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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gration facilitates mobility of social resources, having a direct effect on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it has been a long-lasting research topic. However, few research depicts the successive changes of China's recent migration. Furthermore, existing publications fail to reveal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igration. Here we analyzed the volume changes and spatial pattern dynamic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from 1995 to 2010, adopt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data derived
from 2000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2005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and 2010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were employed. Results show: 1) The migration volume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sharply since
1995, with enormous quantity gap between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in-migration rates of Shanghai and Jiangsu have saw a stable increase trend; furthermore, the out- migration rates of Henan and Anhui have undergone a remarkable increase trend. 2) The migration network in China has thirteen core nod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Anhui, Sichuan and so 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herence, convergence and regional disequilibrium. 3) Three dominating migration destinations in China are located in Beijing-Tianjin Metropolitan Regio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Guangdong province, while most key origins are central provinces, like Anhui, Sichuan, Henan, Hunan etc.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variation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hence the population policy at each province should be adapted accordingly so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nvergence flow field; divergence flow
field; province scale
提 要 ： 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 年人口抽样

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广东是我国主要人口辐合流

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

场，安徽、四川、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是我国主要

角，研究了省级尺度下中国人口迁移态势与空间格局

人口辐散流场。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人口迁移有显

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1995—2010 年间，中国人

著的空间异质性，各地应根据自身人口迁移趋势及在

口迁移规模迅速增大，省际间人口迁移规模差异明

全国人口迁移网络中角色，科学制定区域人口政策与

显；上海、浙江人口迁入率显著上升，河南、安徽人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口迁出率显著上升。（2）北京、上海、安徽、四川等
13 省是我国人口迁移网络的核心节点，人口迁移网络
表现出中心性、收敛性和地区非均衡性特点。（3）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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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大规模的人口

组织优化的重要工具。本文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演变态势

迁移会对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进行分析，并创新性地从社会网络分析的新视角，探究了

国外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社会学家 E. G. Ra-

人口迁移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分析了各个省份在人口迁移

ven stein 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1]、D. J. Bagne 和 Lee 的人口迁

网络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以期为区域人口政策和经济社

移推拉理论 [2]、吉佛的人口迁移引力模型 [3] 到新古典经济学

会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的人力资本理论 、发展经济学的刘易斯模型 和托达罗模
[4]

[5]

型[6]，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扩展。国内人口迁移研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究多注重实证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因为统计资料缺乏，
人口迁移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如人口迁移一般规律的解

1.1 数据来源

释、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及劳动力供给的关系、人口迁移对

本文数据来自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 年 1%人口抽

人口素质的影响、传统文化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等 。也有部

样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按现住地、五年前常住地分的

分学者尝试从定量角度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例如王维

人口统计数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此项数据置于

志、马侠利用 1986 年 74 市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数据，从定

长表数据中的第七卷，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将此项数据

量角度初步分析了人口迁移的特征 ，王桂新利用对上海地

置于第十二卷。各省级行政区各年份的人口总量数据来源

[7]

[8]

区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不同地域层次人口迁移的

于 《中国统计年鉴 1996》、《中国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

特点等 。但这些定量研究多依据小范围的抽样调查数据，

计年鉴 2006》 中各省级行政区的人口数据。重庆市于 1997

不具有系统性和权威性。

年设立为直辖市，区划包括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

[9]

1987 年人口抽样调查和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将人口迁

陵市和黔江地区，因此其 1995 年人口总量数据由这四个地

移纳入调查范围之内，提供了人口迁移的较为系统、详尽

区 1995 年人口数据合并而得，数据来源于 《四川统计年鉴

的资料，开创了我国人口迁移定量化研究的新局面，也有

1996》。由于统计数据中港澳台数据为合并统计，无法进行

部分学者对省域范围的人口迁移进行了定量化研究[10]。随着

区分，因此本文研究范围界定为不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

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第六次人口

31 个省级行政区 （省区）。

普查数据的公布，人口迁移研究更加活跃，研究方向也日

1.2 研究方法

益多样化，呈现出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

1.2.1 人口数据分析方法

学科研究共同繁荣的局面。人口学的研究方向集中于：迁

（1） 人口迁移总量的推求。由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第

移人口的特征分析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 [11]、老年人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为 10% 抽 样 调 查 ， 因 此 1995—2000 年 、

