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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导向的学校分配空间优化
——以北京石景山区为例
戴特奇，廖 聪，胡 科，张文新，刘正兵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地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空间优化正从地理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成为学科分支，但公平导向的公共服务空间分配
优化研究还较薄弱。学区配置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多校划
片”的随机入学方式，以各居住小区所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来定义入学指标空间分配
的公平程度，构建了以该方差最小化为目标、包含最大上学距离约束的二次规划模型，探求各
小区对所获得指标进行随机抽签的情景下，各校入学指标在各小区的公平最大化分配，并以北
京市石景山区为案例进行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在维持学校布局和师资配置现状的前提下，
与“就近入学”相比，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能以有限的上学距离代价，显著降低教育分配的
空间差异。在最大上学距离为 5 km 的约束下，各小区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降幅高达 99%，教
育质量期望值有所提升的小区或学生比例高达约 2/3；付出的上学距离代价较显著但可接受，
平均上学距离增加到 3.99 倍，达到 3.20 km，仍低于案例区实际平均上学距离。当模型的最大
上学距离参数从 5 km 逐步增至 8 km 时，教育公平的改善呈指数增长，平均上学距离呈算数增
长；当距离为 7 km 时，各小区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趋近于 0，可基本实现上学机会的空间均
等化。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优化结果对入学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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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公平是公众和多个学科都特别关心的热点议题[1]。中国目前的教育公平现状不容
乐观，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2]。近年来中国开始强调教育公平，并
在 2010 年把促进义务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3]。教育公平涉及区域、城乡、校
际、家庭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其中入学机会是教育公平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主要讨论
入学机会公平问题。入学机会公平通常指适龄学生享有平等的公共教育资源服务，也有
研究强调入学机会公平应对社会弱势群体倾斜[4-5]，本文采用前一定义。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调整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分配是促进入学机会公平的重
要手段。关于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研究较多[6-9]，而后者的研究仍较薄弱。理论上，教育
资源的空间分配，存在就近入学、自由择校、随机入学等多种方式。为了减少距离的负
面影响，就近入学原则存在于中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校分配制度之中 [10]。中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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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义务教育法》 颁布以来，就近入学一直具有法定地位。但最近的研究揭示出中
国已存在较为严重的优质教育资源局部集中，造成弱势阶层被隐性排斥的现象 （“学区
绅士化”），就近入学的公平性遭到了质疑 [11-13]。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和就近入学方式
下，平等的入学机会被认为是困难甚至于不可能的，英国等国的一些地方已开始试验随
机入学方式来促进入学公平[14]。2016 年中国教育部门也明确提出要探索“多校划片”等
新的随机入学资格分配方式[15]。“多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可能对应多个学校入学，采用
“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入学资格分配。在这一方式之下，如何控制距离的负面影响，并
尽可能地增加入学机会的公平性，是一个具有迫切现实需求的空间优化问题。
空间优化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主要的理论基础来于数学、经济学、地理学和
计算科学四大学科。规范的空间优化研究首先需要确定优化目标，并给予数学化表述，
进而形成优化模型求解。早期的规范研究可以追溯到 1900 年龙哈德的工业区位论。最近
几十年，这一领域越来越活跃，这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学、地理学、交通、物流等学科解
决实际选址问题的需求推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运筹学、计算机科学、地理信息系统等
学科在计算技术方面的进步[16]。空间优化已成为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正在成长
为地理学的一个学科分支，设施的空间优化是这一领域最主要的研究内容[17]。
设施空间优化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经典的选址—分配 （Location-Allocation） 模型，但
多数是以效率为目标来探究最优的设施布局。学校布局优化方面目标函数包括设施数量
最少、上学距离或时间最小等方面[18-21]。少数研究在应用效率导向优化模型时，通过最大
距离等约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导向[22-23]。直接以公平为目标的研究较少，在可
达性公平优化方面，最近有研究建立了需求点可达性方差最小化的二次规划模型[24]，并
在医疗、养老设施的公平最大化选址方面得到了应用[25-26]。但这些研究关注的是设施的最
优选址，很少规划如何将设施的服务分配给需求点，一般是承认人们的自由选择，根据
消费者的行为规律进行建模，按最近距离进行分配或按距离衰减等方法进行分配[27]。学
区配置与一般设施的区别恰在于此：在中国公立学校为主的制度背景下，入学指标的空
间分配是一个公共决策，不应局限于根据个人选择进行描述，需要以公平为导向施加空
间优化，而上述研究的选址优化模型不能直接用于公平导向的入学指标空间分配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偏重以效率为目标的选址 （Location） 优化，几乎没有针对公共决
策的、以公平为导向的分配 （Allocation） 空间优化研究。
入学选择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服务空间分配问题。本文将设计教育质量公平最大化目
标下的“多校划片”优化模型，并在案例区进行应用研究，通过与“就近入学”的对
比，分析改善教育公平需要付出的距离代价，最后还将讨论本文研究结果对于中国 《义
务教育法》 中“就近入学”条款的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定义
构建公平导向的教育资源空间分配优化模型，首先需要度量教育质量公平。数学形
式上，度量公平的数学指标多达几十种，其中方差是较为常用的计算方法[28]，本文将采
用方差来度量公平。具体地，本文将在小区层面开展应用研究，将采用各个小区所获得
的教育质量的方差，来度量研究区域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在就近入学的分配方式下，
每个小区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对应小区被分配到的学校的教育质量；但在“多校划片”
这一随机分配方式下，每个小区可能从多个学校获得入学指标，所获得的教育质量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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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入学指标数的加权平均，即该小区所获得的教育质量是一个期望值。
各小区的教育质量方差越小，说明各小区可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值越接近，入学机会越
公平。
在学校教育质量评价方面，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学校的教育质量，比如考试成绩、
教师水平等。考虑到好学校很可能有更好的学生来源，分数所反映的教育质量可能包含
了较好学生分布的空间差异，且分数排名变动也较大，故本文采用各学校高级职称占总
教师人数的比例来表征学校的教育质量。
2.2 公平导向的
“多校划片”模型构建
在本文构建的公平导向的“多校划片”优化模型中，通过目标函数的设定来体现公
平导向，本文设定的目标函数为最小化各居住小区的教育质量期望值。对公平的追求要
受到效率的约束，在目标函数为最小化总 （或平均） 距离 （或时间等指标） 的研究中，
其目标函数体现了效率，而最大距离约束则一定程度体现了公平[29]；在本文中，目标函
数体现了公平，最大距离约束和学校可容纳学生的规模约束则一定程度体现了效率。既
有文献对上学距离和学校规模的适宜范围已有一定的研究：国际上一般要求学生上学距
离不超过 5 km[30]；在学校的学生规模约束方面，中国城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建标
[2002]102 号） 规定的初级中学一个班的建制人数为 50 人，据此本文设定学校最大容量为
不超过现状学校规模的 10%，最小容量不小于 50 人。最终构建的模型是一个二次规划模
型，采用分支界定法求解，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Min∑Ni (Ai - a)2
m

