间（分钟）

Golob et al.（1995） 3.5

Golob & McNally（1997） 2.8

Lu & Pas （1999） 2.4

Golob （2000） 2.8

Dijst & Vidakovic（2000） 6.5

Schwannen & Dijst（2002） 3.5

本文作者（被调查的广州城际通勤者） 9.9

图�  被调查者出行-时间比率与上班
持续时间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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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分钟。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其他研究

的结果（见表2）；从出行-时间比率的

个体分布情况来看（见图1），随着上班

时间的增加，出行-时间比率在总体上的

变化在减小，但对相同上班持续时间，个

体间出行-时间比率的差异仍然较大。

3. 通勤高峰时间与通勤方式关系密切

与市内通勤具有明显的通勤高峰不

同，城际通勤的高峰时段因通勤方式的差

异而出现较大变化，并未出现比市内通勤

更早的通勤高峰，而是表现这样的规律：

通勤方式等级越高，通勤高峰的出现越

晚，甚至不明显。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原

因：一是通勤方式的等级越高，通勤活动

所受的时间与空间约束、限制就越小；二

是享用更高等级通勤方式的通勤者其社会

经济背景等更具有优势，这些优势使他们

受工作制度的约束限制较小。

4. 早晚通勤的出行链变化甚微

与市内通勤的晚高峰出发时间不一致

相异，城际通勤的早晚高峰通勤时耗基本

一致，通勤者的工作日出行链相对简单，工

作日除上下班外基本无其他出行。出现这

种现象再次说明长距离通勤对通勤者具有

巨大的限制作用。另外在城际通勤者中，

通勤方式等级越高的人下班过程中从事购

物、娱乐等活动的比例越低，原因大多在

于这些活动由他们的配偶或亲属代劳。

三、影响广州市居民城际通勤
的主要因素

（一）交通设施对城际通勤方式选
择、通勤时间和出行 -时间比率的影响

交通设施决定通勤方式，反映于通

勤时间，制约出行-时间比率，其发展与

完善对城际通勤效率的提高具有巨大推动

作用。

城际通勤者对反映交通设施效率指

标的通勤时间的评价不容乐观，其中超过

60%的通勤者对自己上班所花费的通勤时

间不满意，有7.45%的通勤者对通勤时间

不关心，认为无所谓；交通方式显著影响

通勤者对于通勤时间的评价，通勤方式、

上班出发时刻等通勤属性方面的特征对通

勤者的评价影响较大，而社会属性因素对

评价的影响较小。

不同类型的城际通勤者的出行-时间

比率存在很大差异（按交通方式的出行-

时间比率情况见表3），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上班的通勤者一般具有较高的出行-时

间比率。

（二）社会经济背景属性对城际通
勤的差异化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家庭结构越复杂，

城际通勤者所受家庭约束越强，其出行-

时间比率越大；工作职务、收入水平与出

行-时间比率呈负相关关系，而受教育程

度与出行-时间比率并不像国外研究的那

样呈正相关关系，不同教育程度的城际通

勤者的出行-时间比率的变化不具有规律

性（见表4）。

性别差异对出行-时间比率的影响较

小，女性通勤者由于受更多的家庭约束，

在更大可能上选择离家较近的地方工作，

其出行-时间比率低于男性；年龄对出行

-时间比率无规律性影响（见表5）。

（三）制度与政策及市场因素对城
际通勤的限制与刺激作用

行政区划及与之相伴的“行政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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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按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比率均值

