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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布局、人本发展ꎬ促进城市与居民生活的可持续性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然而我国以往相关研究多通过传统统计调查数据ꎬ少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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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住宅市场经济体制之下ꎬ 住宅根据其自身属

性、市场规律而产生了商品化现象ꎮ 不同于一般商

品ꎬ住宅因其空间固定、价格高昂等特征ꎬ使其商品价

值不仅取决于商品本身属性ꎬ同时还取决于其所处的

空间位置及其周边环境ꎬ即居住区位(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ꎮ 不同类型居民会根据自身经济水平、文化

背景、价值取向等多重影响因素或制约条件ꎬ对不同

的居住区位和住宅商品本身产生偏好ꎬ并权衡各项要

素进行最适当配置ꎬ以获取需求的最大效用[１]ꎮ 而这
样的居民选择行为直接影响了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ꎬ
逐渐显著的市场分化与贫富差距ꎬ更是加剧了城市社

会空间的分异、住宅郊区化等问题ꎮ 因此ꎬ研究市民

的居住区位选择行为ꎬ对于探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

其所衍生的相关城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ꎮ
由于西方较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与住宅商

品化机制ꎬ最早自 １９２０ 年代开始ꎬ就有地理学、人口

统计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不同领域学者ꎬ对城市居

住空间与其相关理论进行探索和研究ꎮ 有学者借鉴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ꎬ利用“物种隔离”、“竞争”等概念

来解释城市居住空间的演变规律ꎬ提出了如“同心圆

模型”、“扇形模型”以及“多核心模型”等理论[２]ꎮ 经
济学家则将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概念引入居住

区位模型ꎬ分析居民在住房消费和向城市中心的通勤

成本之间的权衡行为ꎬ以及城市住房空间分布规

律[３－４]ꎮ 行为学派的学者则提出住宅区位的选择除
了现实的环境条件ꎬ更应加强探究个体行为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５]ꎬ于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了基于每户
家庭单位的迁居行为模型[６]ꎬ但此类研究因并未充分
考虑人类社会聚居行为和制约条件ꎬ而受到了“模型

过于简单”的质疑ꎮ 直到 ９０ 年代末期ꎬ有研究考量了

城市人口的动态性以及受不同社会环境影响的特征ꎬ
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多智能体模拟模型(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着重比较不同经济地位与文化属

性的人群所呈现的居住区位规律ꎬ更进一步完善了城

市居住区位选择行为方面的研究[７]ꎮ
相比于西方社会ꎬ我国过去源于受社会经济体

系与住房分配制度影响ꎬ较晚开展针对居住区位选

择、社会空间分异的探讨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因
应城市建设更新、住房制度改革等发展ꎬ传统的单

位大院空间逐渐被打破ꎬ使得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

巨大变革ꎮ 总体而言ꎬ住房来源与选择更加多元ꎬ
中国城市逐渐转变为复杂、多元化的空间结构[８－９]ꎬ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居住分化现象日趋显著所衍生

的“居住分异”问题ꎬ探讨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条件

及社会效益ꎬ 并进一步提出空间规划上的对策ꎻ此
类研究大多自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政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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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视角ꎬ开展各面向的定性研究[１０－１７]ꎮ
２１ 世纪开始ꎬ相关领域学者基于大规模调查、

统计方法、城市数字模型开展实证研究ꎬ并不断在

研究方法上加强对于住房条件、区位环境与居民个

体的定量描述ꎬ以补足过去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宏观

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ꎬ试图揭示居民在居住选择

行为上的影响因子[１８－２５]ꎮ 然而以往的相关研究多

通过社会调查统计数据、问卷搜集、实地调研采访

等方式获取ꎬ数据收集成本较高、耗时长ꎬ且数据内

容易受样本个数、质量等因素影响ꎬ对于开展大范

围、细粒度的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与指标体系建构造

成了一定的难度ꎮ
随着互联网、位置定位服务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ＬＢＳ)、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的发展ꎬ兴起了由

