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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选择综合性指标体系 ,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中心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和断裂点位置 , 并在

Delaunay 三角网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心城市空间影响范围的近似性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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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研究中心城市影响范围的方法不尽相

同
[ 1 ～ 6]

。然而 ,基于矢量空间数据的加权 Voronoi

图的计算非常复杂 ,成功的算法也不多见[ 7] 。但

是 ,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在地理分析中并不需要

非常精确 ,它是一个模糊性的界线 。

1　中心城市空间影响范围划分的理
论依据

　　确定中心城市空间影响范围的理论依据是空

间相互作用理论 。该理论指出 ,城市对周围区域

的影响力与城市规模成正比 ,与至城市的距离成

反比。文献[ 1]将相邻两个城市间的吸引力达到

平衡的点定义为断裂点 ,并给出了计算公式:

dA =DAB/(1+ PB/ PA)

或 dB =DAB/(1+ PA/ PB) (1)

式中 , dA 、dB 分别为断裂点到两城市的距离;DAB

为两城市的直线距离;PB 、PA 分别为两城市的人

口。

在实际运用中 ,断裂点公式有着较大的局限

性 ,因为城市人口并不完全反映城市吸引力 ,应根

据实际选取综合指标来确定。以城市空间相互作

用理论和断裂点理论为依据 ,选取一套反映城市

中心性强度的综合指标体系 ,运用主成分分析的

方法 ,计算各个城市的综合得分 ,通过线性变换转

化为中心性强度值 ,并以该值计算相邻两个城市

的断裂点位置。通过构建 Delaunay 三角网 ,标注

断裂点位置 ,对每个断裂点作其所在三角网边的

垂线 ,对整个区域进行完整分割 ,进而界定各个中

心城市的近似性影响范围 。

2　中心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值的计算

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经过筛选 ,选取反

映城市综合实力的 16个指标(表 1),其中定量指

标采用1999年河南省统计资料(《河南统计年鉴

2000》);定性指标(x12 , x13)由省直有关职能部门

的专家评分 ,赋分采用 1 、3 、5 、7四级标准。运用

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河南省 17 个地级中心城市

(地级行政中心)的综合实力进行评定 ,其中主成

分按照特征值大于 1 、贡献率大于 88%选取 ,第一

主成分主要由 x1 、x2 、x3 、x4、x8、x14 、x16确定 ,说明

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主成分主要由 x5

确定 ,说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第三主成分主

要由 x12 、x13、x15确定 ,说明城市的建设条件;第四

主成分主要由 x9 、x11确定 ,说明城市的建设水平;

第五主成分主要由 x6 、x7 、x10确定 ,说明城市居民

生活水平 。选取的 5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分别

是 49.484%、62.187%、 72.421%、 81.129%、

88.244%。设 z1 、z2 、z3 、z4 、z5分别表示 5 个主成

分的得分 , z 表示每个城市的综合实力 ,其综合得

分可以用式(2)计算:

z =0.494 84z1 +0.127 02z2 +0.102 35z3 +

0.087 08z4 +0.071 15z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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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指标体系

Tab.1　Factors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ach Central City

指　　　　　　　　　　　　标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市区非农业人口(x1),市区国内生产总值(x2),市区工业增加值(x3),市区财政收入(x4),市区固
定资产投资(x5),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6),市区职工平均工资(x7)

城市建设水平 建成区面积(x8),人均住宅面积(x9),人均道路面积(x10),人均绿地面积(x11)

城市建设条件 矿产 、旅游资源条件(x12),交通便捷度(x13)

区域发展基础 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4),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x15),区域城市化水平(x16)

计算所得的城市排序和相应的综合得分分别是:

郑州(4.12)、洛阳(2.39)、南阳(0.63)、安阳

(0.25)、新乡(0.05)、平顶山(-0.16)、焦作

(-0.21)、濮阳(-0.23)、漯河(-0.25)、三门峡

(-0.25)、开封(-0.42)、许昌(-0.48)、商丘

(-0.58)、信阳(-0.66)、驻马店(-0.99)、鹤壁

(-1.23)、周口(-1.98)。

可以看出 ,有些城市的综合得分为负值 ,如果

直接代入式(1)计算断裂点位置 ,必然存在负值开

方的运算 ,显然是不可行的。为此 ,必须对各中心

城市的综合得分进行数据变换。文献[ 8]阐述了

三种数据变换方法:

1)z-score 规范化。公式为:

v′=(v - A)/σA (3)

式中 , σA 和 A 分别表示原数据列的标准差和平均

值;v′为规范化处理后的新数据 。

2)小数定标规范化。公式为:

v′= v/10
j

(4)

j是使max v′ <1的最小正整数。

3)最小-最大规范化。将原数据列线性变

换 ,映射到一个新的数据区间上 ,形成新的数据

列。公式为:

v′=
v -minA

maxA -minA
(new-max A -new-minA)+

new-minA (5)

式中 , v′表示规范化处理后的数据;v 表示原数

据;maxA 和minA 分别表示原数据列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new-maxA 和 new-minA 分别表示新数据列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可以看出 ,运用式(3), 规范化处理后的新数

据仍然存在负值;运用式(4)对原数据列按比例缩

小 ,处理后也存在负值 。这两种方法均不符合本

文的要求 。运用式(5)对原数据列进行数据变换 ,

只要选取合适的映射区间 ,就能保证新数据列全

部为正值 。从理论上讲 ,这个映射区间是任意的 ,

但在本文的试验中 ,如果选取原数据列的数值区

间为[ -1.98 ,1.42] ,那么变换后的数据仍为原数

据;如果选取的区间小于这个区间 ,那么变换后的

数据也会存在负值 。为了便于计算和对比 ,并保

证变换后的数据全部为正值且原数据列数值大小

次序特征不变 ,本文选取在区间[ 1 ,10]上对各城

市的综合得分进行数据变换。

根据式(5), 计算所得的城市排序结果和相

应的中心性强度值分别是:郑州(10.00)、洛阳

(7.44)、南阳(4.85)、安阳(4.29)、新乡(4.00)、平

顶山(3.69)、焦作(3.62)、濮阳(3.58)、漯河

(3.55)、三门峡(3.55)、开封(3.30)、许昌(3.21)、

商丘(3.06)、信阳(2.95)、驻马店(2.46)、鹤壁

(2.10)、周口(1.00)。

3　确定断裂点位置

确定断裂点位置是界定中心城市空间影响范

围的一个关键步骤 。当中心城市很多时 ,断裂点

位置的计算与图上标注又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

作。为解决这一问题 , 先考察断裂点的特性:

①断裂点必在最邻近两个中心城市的连线上;

②根据式(1)可知 , dA +dB=DAB ;③根据式(1)

还可推导出 dA/ dB = PA/PB ,这里用城市的中

心性强度值分别代替 PA 、PB 。

根据断裂点的以上特性 ,应将最邻近的中心

城市两两相连 ,这其实是一个平面点集的三角剖

分问题 。当平面点集满足最邻近三个点不共线 、

四个点不共圆时 ,Delaunay 三角剖分的方法较多 ,

也比较成熟[ 9～ 12] 。当离散点较多时 ,可能出现多

个点共线的情形 。采用文献[ 13]的径向扫描算

法 ,构造中心城市点集的不规则三角网 ,并在每个

形成的三角形的每条边上自动标注断裂点 ,如图

1所示。

4　中心城市空间影响范围的划分

4.1　常规 Voronoi图方法

Voronoi图是界定空间目标影响范围的常用

方法 ,在地图制图和空间分析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

王新生等
[ 6]
运用此方法划分湖北省城市的空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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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范围。但是 ,常规 Voronoi图仅考虑距离远近这