（1）

i=1

s.t.

Ai =∑(Yij Xij Q j)/Ni
n

（2）

j=1

∑Y
n

j=1

ij

∑Y
m

i=1

ij

Xij = Ni

（3）

Xij = S j

（4）

S j > C min

（5）

S j < C max

（6）

dij × Yij ≤ D max
0 ≤ Xij ≤ Ni

（7）
（8）

式中：Ni 表示小区 i 的学生人数；Ai 表示小区 i 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值；a 表示研究区的平
均教育质量；Yij 表示小区 i 到学校 j 的距离是否超过最大距离阈值 Dmax，大于或等于时为
0，否则为 1；Xij 表示小区 i 分配得到的学校 j 的入学人数；Qj 表示学校 j 的教育质量；Sj 表
示学校规模。模型中目标函数式 （1） 表示各小区间教育质量期望的方差最小；其余为约
束条件：式 （2） 表示小区 i 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值；式 （3） 要求所有学生均能入学；式
（4）、（5）、（6） 要求各个学校的招生规模不超过一定的上限 （Cmax） 和下限 （Cmin）；式
（7） 表示最大上学距离约束，这里设定 Dmax 为 5000 m；式 （8） 表示小区获得的入学指标
数不高于小区的学生数。
2.3“就近入学”情景的模型构建
在“就近入学”下，优化目标为上学距离最小化，各小区对应唯一的学校，每个小
区获得对应学校的教育质量。该情景下也施加了上学距离约束和学校规模约束。具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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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Ni dij Lij

（9）

型如下：

m

n

i=1 j=1

s.t.