城市各式大数据与开放数据所形成的“新数据环

境” [２８]ꎻ其中ꎬ覆盖范围广、精细至个人尺度的移动

定位数据ꎬ如:手机信令数据ꎬ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

空间结构与人群特征的分析研究中ꎬ以更为微观的

视角来探究城市中心区、职住空间等现象或问

题[２９－３１]ꎮ 然而ꎬ目前我国将新数据应用于居住区位

选择行为方面的研究ꎬ还尚未获得系统性的开展ꎮ
本文聚焦北京五环以内城区ꎬ旨在通过手机信

令数据与其他多源新数据ꎬ借鉴过往研究提取适当

指标ꎬ对当前北京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ꎬ以及市民

对于居住空间选择偏好进行研究ꎬ以新的视角剖析

北京城区的居住空间与人群ꎬ并进一步尝试掌握不

同属性人群对于不同居住空间选择行为中所体现

出的特征规律ꎮ

１　 研究范围与方法

１ １　 研究范围

本文关注北京五环内城区居民居住空间ꎬ为便

于居住空间各项指标的量化与分析ꎬ研究采用五环

以内所有可识别边界的小区作为研究单元ꎬ总计

３８５９ 个小区ꎬ分布如图所示ꎮ
１ ２　 研究数据与指标

１ ２ １　 指标选择

在小区自身条件方面ꎬ以往相关研究多采用房

屋物质条件、房价、区位、周边服务设施、环境条件

等指标探讨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行为ꎬ本文采集

了房网源、在线地图等多源开放数据ꎬ在过往研究

的基础之上ꎬ尽可能地完善小区各项指标信息ꎮ
在人群社会属性方面ꎬ已有研究表明了居民自

图 １　 北京五环内城区小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身的家庭模式、受教育程度、经济特征等都会一定

程度地影响住宅区位选择行为ꎮ 其中ꎬ家庭模式又

可以以“家庭生命周期(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来进行

具体划分[１８]ꎬ“家庭生命周期”指的是家庭随着户

主年龄、子女成长阶段、消费水平等变化ꎬ所经历的

形成、发展、扩大、衰落等一系列过程ꎬ一般可以分

为尚未组建家庭的青年单身、刚形成家庭且尚未有

过多经济负担的青年夫妇型家庭、家庭条件逐渐成

熟的壮年夫妇型家庭、子女长大成人的中年户主型

家庭ꎬ以及老年户主型家庭等类型ꎮ 而处于不同生

命周期的家庭会有不同的需求与价值取向ꎬ是观察

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行为时的一个重要依据ꎮ
１ ２ ２　 数据获取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数据:
(１)房源网数据与卫星影像数据:针对小区物

质空间ꎬ本文通过爬取房源网数据与在线地图卫星

影像ꎬ首先进行图像拼合与配准叠加ꎬ确定北京五

环内 ３ꎬ８５９ 个小区的具体边界ꎬ接着汇总房源网上

所获取的各项小区空间指标ꎬ包含小区名称、地址

等基本信息ꎬ小区边界、面积、容积率等物质环境属

性ꎬ房价、物业费等经济属性ꎬ以及绿化率、老旧与

否等整体环境属性ꎮ
(２) 北京市设施兴趣点 (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ＰＯＩｓ)点位数据:包含了便利店、养老院、高校、影
院、地铁等不同设施点位数据ꎻ首先计算小区周边

“１５ 分钟生活圈”内各类设施之最近距离ꎬ按所有小

区同类设施进行归一化处理ꎬ得出各小区不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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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指数ꎻ再依照设施类型ꎬ分为生活便利、康
养、教育、休闲娱乐、交通便利等五大类设施ꎬ综合

计算小区周边五大类设施的服务水平ꎮ
(３)手机信令数据:通过手机信令数据里的定

位锚点数据、用户使用情况、使用品牌等信息ꎬ进行

数据加工ꎬ最终生成包含人群居住或就业地点、年

龄结构、通勤距离、高端消费比等多维度的人群属

性信息ꎮ
经过数据清洗、加工后ꎬ研究整理出共计 ３３ 个

有效字段ꎬ并分别以“小区自身物质空间”、“小区周

边设施服务指数”、“小区人群社会属性”等三大类ꎬ
对北京五环内各小区进行不同维度的刻画(表 １)ꎮ

表 １　 研究指标总表

类别 指标 备注

小区自身物质空间

面积(ｋｍ２)
建筑密度

容积率

老旧小区(是 / 否)
绿化率

房价(万元)
物业费(万元)