通勤的交通方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私人方式 .228 .207 .121

城际巴士 .255 .250 .056

城际铁路 .230 .231 .076

拼车方式 .233 .239 .031

总计 .246 .250 .063

表4  按工作职务、家庭类型、收入、受教育程度的出行-时间比率均值

职务类型
指标
均值

家庭类型
指标
均值

收入等级
指标
均值

受教育程度
指标
均值

一般劳动者 .307 单身家庭 .246 低于3000元 .261 初中及以下 .333

技术人员 .252 一对夫妇 .239 3000~4999元 .246 高中 .235

职员 .244 一对夫妇有12
岁以下小孩

.257 5000~8000元 .245 大学 .244

低级管理者 .243 三代家庭 .248 高于8000元 .230 研究生 .246

中级管理者 .241

高级管理者 .209

总计 .246 .246 .246  .246

数据来源：本研究调查问卷

表5  按年龄、性别划分的出行-时间比率均值

小于或等于24岁 25~34岁 35~44岁 45~59岁

男性 * .245 .238 .283

女性 .237 .244 .233 *

注：*表示样本量较小，忽略该项；数据来源：本研究调查问卷

济”现象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城市规划及

其他经济计划形成的现有城市功能区划及

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与等级在不同的行政

区域内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对

城际通勤者产生刺激或引力作用；而另一

方面当地政府强烈的属地经济观念，造成

客运站场的近距离布置、城际边界收费路

口的人为设置等客观事实的存在，地方政

府的这些行为增加了城际通勤者的通勤时

间、经济成本，对城际通勤行为产生阻力

或限制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

单位制的瓦解与消失，以及与之相伴的就

业、住房的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发展与深

化。单位制瓦解与消失、住房与就业市场

化的共同作用导致住房、就业的空间不匹

配，这些因素是产生城内跨区通勤及城际

通勤的直接原因。



90

URBAN HIGHLIGHTS·HOT ISSUES

专题·聚焦

《城市观察》2010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2010, No. 4

另外，单位或公司的工作时间安排也

对城际通勤者的通勤行为产生一定的限制

作用。工作时间安排尤其是对城际通勤者

的早上上班出发时间以及通勤者工作之余

的其他活动的安排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

四、启示

（一）完善城际交通设施，创新思
路措施，提高城际通勤的水平与效率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交通方式的城际

通勤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城际通勤效

率有待提高，尤其是对于城际巴士通勤而

言，尽管已开始实施“易登车”等快捷方

式，但与真正的城际通勤公交化还有很大

差距，此外重要方向城际通勤的准公交化

线路较少、选线布局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在城际通勤的整体结构中，私家车

方式、“拼车”方式的城际通勤占有很大

的比重，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私家车的拥有及使

用必将进一步增加，这对已经十分严峻的

路面交通而言是雪上加霜，将会阻碍城际

通勤效率的提高。同时多数城际通勤者对

采用更高等级、大运量、准时性的公共交

通表现出强烈的愿望。

发展城际轨道交通是解决区域城际

交通的重要途径，是改善城市环境，建立

可持续发展交通系统的关键。当前，在欧

美、日本等轨道运输发达的国家，城际轨

道交通已被广泛使用。日本2600多万人口

的东京圈有城际轨道交通2000多公里，每

天运送旅客3000多万人次。尽管日本几乎

每家每户都拥有小汽车，但只有5%的人

开车上下班，60%以上的人则依靠城际轨

道交通通勤③。相比而言，广州城际轨道

交通联系还很薄弱，当前只有广州与深圳

之间有城际客运专线。随着珠三角区域一

体化的发展，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城

际通勤的总量与频率必将不断上升。因

此，大力发展城际轨道交通，是使其逐步

成为城际通勤的主力军、解决未来城际通

勤问题的必经之路。为此，地方政府要转

变观念，制定优惠政策，拓宽融资渠道，

用创新的、科学的、理性的、前瞻的理念

与方法解决各方利益关切，按重点、分阶

段实施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促进城际轨道

交通的快速、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城际

通勤的效率与水平。

（二）从更大范围考虑基础设施布
局，实现公共设施的最优化配置

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不完善，还没有形成一个城市群

制度体系。以行政区分割为特征的制度性

矛盾是城市群发展中最重要、最根本性的

障碍④⑤。

行政区划对城际通勤者的约束与限

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界区域客

运站场的重复近距离设置，这种设置增加

城际通勤者的通勤过程中的等待时间。从

区域交通设施的优化配置而言，近距离的

客运站场布置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浪费，

增加成本，并没有实现区域经济效益最大

化。例如在本研究中，与城际通勤相关的

两个客运站场，位于芳村的滘口客运站与

位于广佛公路上的广佛路口汽车站，两者

相距不足500米。

二是边界区域收费路口的设置，目

前广佛间有多个收费口，广佛间车辆主要

通过广佛路口、五丫口两个收费站。尽管

目前公交、准公交线路车辆普遍采用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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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取消付费时间，但仍然需排队通行。

收费站点的设置对城际通勤者影响最大的

方面在于增加城际通勤者的经济成本，在

本研究中，经过收费口的城际通勤者都要

负担较多的经济成本，比如乘坐广州81、

123、132、205、277、281、286等线路公

交车的通勤者要过收费口就要多付1元。

站场的近距离设置、边界区域收费

口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城际通勤者

的通勤成本，对通勤者产生限制与约束，

不利于区域内城市间要素的自由流动，不

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如何有效解

决行政区划这堵“看不见的墙”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这只“看不见的手”之间的矛盾