∑L
i

ij

=1

dij × Lij ≤ D max

（10）
（11）

S j =∑Ni Lij

（12）

S j ≥ C min

（14）

n

i=1

S j ≤ C max

（13）

式中：dij 表示小区 i 到学校 j 的距离；Lij 表示小区 i 是否分配到了学校 j，是则为 1，否则为
0。目标函数 （9） 表示所有学生上学总距离最小；约束条件 （10） 表示就近入学下每个
小区只能分配到唯一的学校；约束条件 （11） 表示最大上学距离约束；约束条件 （12）、
（13）、（14） 表示学校规模约束。

3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为案例对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和距离最小化的“就近
入学”两种情景进行应用研究。石景山区位于北京市西部，面积 84.38 km2，下辖九个街
道办事处 （图 1）。区内具有初级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及完全中学共 20
所。研究所需的学校位置数据来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http://www.bjedu.gov.cn/xxgk/），
学校教育质量数据来源于 《北京石景山教育年鉴 （2012）》。人口采用了居住小区尺度数
据，2012 年石景山区共有 310 个居住
小区 （本文不包含西北部的双泉寺和
陈家沟两个居住点，其最近学校距离
超过了 5 km）。根据各个小区总人口和
北京市分年龄段人口数据，按比例计
算得到了各个小区 12 岁适龄入学的学
生人数，作为需求点规模的度量。案
例区需求总规模为 2522 人。
研究还需要各个小区到各个学校
的最短上学距离。由于案例区坡度变
化较大，而优化模型的结果对距离较
为敏感，故本文基于实际路网和 30 m
精度的数字高程数据计算了包含坡度
影响的距离矩阵。具体地，首先得到
了含坡度影响的成本栅格图层，进而
采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成本加权距离
方法得到了含坡度影响的最短路径，
得到了包含道路起伏的最短上学距离
图 1 研究区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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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就近入学”情景
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和案例区数
据，求解得到北京石景山区“就近入
学”情景下入学配置结果 （图 2）。各
小区教育质量得分的平均值为 0.23；
最大值为佳汇中学附近的小区，达到
0.83；最小值 0.040，对应为石景山区
黄庄学校附近的小区；小区获得教育
质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为 0.79，
案例区所有学生获得的教育质量的方
差达 75.18。在上学距离方面，学生
的平均上学距离为 0.80 km；最大值
在和煦小区，达 3.48 km；最小值在
衙门口小区，只有 0.021 km。
4.2 公平最大化的
“多校划片”情景
图 2 北京石景山区“就近入学”空间配置
根据公平最大化模型求解，得到
Fig. 2 Spatial allocation of schools in the scenario of
了“多校划片”情景下北京石景山区
"nearby enrollment" in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各个学校入学指标的空间分配 （图
3）。与“就近入学”情景相比，空间
公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从方差看，案
例区学生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的方差
仅为 0.070，较“就近入学”情景下
降了 99%。从各小区获得的教育质量
期望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看，二者的
差距仅为“就近入学”情景的
11.39%；其中六合园等小区的教育质
量得分最高，达到 0.23；得分最小是
和煦小区，得分为 0.14。
虽然整体而言，教育质量的空间
公平有显著改善，但这不是一个帕累
托改进，一些小区分配得到的教育质
量有所下降，但这样的小区占少数。
与“就近入学”情景相比，平均教育
质量有所上升的小区共 201 个，占总
小区数量的 64.84%；包含学生 1587
人，占总学生人数的 62.93%；主要
图 3 北京石景山区“多校划片”空间配置
Fig. 3 Spatial allocation of schools in the scenario of
分布在石景山区西部、北部和东部边
"Duoxiaohuapian" in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缘地区，围绕在杨庄中学、天泰中
学、同文中学等评分较低学校附近。平均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的居住小区共 109 个，学生
935 人，主要分布在九中、京源学校和苹果园中学等高质量评分学校附近 （图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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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情景下，上学距离代价也较为显著。案例区学生
平均上学距离比“就近入学”情景增加到 3.99 倍，达到了 3.20 km。但由于模型中设定了
最大距离约束，故最大上学距离仍然不超过 5 km，从上学距离的一般标准看，这一数值
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这一数值还低于案例区实际调查的平均上学距离值 5.50 km。
与“就近入学”情景相比，从上学距离变化的空间分布看 （图 4b），平均上学距离
增加 2 km 以上的小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大致形成了 3 个集中区域，主要围绕在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九中、京源学校等学校附近，这些地方学校质量较高，学
校密度较大。距离增加较小的小区位于西北部和北部，主要分布在天泰中学、北京师范
大学励耘实验学校等学校附近，这些居住小区离案例区的中心较远，5 km 范围内可供选
择的学校较少。