小区周边服务条件

生活便利指数 综合“便利店、商场、购物中心”等设施服务指数

康养指数 综合“养老院、综合医院、社区医疗”等设施服务指数

教育指数 综合“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等院校”等设施服务指数

休闲娱乐指数 综合“电影院、健身、文艺中心”等设施服务指数

交通便利指数 综合“公交站、地铁站”等设施服务指数

小区人群社会属性

居住人口数量

老龄人口比例 ６５ 岁以上人口比例

幼年人口比例 ０－１８ 岁以上人口比例

居住在这的通勤人口数量

居住人口的高端消费比例

居住人口的平均通勤距离

居住人口的有车人群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２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１ ３　 研究框架

本文首先借鉴相关研究、文献ꎬ从多源数据源

中提取适当指标ꎬ通过可视化初步了解北京五环内

小区不同属性、条件以及人群的空间分布情形ꎮ
接着对小区与人群进行聚类分析ꎬ将提取的各

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ꎬ替选彼此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８ 的指标ꎬ 再使用两步聚类分析法 ( Ｔｗｏ￣ｓｔｅｐ
Ｃｌｕｓｔｅｒ)ꎬ最终筛选聚类质量最优的小区与人群分类

结果ꎮ 最后观察小区与人群的聚类结果之间关系ꎬ
归纳、分析不同小区里的人群聚集比例ꎬ以及不同

人群选择小区的偏好特征(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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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分析结果

２ １　 北京城区小区与人群空间分布概览

根据指标可判别ꎬ北京五环内的小区有以下特点:
小区面积、建筑密度以及房价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圈层

式结构ꎬ且整体偏向城北外延(图 ３)ꎻ小区周边各类配

套设施的指数同样也呈圈层关系ꎬ距离城中心越近ꎬ指
数越高ꎬ其中“生活便利”与“休闲娱乐”两类设施指数

的区位差异较为明显ꎬ城东平均优于城西(图 ４)ꎮ
人群分布方面则有以下发现:小区通勤数量城

东平均高于城西ꎻ拥有自驾车比例较低的人群主要

聚集于城东ꎻ而小区内居住人口的通勤距离呈现较

为明显的圈层关系ꎬ越向城外则通勤距离越长ꎬ城
南平均长于城北ꎻ高端消费比例较高的人群则呈现

组团形式ꎬ主要分布在城西的中关村、城北亚运村ꎬ
以及城东的团结湖、朝阳门、国贸一带(图 ５)ꎮ

图 ３　 小区物质空间指标分布情形 (ａ:面积(平方千米)ꎻ
ｂ:建筑密度ꎻｃ 容积率ꎻｄ:老旧小区(是 /否)ꎻｅ:绿化率ꎻｆ:房价(万元)ꎻｇ:物业费(万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４　 小区周边服务指标分布情形(ａ:生活便利指数ꎻｂ:康养指数ꎻｃ:教育指数ꎻｄ:休闲娱乐指数ꎻｅ:交通便利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 ２　 北京城区的五类小区

研究采用小区自身物质空间以及周边服务条

件的各项指标ꎬ首先通过相关性分析剔除了建筑密

度、房价两项指标ꎬ之后两步聚类分析进行北京城

区各小区的归类ꎬ获得如下结果:
Ａ、Ｂ 类小区属于老旧小区ꎬ其中 Ａ 类小区周遭

的康养与教育设施指数最高ꎬ其他设施指数相较于

其他小区高ꎬ表示服务水平普遍优于其他小区ꎮ 而

Ｂ 类小区的小区平均面积最大ꎬ绿化率也表现较好ꎬ
周边各项设施服务水平则相对一般ꎮ

Ｃ、Ｄ、Ｅ 类小区不属于老旧小区ꎬ其中 Ｃ 类小区

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明显ꎬ大多位于四至五环之

间ꎬ同时其各项周边设施指数最低ꎬ平均物业费却

仅低于平均最高的 Ｅ 类小区ꎮ Ｄ 类小区的小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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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面积、容积率都属最小ꎬ同时物业费、绿化率也最

