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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区域城镇基准地价水平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局域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曲线分析了区域内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局域聚集特征和多阶邻域空间自相关性

变化特征；提出了一种基于路径间隔的半方差统计方法进行基准地价水平的空间变异尺度分析；构造了基于

空间属性复合距离统计量的空间聚类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进一步揭示了城镇地价水平的空间聚集分布规律。

以湖北省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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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一定区域内城镇基准地价水平的空间分

布特征、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发现区域城

镇地价和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耦合规律、进行区

域基准地价协调和地价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山东、湖北等省针对本行政区域进行

了城镇基准地价平衡研究，也有针对全国大中城

市的基准地价平衡研究［１，２］。现有研究较大程度

上依赖于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侧重于数据序列分

析，缺乏对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

空间自相关是指一个区域内分布的地理事物

的某一属性和其他所有事物的同种属性之间的关

系［３，４］。区域城镇基准地价水平是否具有空间自

相关性，若有则相关性程度如何，需要采用一定的

度量方法进行测度。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模型有

Ｍｏｒａｎ’ｓＩ统计量和Ｇｅａｒｙ’ｓＣ比值，以及基于距

离阈值范围的乘法测度空间对象相关性的统计方

法［５］。对区域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如空间自相关的尺度范围、空间聚集等）进行研

究可以采用地统计学、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６］、空

间自相关系数图、空间聚类等方法。此外，分析城

镇基准地价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特征，可以进一

步探讨城镇基准地价空间自相关格局的形成机

制。

１　区域城镇基准地价空间自相关分

析方法

１．１　区域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自相关性判断

Ｍｏｒａｎ’ｓＩ更关注空间对象之间的协相关关

系，与研究城镇基准地价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相

关性特征的目标相吻合。Ｍｏｒａｎ’ｓＩ统计一般针

对连续多边形分布的地理现象。研究一定区域内

的各城镇的基准地价水平时，通常以空间点表示

城镇分布。对于点状数据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可以采

用空间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等方式形成面状连续

分布。考虑城镇的社会经济属性，本文以城镇行

政管辖区域是否相邻作为邻接判断标准。此外，

可以采用局域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法进行局域空间自

相关分析（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ＬＩＳＡ）
［６］，获得局域自相关显著性分布图、属

性聚类图，发现城镇基准地价在总体上的空间聚

集特征；还可以对两个或多个空间变量进行多变

量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空间相关分析，以反映变量之间

的空间相关关系。

１．２　分析方法

若通过 Ｍｏｒａｎ’Ｉ统计表明区域城镇基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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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具有空间自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分析其空间相