口迁移行为的研究[12]、对女性迁移者的关注、人口迁移的模

2005—2010 年人口迁移数据由统计数据扩大十倍推求而

拟预测等 ；社会学的研究体现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

得，而 2000—2005 年人口迁移数据由统计数据扩大 100 倍

析 （包括个体特征、交通、政策制度等） [14]、人口迁移对文

推求而得。

[13]

化形态的影响、流动人口聚落的特征分析[15]、迁移人口城市

（2） 人口迁移率的计算。人口迁移率计算公式如下：

融入和社会融入过程的探讨[16]、迁移人口“反迁”行为的研

R i = P mi /P

究[17]；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于经济发展、地区差距、城

R o = P mo /P

市化过程与人口迁移相互作用关系的定量化分析[18]，有少数

（1）
（2）

研究者探讨了人口迁移对土地利用及房地产价格的影响[19]。

式中， R i 表示某一省份某一时间段的人口迁入率， P mi 表

地理学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侧重于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

示该省份该时间段的迁入人口总量， R o 表示某一省份某一

分析，一方面，研究者指出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总体方向

时间段的人口迁出率， P mo 表示该省份该时间段的迁出人口

是从中部省份流入东部沿海和西部新疆地区，京津唐、长

总量， P 表示该省份期初人口总量。

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吸引人口迁移的热点地区[20]；另一

1.2.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方面，也有学者专注于对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探讨，例如

社会网络分析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古典社会学家埃米

刘盛和、邓羽等对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进行了实

尔·涂尔干和格奥尔格·齐美尔等人有关社会结构的观

证研究[21]。以往学者对我国人口迁移空间模式的研究，多采

点，是一类刻画网络整体的形态、特性和结构的重要分析

用一期或者两期人口调查数据，对人口迁移模式的时间演

方法，它的关键在于把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表征为一定的

变分析有所欠缺；已有研究成果也大多基于宏观层面，采

网络构型，然后基于这些构型及其变动，阐述其对个体行

用传统的空间统计分析法，如热点分析，研究人口迁移的

动和社会结构的意义[22,23]。因此，社会网络分析的目的是从

宏观趋势，没有将人口迁移作为一个整体网络揭示其网络

结构和功能交互作用入手，揭示网络结构对群体和个体功

结构特征，未能反映人口迁移的微观动态变化及各省份在

能的影响[24]。人口省际迁移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网

人口迁移网络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

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揭示我国人口迁移网络的

多层次的分析方法，能够建立起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链接，

空间结构特征。

识别资源流动的来源和去向，鉴别出资源流动过程中的结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重点之一，中心度是测

构性限制，方法上的独特性使其成为分析空间联系和地域

量点的中心性的重要指标，中心度越高，则该点在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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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居于核心地位。点的中心度分为点入度和点出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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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人口迁入率变化幅度较小，且都呈上升趋势。

绝对中心度和相对中心度两种表达方式。相对中心度即标
准化的绝对中心度指数，可用来比较不同图中点的中心度
的大小。本研究采用相对中心度，其计算公式为[25]：
C′ i (x) = N i /(n - 1)

C′ o (x) = N o /(n - 1)

（3）
（4）

式中， C′ i (x) 表示点 x 的相对点入度， N i 表示进入到该点的

其他点的个数， C′ o (x) 表示点 x 的相对点出度， N o 表示由

该点发出达到其他点的个数， n 表示网络的规模。本文中
人口迁移网络的节点即为所研究的 31 个省区，省际之间的
人口迁移流即代表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各节点的中心度
计算均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6.0 实现。