低ꎬ但其周遭康养与教育设施指数仅亚于平均指数

最高的 Ａ 类小区ꎮ Ｅ 类小区的容积率、物业费ꎬ以

及绿化率指数最高ꎬ同时拥有最高的生活便利、休
闲娱乐、交通指数ꎬ小区的综合生活服务条件最好ꎮ

图 ５　 小区社会属性指标分布情形 (ａ:小区老年人口比ꎻｂ:小区幼年人口比ꎻｃ:小区通勤人口数量ꎻ
ｄ:小区人口拥有自驾车比例ꎻｅ:小区人口的平均通勤距离ꎻｆ:小区人口高端消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２　 北京城区五类小区聚类结果 ｚ

类别
小区

个数

小区

占比

(％)

小区自身物质空间 小区周边服务条件

小区面积

(ｋｍ２)
容积率

物业费

(万元)
绿化率

老旧

与否
生活便利 康养 教育 休闲娱乐 交通

Ａ １４４０ ３７ ３ ０ ０２８ ２ １９２ ０ ６８５ ２８ ６００ １ ９７ １４４ ５７ ４０４ ９４ ７９８ ９７ ０９３ ９８ ５９１
Ｂ ３２８ ８ ５ ０ ０９９ １ ９１６ ０ ７０７ ３２ １０１ １ ９５ １２９ ５６ １９４ ９２ ４３３ ９５ ３１５ ９６ ９８５
Ｃ ３５７ ９ ３ ０ ０９２ １ ４３１ ２ ００５ ２６ ２０２ ０ ９３ ５５２ ５４ ５１０ ８９ ９２５ ９３ ９８２ ９６ ７４８
Ｄ ６４５ １６ ７ ０ ０２５ ０ ６１３ ０ ４１０ ０ ２７８ ０ ９６ ９０２ ５７ ２０５ ９４ ４９４ ９６ ９７３ ９８ ５０９
Ｅ １０８９ ２８ ２ ０ ０２９ ３ ０８６ ３ １４１ ３２ ２５７ ０ ９７ １７３ ５７ １３９ ９４ ４９２ ９７ ３０７ ９８ ６３８
总 ３８５９ ０ ０４０ ２ ０８７ １ ４５６ ２４ ９７４ ９６ ６０８ ５６ ９２６ ９４ ００９ ９６ ６９４ ９８ ２８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综整以上针对小区品质、新旧、生活服务等三

维度条件ꎬ研究初步对五类小区进行定义:Ａ 类小区

属于“高服务优势老旧小区”ꎬ相对于 Ｂ 类小区则属

于“大面积低服务优势老旧小区”ꎻ新型小区部分ꎬＣ

类小区属于“低服务优势新型小区”ꎬＤ 类小区属于

“中等服务优势、低品质新型小区”ꎬＥ 类小区则代

表“高服务优势、高品质新型小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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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北京城区五类小区分布情形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７　 北京城区五类小区于五环内分布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 ３　 北京城区的六种人群

研究采用小区人群社会属性的各项指标ꎬ通过

两步聚类分析进行北京城区各小区内人群的归类ꎬ
初步获得如下结果:

根据聚类结果以及“家庭生命周期”理论ꎬ得出

了北京城区内可划分为六类人群ꎬ分别有以下特征:
第一类人群的年龄结构是六类人群中幼年人

口比最低、青壮年人口最高(根据老年人口与幼年

人口比推算得出)ꎬ同时自驾车比最低、高端消费最

高的群体ꎬ而在空间分布上多聚集于 ＣＢＤ、金融街

一带ꎬ显示出该人群较为注重就业、生活的综合服

务ꎻ综上特征ꎬ推测第一类人群应属于单身或年轻

家庭等注重生活品质、综合服务ꎬ但收入水平还尚

未稳定的群体ꎮ
第二类人群的老年人口比偏低、幼年人口比偏

高ꎬ同时通勤距离最低ꎬ而在空间分布上也主要聚

集在西二环路、西北城的海淀、中关村等地ꎻ因此推

测此类人群的家庭结构多已成熟ꎬ由于优先考虑抚

养孩童、就业距离等条件ꎬ而在居住区位选择上更

注重小区周遭的就业、教育服务ꎮ
第三类人群老年人口比例大幅高于其余类型

人群ꎬ通勤人口数量与通勤距离偏低ꎬ高端消费比

例仅次于第一类人群ꎬ判断应属于着重考虑居家、
康养服务ꎬ且较为注重生活品质的人群ꎮ

表 ３　 北京城区六类人群聚类结果

类别
小区

个数

小区

占比(％)
小区老年

人口比(％)
小区幼年

人口比(％)
小区通勤

人口数

通勤人口的

通勤距离(ｋｍ)
小区拥有

自驾车比(％)
小区高端

消费比(％)
１ １０２７ ２６ ６ １ ４３ １ ７２ １２０ ２２ ７ ４５ １７ ５９ ６２ １４
２ １１１７ ２８ ９ １ ２４ ２ １０ ８４ ２１ ６ ４０ １９ ７７ ３７ ４４
３ ３０９ ８ ０ ５ ９０ １ ８７ ４１ ７２ ７ ２９ １９ ９４ ４６ １６
４ ３８９ １０ １ １ ８８ ２ ０２ ６８５ ３１ ７ ７８ １８ ２０ ４２ ４９
５ ９５６ ２４ ８ １ ６２ １ ７４ １２３ ５７ ９ ４８ ２１ ２７ ３４ ６４
６ ６１ １ ６ １ ２２ ８ ５１ ６ ６９ ７ ３８ ２１ ０８ ３５ ９５
总 ３８５９ １００ １ ８２ １ ９８ １５９ ５１ ７ ６７ １９ ４０ ４４ ５１

注:深橘标示者表示该项指标数值属六类小区中最高者、浅橘次高ꎻ反之深蓝表示该项指标数值最低、浅蓝次低ꎮ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第四类人群老年与幼年人口比例偏高ꎬ根据年

龄结构推测应多属于发展较成熟的家庭ꎬ同时其通

勤人口最多ꎬ通勤距离偏长ꎬ然而拥有自驾车的比

例较低ꎬ在空间分布上ꎬ此类人群大多聚集于三环

之外的三元桥、望京、四惠、劲松等地区ꎬ显示该人

群在就业区位与通勤时间费用的权衡上ꎬ后者的机

会成本相对较低ꎬ因此一般选择就业区位较弱的

住房ꎮ
第五类人群的幼年人口比次低ꎬ通勤人口次

多ꎬ通勤距离以及自驾车比例最高ꎬ同时高端消费

比最低ꎬ而在空间分布上则主要分布于三环之外的

城西与城南区ꎬ属六类人群之中距城中心最远的人

群ꎬ推测为甫刚组建家庭的年轻群体ꎮ
第六类人群的老年人口比最低、幼年人口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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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北京城区六类人群分布情形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９　 北京城区六类人群于五环内分布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高ꎬ显示其年龄结构属六类人群中最为年轻的一

群ꎬ同时拥有自驾车比偏高、高端消费比例偏低ꎻ与
第五类人群相比ꎬ第六类人群应为多有子女、家庭

结构成熟的壮年群体ꎮ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ꎬ本文初步将六类人群根据

年龄结构、通勤状况、消费条件等维度ꎬ分别定义

为:第一类“青年小康型人群”、第二类“壮年小康型

人群”、第三类“老年康养型人群”、第四类“中年奋

斗型人群”、第五类“青年奋斗型人群”ꎬ以及第六类

“壮年奋斗型人群”ꎮ
２ ４　 小区的人群聚集特征与人群的小区偏好特征

在通过聚类分析之后ꎬ研究进一步观察小区与

人群之间相互关系ꎬ探讨小区内不同人群的聚集特

征ꎬ与人群对于小区的偏好特征ꎬ试图回答什么样

的小区住着什么居民ꎬ而什么居民又住在什么样的

小区ꎮ
首先观察小区内的人群聚集特征ꎬ发现不同物

图 １０　 六类人群对应五类小区流向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１１　 五类小区内人群聚集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１２　 六类人群小区选择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质、生活服务条件的小区在人群组成比例上仍具有