关性结构，以揭示城镇地价的空间关联格局。笔

者认为，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自相关格局可以通过

两个指标来反映：① 空间自相关距离阈值。该阈

值可类比于地统计学中区域化变量的变程，距离大

于阈值的空间对象被认为不再具有空间相关性。

该指标反映城镇基准地价空间自相关的范围和空

间变异规律。② 空间聚类特征。通过空间聚类可

以反映区域城镇地价的空间聚集规律和空间分布

模式，揭示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自相关结构。

１．２．１　区域城镇基准地价的半方差分析

本文借鉴半变异函数拟合的思路，以不同距

离间隔条件下城镇地价水平之间的半方差为基本

统计量，建立区域城镇基准地价空间相关性尺度

和程度的度量与分析方法。不同距离间隔条件下

城镇的地价半方差为：

犇（犺犻）＝
１

２犖（犺犻）∑

犖（犺犻
）

狀＝１

（狔狀－狔
犺犻
狀 ）

２

式中，犺表示某一固定的距离间隔，犺犻表示第犻个

距离间隔，用以表示间隔距离处于犺×（犻－１）和犺

×犻之间的城镇；犇（犺犻）表示间隔距离在犺×（犻－

１）和犺×犻之间的城镇基准地价的半方差；犖（犺犻）

表示间隔距离在犺×（犻－１）和犺×犻之间的城镇对

数目；狔狀、狔
犺犻
狀 分别是城镇狀及与之间隔为犺犻的城

镇的基准地价水平。从理论上讲，城镇基准地价

的空间相关性是由城镇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引起

的，而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交通联系发生作用。因

此，采用交通路径距离作为半方差统计中城镇间隔

的衡量标准比直线距离更具合理性。首先，确定城

镇之间主要交通联系方式，如公路（高速公路、国

道、省道等），计算城镇间主要交通方式的最短路径

距离；然后，统计区域内行政管辖区域相邻的城镇

之间的平均路径距离，确定合理的统计步长。

统计不同路径距离间隔城镇基准地价水平的

半方差，并绘制间隔距离半方差散点图。根据散

点图的分布形态，分析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变异

规律，如果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规律，则进行半方

差函数拟合，得到空间相关性范围等统计量。

１．２．２　区域城镇基准地价的复合空间聚类

空间对象的属性取值存在空间正相关时，往

往也会表现出空间聚类特征。当空间相关性较弱

时，空间对象的区域结构性较弱，而随机性增强，

空间变异函数难以获取，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空间

聚类发现其空间自相关的结构特征。聚类对象具

有空间位置和非空间属性（本文为基准地价）的双

重特征，本文提出一种同时顾及空间距离（采用路

径距离）和属性距离的复合距离作为聚类统计量，

依据犓均值（犓ｍｅａｎｓ）聚类原理进行城镇基准

地价水平聚类分析。复合距离聚类统计量定义

为：

犇犻犼 ＝狑狊狊犻犼＋狑狔 （狔犻－狔犼）槡
２

式中，犇犻犼表示第犻城镇和第犼城镇之间的复合聚

类距离；狊犻犼表示第犻城镇和第犼城镇之间的路径

距离；狔犻、狔犼分别表示第犻城镇和第犼城镇的基准

地价水平。

２　实例研究

２．１　数据

以湖北省城镇商业基准地价为例进行实例研

究。湖北省行政区内作为独立城镇开展土地定级

与基准地价评估的共有８４个，作为本文实例研究

的对象。采用２００４年湖北省各城镇的商业用地

基准地价，进行级别基准地价标准化，归并为高、

中、低３个级别，采用按面积加权平均法求取高中

低各级别的平均基准地价。由于受城区土地定级

范围等的影响，中低级别的基准地价可能存在偏

高或偏低的现象，而高级别基准地价能较好地代

表城镇基准地价水平，本文以归并后的商业高级

别基准地价代表城镇商业基准地价水平。此外，

收集各种可能影响城镇商业基准地价水平的因素

资料，本文主要收集了城镇区位条件、城镇集聚规

模、城镇基础设施、城镇公用设施、城镇用地效率、

城镇生态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潜力

等方面的资料，共计８大类、６７项指标。

２．２　犕狅狉犪狀’狊犐空间自相关系数分析

城镇邻接以行政区域进行判断，Ｍｏｒａｎ’ｓＩ

系数计算结果见表１。Ｍｏｒａｎ’ｓＩ散点图见图１，

横轴表示城镇商业基准地价高值的标准化值，纵

轴表示该变量的空间滞后距。四个象限分别表示

了空间自相关类型，第一、三象限表示空间正相

关，分别为“高高”、“低低”聚集，第二、四象限表

示空间负相关，分别表示“低高”、“高低”相邻。

由于武汉市是湖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

济总量和水平远高于湖北省其他城镇，其主城区

商业基准地价高值为１１１６０元／ｍ２，远高于其他

城镇（商业基准地价高值在２２１７～４３２元／ｍ
２ 之

间），因此，在 Ｍｏｒａｎ’ｓＩ散点图上代表武汉市的

点远离群体（实线矩形标示的点，虚线矩形内为散

点群 的 放 大 图）。全 局 空 间 自 相 关 系 数 为

０．０６２０，排除武汉之后其他城镇的空间自相关系

数为０．３０５７。从总体上看，湖北省城镇商业地价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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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空间自相关性较弱。武汉市主城区为远离样