2 人口迁移总体态势
2.1 人口迁移规模变化
1995 年 以 来 ， 我 国 省 际 人 口 迁 移 总 规 摸 逐 年 增 大 。
1995—2000 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总量为 6456.426 万人，
2000—2005 年 为 10081.22 万 ， 而 2005—2010 年 ， 已 达
10998.782 万，约为 1995—2000 年的两倍。
如图 1 所示，省际间人口迁移规模也存在较大差异。
1995—2000 年，人口迁移总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 （1193.907
万人），其次是四川 （498.51 万人）、浙江 （368.453 万人）；
人口迁移总量最小的省份是西藏 （10.604 万人），其次是青
海 （20.006 万人）、宁夏 （21.624 万人）；广东人口迁移总量
约为西藏人口迁移总量的 110 倍。 2000—2005 年，人口迁
移总量最大的省份仍然是广东 （1816.78 万人），浙江人口迁
移总量 （808.69 万人） 跃居第二位，四川 （623.28 万人） 下
降至第三位；西藏 （7.53 万人）、宁夏 （18.86 万人）、青海
（21.06 万人） 仍是人口迁移总量最少的省份；广东与西藏人
口迁移总量的差距扩大为 1809.25 万人，前者是后者的 240
倍。2005—2010 年，广东人口迁移总量 （1548.73 万人） 仍
居首位，而西藏 （15.446 万人）、青海 （33.252 万人）、宁夏
（38.969 万人） 人口迁移总量仍居最末位，这与西部地区位
置偏僻，交通不便有关；这一时期广东人口迁移总量约为
西藏的 100 倍，差距有所减小。
2.2 人口迁移率变化
2.2.1 人口迁入率变化
如图 2 （a） 所示，1995 年以来，我国各省份人口迁入
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四省
人口迁入率上升幅度最大。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迁入率一直
处 于 较 高 水 平 ， 1995—2000 年 其 人 口 迁 入 率 分 别 为
15.32% 、 15.11% ， 居 全 国 第 二 位 和 第 三 位 ； 2005—2010
年，其人口迁入率分别上升至 25.92%、24.89%，超过广东
跃居至全国第一位和第二位。浙江和天津人口迁入率属于
后来居上，其 1995—2000 年间人口迁入率分别为 6.29%、
5.22% ； 而 到 2005—2010 年 ， 浙 江 人 口 迁 入 率 上 升 为
16.78%，天津人口迁入率上升为 14.35%。东北地区的黑龙
江、辽宁、吉林三省，东部地区的河北、山东，中部地区
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甘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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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10 年中国各省区人口迁移量动态

Fig.1 Dynamics of the Migration Volume of China's Each
Province from 1995 to 2010
人口迁入率下降的是广东、新疆、河南、云南四省。
新疆人口迁入率下降幅度最大，从 1995—2000 年的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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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5—2010 年中国各省区人口迁移率动态

Fig.2 Dynamics of the Migration Rates in China's Each Province from 1995 to 2010
下降至 2005—2010 年的 4.18%；广东人口迁入率从 1995—

的省份；其次是贵州、河南，其人口迁出率分别上升了

2000 年 的 16.75% 下 降 至 2005—2010 年 的 15.09% ， 但 在

3.68%、3.25%。人口迁出率上升幅度最小的是新疆，与

2000—2005 年，广东人口迁入率有所回升。河南、云南两

1995—2000 年相比，其 2005—2010 年的人口迁出率仅上升

省人口迁入率本身较低，其下降幅度分别从 1995—2000 年

了 0.12%，其次是浙江、江苏、天津、上海等省份，人口迁

的 0.52%、1.84%下降至 2005—2010 年的 0.46%、1.40%。

出率上升的幅度均比较低，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

2.2.2 人口迁出率变化

是人口迁入热点地区，相应的人口迁出较少，人口迁出率

与人口迁入率的变化不同，1995 年以来，我国各省份

变化幅度较小。

人口迁出率呈现出总体上升的态势。如图 2 （b） 所示，人

3 人口迁移空间格局

口迁出率上升幅度较大的是河南、安徽、湖北、重庆、贵
州等省份，人口迁出率上升幅度较小的是新疆、浙江、江
苏、青海等省份，与人口迁入率的变化形成“互补”局

3.1 人口迁移网络结构特征

面。安徽省的人口迁出率变化幅度最大，从 1995—2000 年

3.1.1 人口迁移网络的中心性
如表 1 所示，在 1995—2010 年人口迁移的三个时间段

的 4.81%，上升至 2005—2010 年的 9.03%，成为迁出率最高

表 1 1995—2010 年中国核心节点省区点度中心度指数

Tab.1 The Centrality Degrees of Core Node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0
省份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点入度

点出度

（1995—2000） （1995—2000） （2000—2005） （2000—2005） （2005—2010） （2005—2010）

北京

2.50

0.23

3.11

0.46

4.35

0.46

天津

0.65

0.14

1.26

0.15

1.70

0.24

河北

1.02

1.15

0.85

1.37

1.05

2.30

上海

2.87

0.22

4.19

0.52

5.58

0.46

江苏

2.52

1.64

4.56

1.84

5.56

2.15

浙江

3.59

1.28

7.01

1.44

9.53

1.52

安徽

0.41

3.82

0.93

5.32

0.94

6.29

江西

0.31

3.54

0.69

3.43

0.79

3.96

河南

0.62

3.05

0.39

4.76

0.49

6.18

湖北

0.80

2.92

0.69

3.76

0.96

4.33

湖南

0.48

4.31

0.69

4.61

0.78

5.22

广东

15.21

0.58

16.62

2.38

15.79

1.84

广西

0.38

2.43

0.55

2.94

0.68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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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点入度指数较高的地区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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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呈现出地区非均衡性的特点。