图4

北京石景山区“多校划片”下教育质量及上学距离变化

Fig. 4 Changes of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school distance in each community in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总体而言，在公平最优的“多校划片”方案下，约 2/3 的小区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值
增加了，而各个小区的平均上学距离则普遍增加了。本文进一步从这两个角度将案例区
分为了 4 类，以考察公平最优模型的空间影响。具体地，按平均上学距离增加是否超过
2 km （约等于案例区上学距离增量的平均值） 和教育质量期望值是否增加进行分类。这
4 种类型对方案的支持和反对程度是有所差异的。按距离增加小于 2 km 且质量提升、距
离增加大于 2 km 且质量提升、距离增加小于 2 km 但质量下降、距离增加大于 2 km 但质
量下降，四类的小区比例分别为 8.39%、56.45%、4.52%和 30.64%；学生比例分别为
4.64%、52.29%、2.14%和 34.93%。其中上学距离增加而教育质量下降的小区主要分布在
九中、苹果园中学等高质量学校附近。
4.3 公平最大化情景下最大距离参数与教育公平的关系
在师资等学校资源不进行空间分布再调整的前提下，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多校划
片”实现教育资源的空间均等化呢？国外有研究认为由于好学校往分布并不均匀，故随
机入学对公平的改进可能有限，不能实现机会均等[31]。在本文的案例区，发现随机入学
可以基本实现机会均等，但需要放松最大上学距离的约束。在公平最大化模型下，从 5 km
开始按步长 1 km 逐步增加最大上学距离约束，直到 8 km，结果显示 （图 5） 各小区教育
质量期望值的方差呈现加速下降态势：每增加 1 km，教育质量方差平均下降 96%，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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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下降 （y = 6E+16e- 7.96x，R2 = 0.958，
y 为教育质量方差，x 为距离），平均
上学距离平均增长 0.4 km，呈算数增
长 （y = 0.33x+1.48，R2 = 0.959，y 为
教育质量方差，x 为距离）。当最大上
学距离放松到 7 km 时，方差仅为 7.0×
10- 9，可以认为各小区教育质量期望
值已经基本均等化。
图 5 距离与教育公平的关系
放松最大上学距离约束，也付出
Fig. 5 The tradeoff between distance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了更大的距离代价。当最大上学距离
为 8 km 时，学生平均上学距离增加到了 4.20 km。这一均值虽然低于一般要求的 5 km，
但出现了超过 5 km 的较长上学通勤现象。当最大上学距离约束分别设定为 6 km、7 km
和 8 km 时，上学距离超过 5 km 的学生分别为 50 人、155 人和 387 人，呈显著上升态势，
在 7 km 时候人数远远高于 6 km。随着最大距离参数的增加，长距离上学学生的空间分布
趋于分散 （图 6）。当上学距离为 6 km 时，上学距离超过 5 km 的小区主要分布在西部边
缘和东部；当最大上学距离为 7 km 时，主要分布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中部；当最大
上学距离为 8 km 时，则基本均匀分布。本文从公平和距离边际增量的角度权衡，推荐采
用 6 km 这一阈值，此时过长上学距离人口代价较小而公平性改善也趋于机会均等化。