本群体的异常点，排除该点后空间自相关水平显

著提高。图２表示湖北省城镇商业地价水平的空

间自相关系数图，由不同邻接阶数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

系数散点连接而成。可以看出，全体城镇的２～５

阶、排除武汉主城区后的３～５阶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

数散点基本上在０值附近波动，表明城镇商业地

价水平呈现一阶弱空间自相关特征。

表１　湖北省城镇商业基准地价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相关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Ｍｏｒａｎ’ｓ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统计项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 犣ｓｃｏｒｅ检验 犈（Ｉ） Ｍｏｒａｎ’ｓＩ均值 Ｍｏｒａｎ’ｓＩ标准差

商业基准地价高值（全部城镇） ０．０６２０ ２．１２６４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３４８

商业基准地价高值（不含武汉市） ０．３０５７ ４．６４７７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６８４

　　图３、图４分别表示了湖北省城镇商业基准

地价高值局域空间自相关显著性水平分布和局域

自相关类型分布。可以看出，湖北省存在两个明

显的自相关聚集区，分别是中东部地区的武汉市

主城区、黄陂区、新洲区、东西湖区、蔡甸区、江夏

区、鄂州市，以及西部地区的竹山县、保康县、神农

架林区、兴山县、巴东县、恩施市、五峰县、鹤峰县、

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由于受武汉市主城区超

高商业地价水平的影响，在局域自相关类型分布

图中，黄陂区、新洲区、蔡甸区、江夏区被异常归入

“低高”相邻类型中。

图１　湖北省城镇商

业地价 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ａｎ’Ｉ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

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２　湖北省城镇商业地价

空间自相关系数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３　城镇商业地价局

域自相关显著性水平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

　

图４　城镇商业地价局域

自相关类型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

２．３　空间自相关格局

２．３．１　空间变异特征

湖北省城镇之间主要交通联系方式为公路，

包括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提取上述交通干线构

成湖北省城镇之间的主要交通联系网，计算各城

镇间的最短路径距离。统计结果表明，湖北省城

镇之间的路径距离在１０．９８～８２３．８８ｋｍ之间，

行政区域相邻的城镇之间的路径距离在１０．９８～

２０６．９７ｋｍ之间，均值为６９．６８ｋｍ。进行区域尺

度和城镇路径距离分段统计分析，确定以１０ｋｍ

为间隔距离（统计步长）进行半方差分析（不含武

汉市主城区），路径间隔半方差散点图见图５。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随着城镇路径距离间隔的增

大，城镇商业基准地价水平半方差有增大的总体

趋势。可以看出该变化趋势仅仅是总体上的，采

用常用的几种变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均不能得

到很好的拟合结果，图５中的曲线表示幂函数拟

合结果。这说明湖北省城镇商业基准地价水平不

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变异规律，不适合采用地

统计学方法进行空间插值等运算。但是，仍然可

以看出的总体趋势是，城镇商业基准地价水平的空

间相关性随着间隔距离的增大而减小，在路径间隔

大于约２００ｋｍ之后，地价呈现随机分布，空间相关

性基本消失。结合 Ｍｏｒａｎ’ｓＩ分析结果，在城镇行

政区域３阶相邻以内，城镇地价水平具有一定的空

间相关性。按照相邻城镇之间的路径距离均值为

６９．６８ｋｍ计算，湖北省城镇商业地价水平的空间

相关性的尺度（路径距离）应大约在１３９．３６～

２０９．０４ｋｍ之间。可以看出，空间半方差分析和

Ｍｏｒａｎ’ｓＩ分析结果的吻合程度较高。

２．３．２　空间聚集特征

为了更进一步揭示湖北省城镇基准地价水平

的空间相关性格局和聚集特征，采用前述基于空

间、属性复合距离统计量的空间聚类方法进行分

析，复合空间聚类结果如图６所示。将前面图３、

图４与图６进行对比看出，前者发现了空间相关

性分析的高值和低值聚集区，但复合空间聚类的

结果更加细化了空间聚集特征。与湖北省行政区

划图进行对比分析发现：① 湖北省地级市基准地

价水平明显高于县级城镇，自成一类；② 属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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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级市的县级城镇地价水平相近并低于所属