冲突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所在。作为

区域一体化主角的地方政府应该从区域整

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避免交通设施

的重复建设，实现区域设施的最优化配

置，逐步取消城市边界区域不合理的站场

与收费口，实现通勤时间与费用的双重节

约，提高城际通勤效率。

（三）单位制虽已瓦解，但城市规划、
区域规划可借鉴职住平衡的空间单位组
织精神

为了更好地服务生产，单位制产生

于50多年前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阶

段，在单位范围内，单位提供给职工住房

及其他社会设施⑥。在市场经济改革前，

鼓励单位成为城市中的自我维持型社区，

不仅提供工作，而且提供住房、健康保

障、实物分配及其他社会服务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单位制处于

不断的变革之中，单位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是“瘦身化”。住房改革是实现单位制改

革目标的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单位完全

退出住房供给领域，单位决定型的居住

-工作间的联系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联系所

取代，单位对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的影响

已经甚微⑥。单位制的瓦解，伴随的是住

房、就业市场化带来的居住-就业空间的

不匹配，正是这种不匹配导致了区际通勤

乃至城际通勤的产生。

鉴于区际、城际这些长距离的通勤

给通勤者带来时间的、经济的双重负担，

从便于人们工作、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城

市交通运行效率、尤其是缓解未来高峰时

段交通压力的角度出发，在未来的城市规

划中可借鉴职住平衡的空间单位组织的精

神，尽力实现区域内就业机会与工作机会

的空间均衡，减少因居住-就业空间不匹

配而带来的过度通勤，努力为区域内自行

车通勤、公共交通通勤创造机会与可能。

（四）加大对城市边缘地区的关注
力度，促进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
的均衡配置，促进城际间边缘地区的发
展与提升

在功能空间配置、公共设施与服务

的供给等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属地

经济观念，往往视行政边界为“经济边

界”，有意识地限制地方财政投入到行政

边界地区，诸多行政边界地区的经济由于

财政投入的不足而呈现边缘化的趋势。

同时，由于行政区划的客观存在，

不同行政等级区域内公共设施的配置存在

很大差异。不同的公共设施的供给对人们

产生不同的居住吸引力。对城际通勤者而

言，教育设施的供给水平对他们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因为其直接关系到子女受教

育这一重要问题。很多城际通勤者之所以

没有通过改变居住地而改变通勤模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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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重子女的受教育

机会，认为现在居住地周围的教育设施供

给较好，能够使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

源，改变居住地可能使子女不易获得与现

在同等水平的教育机会。可以说，不同行

政区域内公共设施配置差异是使通勤者继

续维持这种通勤习惯的原因之一。

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讲，提升当地的

居住吸引力是抑制城际通勤、实现城际通

勤向区内通勤转变的一种有效途径。为

此，城市群内的各城市应加大对城市边缘

区域的关注力度，调整城市建设资金的投

资布局，努力促进区域内教育、卫生等公

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配置，努力形成属于

自己的、功能多样的区域中心，为人力资

源的留驻创造条件与可能，实现城际通勤

者向市内通勤者的角色转变，有效降低通

勤的时间、经济成本。

五、结语

城际通勤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空间

相互作用，在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随着《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等

规划、政策的深入实施，广州城际通勤在

城市出行结构中的比例将不断提高。但是

由于受区域建成环境、个人经济社会背

景、政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广州城

际通勤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城际通勤的效

率，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着手解决：一是克服时间：如通过大运

量、高效、准点的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提高

通勤速度，通过最优化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配置、关闭城际间收费站点等节省城际通

勤时间等；二是克服空间：通过将职住平

衡的空间单位组织精神运用于城市规划的

实践中提高居住-就业的匹配度来实现通

勤距离的有效缩减，通过关注边缘区域促

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配置，实现城际

通勤者的角色转变等。相信随着各种问题

的不断解决，广州城际通勤将更加高效、

便捷，将为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区域综

合竞争力的提升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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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ity Commuting  in Guangzhou under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Xie Lijian, Zhou Suhong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improvement i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intra-regional migration have 

encouraged the trend of inter-city commuti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ity commuter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upon inter-city commuting with focuses on transport facilitie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t is evident that, reflected by the travel-time ratios, 

transport facilities have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mode of commuting. In addition, socio-

economic background is contributive to inter-city commuting behaviors, while institutional 

factors can be both restrictive and catalyzing towards the inter-city commuters.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roving transport 

facilities, optimizing the arrangement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bettering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balanc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etc.

Keywords: inter-city commu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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