苏、北京、福建六个省份，其中广东、浙江的点入度指数
一直位居前两位，上海、江苏的点入度指数略有起伏，但
总体趋势未发生变化，北京、福建点入度指数一直位居第
五位和第六位，说明在人口迁入网络关系中，这六个省份
的中心性程度较高，处于核心地位。点出度指数较高的省
份则有四川、湖南、 安徽、 江西 、河南、湖北、广西七个
地区，说明在人口迁出网络关系中，这七个省份中心性程
度较高，处于核心地位，其中安徽省点出度指数在 2005—
2010 年间上升至首位，说明其中心性地位有所提升。西
藏、青海、宁夏、海南等省份的点出度指数和点入度指数
均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在人口迁移网络中的中心性程度较
低，发挥作用较小，处于边缘地位。由点度中心度指数对
比分析可以看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
建、四川、湖南、 安徽、 江西 、河南、湖北、广西 13 个
省份是我国人口迁移网络的核心节点，对人口迁移网络结
构起支撑作用，其余省份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在人口迁
移网络中起辅助作用，人口迁移网络总体上具有中心性特
点，核心节点省份即为人口迁移网络中心点。
3.1.2 人口迁移网络的收敛性
中心性揭示了人口迁移网络的静态结构特征，而人口
迁移网络结构的动态演变同样值得关注。根据省际间人口
迁移的数量和方向，绘制出人口迁移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系
强度图，如图 3 所示。图中箭头所指方向表示省际人口迁移
的方向，线段表示人口迁移弧度流，即从源地省份迁往目
的地省份的人口数量，用以表征各节点之间联系强度的大
小。收敛性是指在人口迁移网络中，主要节点省份的联系
强度增大，其人口迁移规模占整个网络总规模的比例上
升，使网络整体呈现出向主要节点集中的趋势，它反应了
人口迁移网络的动态演变趋势。
如图 3 所示，我国每两个省份之间都存在人口迁移关
系，迁移量在 0—20 万之间的弧度流遍布全国各地，说明我
国人口迁移网络具有密集性特征。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
迁移流又表现出逐渐收敛的特点。
如图 3 （a） 所示，1995—2000 年，人口迁移量在 150
万至 300 万之间的弧度流仅有三条，20 万—150 万之间的弧
度流也较少，0—20 万的弧度流占迁移网络的主导地位，说
明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网络仍较为发散；而 2000—2005
年，人口迁移量在 150 万至 300 万之间的弧度流增加至六
条，迁移量在 20 万至 150 万之间的弧度流较前一时期也明
显增加，尤其是四川—新疆、甘肃—新疆、河南—新疆、
云南—四川的弧度流由 20 万—150 万量级下降为 0—20 万的
量级，高量级的人口迁移弧度流更多的向东部地区集聚，
说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迁移网络收敛性增强； 2005—2010
年，150 万—300 万的人口迁移弧度流仍为 6 条，并向东推
移，中部省份向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迁移更加密集，迁移
强度增大，向京津地区的人口迁移较前一时期有所减弱，
网络收敛性进一步增强。
3.1.3 人口迁移网络的非均衡性
由图 3 可看出，我国人口迁移网络重心向中东部地区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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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5—2010 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动态

Fig.3 Dynamics of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Network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0

臧玉珠，周生路，周兵兵，吴滢滢：1995—2010 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态势与空间格局演变——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人口迁移网络的核心节点广东、江苏、上海、浙江、

散量与前一时期相比却有明显增加，由原先的 300 余万人，

北京、安徽、河南等省均位于中东部地区，人口迁移量在

上升至 400 余万人，说明这四个省份的人口辐散作用进一步

150 万—300 万之间的弧度流也分布于中部省份与东部沿海

增强，人口迁移强度上升。

省份之间；除 1995—2000 年新疆的人口迁移流之外，广大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量都位于 0—20 万之间；东北地区的人口