地级市；③ 湖北省城镇地价水平分布呈现一种层

次性的空间结构，该结构与行政等级的空间结构

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２．４　空间自相关的形成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讲，城镇基准地价水平的空间自相

关特征是由与地价相关的经济发展水平、用地效

益、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的空间自相关性引起的。

不难理解，由于城镇行政等级与经济发展水平、用

地效益等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城镇地价水平层次

性空间结构与行政等级相似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现

象。为发现城镇基准地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将其

与收集的城镇区位条件、城镇集聚规模、城镇基础

设施等８个方面的６７项指标一起进行主成份分

析，发现城镇商业基准地价水平的相关因素有城

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区域全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区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区域人均社会

固定资产总值、城区人口规模等１５项指标。进一

步进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城镇第二、三

产业增加值之和以及城区人口规模是与城镇商业

基准地价相关程度最高、且独立性较强的两个因

子。

城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的 Ｍｏｒａｎ’Ｉ系

数为０．５０２３（不含武汉市主城区），达到显著相关

水平。城区人口的空间自相关系数为０．０８２３，不

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图７表示按照不同路

径间隔（步长１０ｋｍ）统计的城镇第二、三产业增

加值之和的半方差散点图。可以看出，随着城镇

路径间隔的增大。城镇之间的二、三产业和的半

方差增大。当间隔增大到约４００ｋｍ之后，半方

差接近随机分布，换言之，该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的

范围约为４００ｋｍ。

城镇基准地价与城镇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

城区人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比较见表２。

表２　城镇基准地价与相关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空间自相关

系数

空间自相关

范围／ｋｍ

城镇基准地价 ０．３０５７ 约２００

城镇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 ０．５０２３ 约４００

城镇城区人口 ０．０８２３ －

图５　城镇路径间隔

地价半方差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ｏｕｔ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图６　 城镇基准地价

水平的复合空间聚类结果

Ｆｉｇ．６　Ｄｕ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

　　

图７　城镇路径间隔城镇第二、三

产业增加值之和半方差散点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

２ｎｄ＆３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ｔｈ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与其他因子相比，城镇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城

镇基准地价水平具有最高的相关性，表明城镇基

准地价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城镇二、三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相关程度高于基

准地价的空间自相关性，而城镇城区人口的空间

自相关性较低。

可以认为，城镇基准地价水平的空间自相关

性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因素的空间自相

关性引起的，但是由于基准地价水平同时还受到

城区人口、基础设施、土地供需矛盾、行政管理行

为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弱，

使得基准地价局部随机性增强，空间自相关性程

度低于城镇二、三产业增加值等经济因素的空间

自相关性。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区域城镇基准地价水平的空间自

相关分析方法，提出以区域基准地价空间半方差

分析和复合空间聚类分析来研究其自相关格局。

实例分析表明：①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表明区域城镇

基准地价水平具有弱空间自相关性；② 多阶邻域

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分析表明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自

相关性主要表现在１～２阶行政区域相邻的城镇，

结合路径间隔、半方差分析的结果，湖北省城镇基

准地价空间自相关尺度约为２００ｋｍ（路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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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区域城镇基准地价的空间自相关性随间隔距

离增大而减弱，但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变异

函数，不适合采用地统计等方法进行局部插值估

计；④ 空间聚类结果表明区域内城镇地价水平具

有层次性空间结构，形式上与城镇行政等级具有

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本质上是城镇经济发展和用

地效益等地价影响因素空间分布的反映；⑤ 城镇

基准地价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主要是由经济发展

水平、用地效益等经济因素的空间自相关性引起

的，但是由于基准地价水平同时还受到基础设施、

土地供需矛盾、行政管理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其局

部随机性增强，空间自相关性程度低于上述经济因

素的空间自相关性，城镇基准地价与代表性经济因

素的空间相关分析表明了这一点。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空间变异分析、空间聚类

是研究空间变量空间分布特征、多变量空间耦合

变化规律的有力工具。城镇基准地价受到多种因

素的综合影响，将其与多变量的空间变异、空间耦

合规律进行进一步研究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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