相似规律:其中 Ａ、Ｄ 类小区相似ꎬ主要人群皆依序

由第二、第一、第五类人群所构成ꎻＢ、Ｃ 类小区主要

聚集第五类人群ꎬ第四类人群次之ꎻ而 Ｅ 类小区则

依序由第一、第二、第五类人群构成ꎮ 以上特征揭

示了北京五环内“高服务优势老旧小区”与“中等服

务优势、低品质新型小区”具有相似的人群聚集特

征ꎬ多为“小康型”ꎬ或是较为年轻的群体ꎻＢ、Ｃ 类等

属于“低服务优势” 的小区ꎬ主要聚集 “奋斗型人

群”ꎻ而综合条件最好的“高服务优势、高品质新型

小区”Ｅ 类小区则主要由较为“小康型人群”与“年
轻家庭型人群”所组成ꎮ

另外ꎬ不同人群对于小区的选择偏好则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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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第一、二、三类人群的小区偏好依序为 Ａ、Ｅ、Ｄ
类小区ꎬ显示“青年小康型”、“壮年小康型”与“老年

康养型”人群的选择偏好相似ꎬ注重小区生活服务

优势ꎻ第四类人群更青睐 Ａ、Ｂ 类小区ꎬ说明“中年奋

斗型”人群主要聚集于老旧型小区ꎻ第五类“青年奋

斗型人群”与第六类“壮年奋斗型人群”则主要选择

Ａ、Ｅ 类等具有较好周边服务条件之小区ꎮ

３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多源数据提取城市居住空间的物质

环境要素、生活服务条件ꎬ以及人群社会属性ꎬ对北

京市五环内 ３ꎬ８５９ 个小区及其内部人群进行综合评

估、分类ꎬ并尝试进一步观察人群对于小区的选择

行为特征ꎮ
在研究方法方面ꎬ本文通过小区具体的多边形

物理边界ꎬ尝试以小区周边“步行 １５ 分钟”内范围

计算各类设施的服务水平指数ꎬ有别于过往通过设

施点位数据所计算的设施密度ꎬ或是有限样本的问

卷调查所获取的居民感知ꎬ此研究方法更能体现小

区周边合理步行范围内的“生活圈概念”ꎬ并客观量

化小区周边的服务条件ꎻ同时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提

取人群的年龄、消费状态、移动路径等信息ꎬ对小区

内的人群属性及其生活空间进行了更细粒度、多维

度的刻画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小区的服务条件在空间分布方

面多为圈层式的结构关系ꎬ说明在传统单位大院的

空间组织体系取消之后ꎬ北京城区的主要功能朝向

中心城区聚集ꎬ呈现单中心均质发展的状况ꎬ揭示

了“构筑多中心、多层次空间结构”仍是北京城尚需

努力的重要目标ꎮ 而通过聚类分析结果发现ꎬ北京

五环内不同居住区位条件的小区人群组成ꎬ以及不

同人群的居住区位选择偏好皆呈现一定的规律性ꎬ
年轻、或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注重就业通勤、生活

综合服务条件ꎬ多聚集于城市重要商务核心ꎬ而家

庭结构成熟的群体多考量就学与通勤时间成本ꎻ总
的来说ꎬ本研究通过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的挖掘ꎬ
可一定程度地识别小区居住综合区位与人群之间

的关系ꎮ
另外ꎬ研究通过手机信令对北京城区人群进行

的创新性探索中ꎬ初步观察发现ꎬ不同属性的空间

分布情形相较于小区的物质空间与服务条件ꎬ更具

有明显的、可解读的分布规律ꎬ说明手机信令数据

对人群具有一定的解释效果ꎮ 然而在进行聚类分

析时ꎬ对于不同人群的特征提取相对于不同小区的

结果较弱ꎬ考量市民个体选择生活空间的条件与因

素相当复杂ꎬ未来研究可通过结合其他传统调查统

计数据、新数据ꎬ持续补充人群社会属性更多维度

的刻画ꎬ以增强研究对居住服务选择行为的探索能

力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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