4 结论

迁移量也大多在 0 至 20 万之间，只有 1995—2000 年黑龙江
—辽宁人口迁移弧度流，2000—2005 年以及 2005—2010 年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系统研究了 1995—2010

黑龙江—辽宁、黑龙江—山东三条人口迁移弧度流介于 20

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态势及空间格局演变趋势，主要结论

万至 150 万之间。因此，我国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地区

如下：

非均衡性，人口迁移的重点在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

（1） 人口迁移的规模变化。十五年间，我国省际人口

北地区人口迁移强度较低。

迁移规模扩大、强度增加，人口迁移更加活跃；各省区人

3.2 人口迁移流场特征

口迁移规模、人口迁入率、人口迁出率的变化存在明显

3.2.1 人口迁移辐合流场

差异。

1995—2000 年，我国存在四大人口辐合流场，分别是

（2） 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我国人口辐合流场主要集

北京、长三角地区、广东和新疆，其中广东的人口辐合作

中在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广东；人口

用最强。北京的迁入人口主要来源于河北；长三角地区包

辐散流场集中在中部省份，包括河南、安徽、四川、湖

括江苏、浙江、上海三个省份，其迁入人口主要来源于周

南；人口辐合流场和辐散流场呈现出空间互补的格局；新

围的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南方省份以及西部地区的

疆作为人口迁入大省的地位逐渐衰弱，长三角地区人口辐

四川和贵州；广东的迁入人口来源较广，包括附近的广

合能力增强。

西、湖南、江西以及较远的四川、湖北等省份；新疆的迁
入人口则主要来源于四川、甘肃、河南三个省份。
2000—2005 年，新疆的人口辐合作用减弱，辐合流场

（3） 人口迁移的网络结构。各省份间密集的人口流动
构成了省际人口迁移的网络结构，其中位于人口辐合流
场、辐散流场中的广东、浙江、四川、安徽等 13 个省份是

消失，而天津人口辐合作用增强，成长为新的人口辐合中

人口迁移网络的核心节点，对人口迁移网络起支撑作用；

心，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辐合流场为京津地区、长三角地

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地区非均衡性，中东部地区人口迁移

区和广东，最大的人口辐合流场仍是广东。京津地区迁入

比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为活跃；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迁

人口的主要来源地更加多样化，除原先的河北外，新增了

移网络发散性减弱，呈现出空间收敛的态势。

四川、安徽、山东等省；长三角地区迁入人口仍主要来源

研究表明，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省际人口迁

于附近省份，其中安徽向长三角地区输入人口明显增多；

移空间格局进行研究，不仅能反映出人口省际迁移的宏观

广东的人口来源地与前一时期相比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趋势，而且能够清晰的描绘出省际人口流动的网络结构特

2005—2010 年，我国人口辐合流场仍是京津地区、长

征，揭示人口迁移网络的整合性与层次性，解释网络联系

三角地区和广东，而长三角地区人口辐合作用明显增强，

的紧密性与网络节点之间的不同关系，突显各省区在人口

超越广东成为第一大人口辐合中心，各辐合流场主要迁移

迁移网络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为人口迁移导向政策的制

人口来源地更加分散，但仍集中在中部省份。

定提供一个清晰、有效的思路。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

3.2.2 人口迁移辐散流场

性将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异质影响。因此，这

1995—2000 年，我国最大的人口辐散地是四川，其迁

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特别地

出人口主要流向附近的广东、云南、重庆以及较远的浙

对作为主要人口迁入、迁出地的省区，应根据自身人口迁

江、新疆、福建等省份。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

移趋势及在我国人口迁移网络中的不同角色，科学制定区

西、广西等中部省份人口流出量也较大，主要迁往广东和

域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长三角地区。
2000—2005 年，河南、安徽、湖南三省区的人口辐散
作用增强，上升为与四川省并列的人口辐散中心，全国性
人口辐散流场增加至 4 个。广东吸纳了四川、湖南、河南三
个人口辐散地大部分的迁移人口，而安徽的迁移人口则主
要流向了长三角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最大的人
口辐合地广东，出现了两股较大规模的人口逆向迁移，分
别迁往邻近的广西和四川，而这两个省区是广东主要迁入
人口来源地之一，这种较大规模的人口反迁现象值得深入
研究。
2005—2010 年，我国最主要的人口辐散流场并未发生
明显变化，仍是河南、安徽、四川、湖南四省，但人口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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