图 6 北京石景山区不同最大上学距离约束下上学距离超过 5 km 的小区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s of communities with the distance over 5 km under different values of parameters Dmax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公共设施的空间公平分配问题，针对随机入学方式下入学指标的空间分
配优化，构建了以各居住小区教育质量方差最小化为目标的二次规划模型，模型包含了
最大上学距离约束，可为“多校划片”提供科学的空间配置依据。在模型构建基础上，
在北京石景山区进行了“就近入学”和“多校划片”两种情景的对比研究，主要结论为：
（1） 与就近入学相比，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可以显著提高教育空间公平，但
也会付出明显的距离代价。当最大上学距离不超过 5 km 时，各个小区教育质量的方差仅
为 0.070，比就近入学情景降低了 99%；平均上学距离则增加到 3.99 倍，达到 3.20 km，
这一距离符合一般的上学距离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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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带来的损益的空间分布是显著不均衡的。总体而
言，多数地区和人口的教育质量预期值会比“就近入学”得到改善，其中教育质量预期
值增加的小区占总数的 64.84%，学生人数则占总数的 62.93%；这些小区主要分布在学校
质量评分较低的学校附近。
（3） 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模型下，最大上学距离约束的放松可以显著提升教
育质量的空间公平，直至实现教育机会空间均等化。当最大上学距离增加到 7 km 时，得
到的方差近似为 0，基本实现了教育质量预期值的空间均等化，此时平均上学距离为
3.70 km。随着最大上学距离的增加，空间公平的改善近似指数增长，而距离代价近似算
术增长，公平的改善速度更快。具体地，最大上学距离从 5 km 开始增加到 8 km，每增加
1 km，各小区教育质量方差平均下降 96%，平均上学距离平均增长 0.40 km，超过 5 km
的较长上学距离人数平均增加 197 人。按边际增量看，当最大上学距离约束为 6 km 时，
上学距离过长的人口总数最小，仅有 50 人，而公平性提高最显著，是本文推荐的决策点。
相比设施选址空间优化而言，公共设施的空间分配优化相对较少，还需要更多的研
究。在如何将学生分配到学校的学区划分问题上，中国在教育公平导向下提出“多校划
片”改革思路；传统的“就近入学”方式虽遭到质疑，却仍具有法律地位。本文的模型
构建和案例研究表明：在一定的上学距离要求下，不需要改变学校的位置及其教育资源
配置，通过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就可能显著降低教育质量差异，甚至实现教育公
共资源的机会均等化分配，使多数学生和多数地区受益。这一就近随机分配模型既满足
了就近，也提升了公平，支持了对“就近入学”的质疑。但地区间学生与学校分布的差
异会影响优化结果，故“就近入学”在其他地区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以至于需要
修订为就近随机入学，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此外，公平和教育质量的定量评价存在
多种指标，不同指标下的优化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亦需要更多指标的比较研究。即便
这样的质疑成立，如何从现状逐步改革到最优情景，还需发展动态优化模型，研究制度
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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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school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towards equal access:
A case study on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DAI Teqi, LIAO Cong, HU Ke, ZHANG Wenxin, LIU Zhengbing
(School of Geography,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patial optimiz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in geography. Most research on
spatial optimiz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 in this field is concerned with spatial efficiency,
while the public is more concerned with spatial equity. In recent years, random allocation has
been tested in some places, but the optimization models on the random allocation of schools
have not been well formulated and developed. In China, to improve the spatial equity of
education, a newly proposed reform tries to use lottery for school admission, namely
"allocating several schools to one school district".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new school allocation, its impacts on school distance and educational equ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quadratic programming model to minimize the variance of all students'
expected values on educational quality under constraints of the maximum distance and schools'
capacities. Then, Shijingshan District in Beijing is taken as a case are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new allocation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patial equit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compared with the way of allocating students to the nearby school. The variance of the former
decreases by 99% . Over 2/3 of the communities benefit from our model of maximum spatial
equality, whose expected values of educational quality will increase. The ratio of benefit
students is also about 2/3.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tance cost of school commuting is also
significant. The average school distance increases by 3.99 times. However, it is still less than 5
km, which is commonly set as maximum distance to school. Moreover, it is also less than the
survey school distance in the study area. When the parameter of the maximum distance in the model
increases from 5 km to 8 k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variance of expected value of educational
quality obeys the law of exponential growth, and the average distance increase obeys the law of
arithmetic growth. When it is set at 7 km, the variance of expected value of educational quality
approaches zero.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state of absolute equal opportunity for every student
which is usually thought to be hard or impossible to realize.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for China's school admission system is discussed.
Keywords: educational equity; school district; spatial optimization; quadratic program; random
allocation;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