个惟一的因素 ,并没有体现城市中心性强度大小

这一重要特征 ,与实际情况也相差太远 。因此 ,用

常规Voronoi图界定中心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是

不合适的 。

4.2　加权 Voronoi图方法

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 ,如果每个空间目标具

有不同的权重 ,并分别以各自的权重值为速度向

周围扩张 ,最终形成各自的影响范围 ,这也是加权

Voronoi图生成的基本思想。王新生等
[ 7]
在改进

的方法中 ,提到用加权Voronoi图界定城市的空间

影响范围 ,但是 ,基于矢量数据的加权 Voronoi图

的计算十分复杂。胡鹏等[ 14] 运用地图代数的方

法计算了基于栅格数据的点 、线 、面的加权

Voronoi图 。观察和分析表明 ,发生元为点的加权

Voronoi图中 ,每个多边形都是由若干条弧段(区

域边界除外)组成的封闭区域 ,并且在相邻的 3个

点目标中 ,如果存在一个权重值特别大 ,而另外两

个点目标的权重值又非常小的情况 ,那么这个权

重值较大的点目标的影响范围将包含另外两个点

目标的影响范围 ,并且这两个相邻较小点目标的

影响范围的界线呈现出相离的空间关系 。在这种

情况下 ,用加权 Voronoi图界定城市的空间影响范

围将使部分断裂点不复存在。在实际应用中 ,因

为存在面与面的包含 、相离等复杂情况 ,在划分城

市经济区时 ,往往难以处理。从这种考虑出发 ,用

加权Voronoi图界定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是不必

要的 。

4.3　近似加权 Voronoi图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 ,常规 Voronoi图假定每个点目

标的权重值相同 ,因而其中的每个多边形的边都

是对偶 Delaunay三角形的边的垂直平分线 。加权

Voronoi图的形成是以每个空间目标的权重为速

度向周围扩张 ,每个多边形的边是一段弧线 。可

以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既保证常规 Voronoi图的

基本形态 ,又考虑加权Voronoi图中点目标的权重

值 ,构造出一种近似的加权 Voronoi图 ,即过每个

断裂点作相邻两个中心城市连线的垂线 ,对整个

区域进行连续 、完整 、惟一的分割。相对来说 ,近

似加权Voronoi图的计算较为容易 ,可以用矢量方

法实现 ,而且能够体现断裂点理论 ,保证中心城市

空间相互作用的重要特征点(即断裂点)的位置不

变。同时 ,考虑到在地理分析中 ,中心城市的空间

影响范围并不要求十分精确 ,而是一条模糊的界

线。因此 ,用近似加权Voronoi图划分中心城市的

空间影响范围是一种简便 、有效 、实用的方法 。

在构造近似加权 Voronoi图时 ,过每个断裂点

作垂线 ,对整个区域分割 ,容易出现多解的情况。

因为多条垂线相交 ,往往会形成若干个小的三角

形区域。如图 1所示 ,图 1(a)为过断裂点的三条

垂线相交于一点;图 1(b)为过断裂点的三条垂线

形成三角区域 。因此 ,必须考虑三角区域的归属

情况 。

图 1　三条垂线相交的情况

Fig.1　Three Vertical Lines Intersecting

1)计算三角形的重心 ,将其作为每个多边形

的顶点 ,这样 ,三角区域便分别归属到相邻的三个

中心城市的影响区域内。这将使计算过程非常复

杂 ,图形生成困难 ,而且原来的垂线变为斜线 ,断

裂点位置发生偏移 ,生成的图形与断裂点理论发

生矛盾。

2)将三角区域归属到相邻三个中心城市的

中心性强度较小的一个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

为了体现城市断裂点理论 ,保证相邻两个中

心城市相互作用的平衡点的位置不变 ,同时也考

虑到中心性强度大的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特殊作

用 ,将三角区域归属到相邻三个中心城市的中心

性强度值较大的一个 ,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在具体实现时 ,按照中心性强度值大小排序 ,

首先形成中心性强度值最小的城市的影响范围界

线 ,若出现三角形区域 ,则剔除掉 ,保证留给相邻

中心性强度值较大的城市;依次界定 ,最后形成中

心性强度值最大的城市的影响范围界线 ,从而使

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使划分结果为惟一解。

5　讨　论

本文的理论模式尤其对某一确定的区域范围

内的城市体系规划 、城市经济区划具有特别的指

导意义 ,图 2是试验样图。实际上 ,中心城市空间

影响范围是很复杂的 ,某些中心性强度值大的城

市 ,其吸引范围可能要覆盖或者超出整个区域。

中心城市吸引范围的界线也不是十分明确 ,往往

是交错复杂的 ,在实际运用中 ,必须根据各地的社

会经济要素和自然要素予以调整。这些问题有待

进一步利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数学模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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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作更深入的研究。

图 2　试验样图

Fig.2　Tes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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