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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评价对象的样本的特征函数构建模糊相似矩阵，计算模糊相似矩阵的传递闭包，按传递闭包进行不

同λ水平截集的聚类，可以获得科学合理的分类结果。以评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例，阐述了多因素评价体

系的模糊聚类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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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地区的年生产总值（ＧＤＰ）是该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ＧＤＰ是由多种因素决

定的，其中包括地势（以平均海拔为表征）、地理位

置（离海港或交通枢纽的远近）、自然资源的种类

和丰度、能源容量、类型和结构、交通网密度和等

级、人力资源和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本文以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这样一个多因素评价体系为例，

阐述评价方法及对体系的不同水平的评价对象的

模糊聚类分析。

１　模糊评价的常见模型及评述

模糊评价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犅＝犃犚＝ ［犫１　犫２　…　犫狀］ （１）

式中，“”表示模糊运算符号。对此运算符号的不

同定义，对应着不同的模糊评价模型。目前，主要

有４ 种不同的模糊评价模型
［１］：① 模型 Ⅰ，

犕（∧，∨），评价因子犫犼＝∨
犿

犻＝１

（犪犻∧狉犻犼）；② 模型Ⅱ，

犕（·，∨），评价因子犫犼＝∨
犿

犻＝１

（犪犻·狉犻犼）；③ 模型Ⅲ，

犕（·，），评价因子犫犼＝ｍｉｎ（１，∑
犿

犻＝１

犪犻狉犻犼）；

④ 模型Ⅳ，犕（∧，），评价因子犫犼＝ｍｉｎ（１，

∑
犿

犻＝１

ｍｉｎ犪犻狉犻犼）。

文献［２］增加了模型犕（·，＋），并对这５种

模型进行了概括评述：犕（∧，∨）型为主因素决定

型，其结果由指标最大者决定；犕（·，∨）和

犕（∧，）为主因素突出型，与犕（∧，∨）接近，但

评价结果多少反映一些非主要因素；犕（·，＋）和

犕（·，）为加权平均型，兼顾了全部因素，充分

反映了每个指标的作用。文献［３］则看好模型Ⅱ。

由此可见，对模糊评价模型优劣的评述，还是个见

仁见智的状况。笔者认为，离开具体研究对象的

环境和特点，难以评价某个模型的优劣。一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

而也宜用合适的模糊评价模型，对其进行量化描

述和评价［４，５］。

２　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及

权重

２．１　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

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６个。ＧＤＰ

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两者虽有区别但关

系密切。ＧＤＰ既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又是进一

步发展的动力，因此，是最重要的因素，记ＧＤ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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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１。其次，地区的平均海拔高低，关系着气候、土

壤、植被、耕地乃至人口的分布、交通网的布局等，

海拔高低对人类生活适宜度的影响使其成为影响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６］，记地势为狌２。自然资源

如矿产、森林等的种类、储量及开采潜力，是地区

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中人均耕地面积可看作

是衡量土地资源的指标，记资源为狌３。由于社会

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能源，能源的类型（火电、水电、

核电等）与结构比例，关系到开发成本和环境清洁

问题，记能源为狌４。交通网的密度及类型（水路、

铁路、高速公路、等级公路等）影响人流和物流的

流量速度，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记交通网为狌５。

由于社会生产离不开人，其中人口密度和人口结

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反映出经济发

展的水平，记人口因素为狌６。

２．２　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因素的权重

为使多影响因素的权重分配科学合理，构造

判断矩阵［７，８］：

１ １．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４２ １．５４

０．９ １ １．１２ １．２２ １．３２ １．４２

０．８ ０．９ １ １．１２ １．２２ １．３２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 １．１０ １．２２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 １．１６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

熿

燀

燄

燅９ １

→
按行求和

７．５８

６．９８

６．３６

５．７２

５．１６

４．

熿

燀

燄

燅５０

→
归一化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５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２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２４

用式（２）检验矩阵的一致性：

ＣＩ＝
λｍａｘ－狀

狀－１
＜０．１ （２）

式中，λｍａｘ为矩阵的最大特征根；狀为因子数。检

验结果证实矩阵具有可靠的一致性，故各要素的

权重集为：

犘犻＝ 狌１，狌２，狌３，狌４，狌５，狌｛ ｝６

＝ ０．２０９，０．１９２，０．１７５，０．１５８，０．１４２，０．｛ ｝１２４

（３）

２．３　各评价因素的分级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广西，根据评价标准和评

价体系相协调的原则，所确定的评价因子及分级

应依据数据源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样本

按典型抽样组合得到［９］。本文的评价因子及分级

见表１。

表１　评价因子及分级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ｒａｄｅ

评价因子
级　　别

１ ２ ３ ４

狌１／％ ＞２０ １０～２０ ０～１０ 负增长

狌２／ｍ ０～５０ 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狌３ 丰富 较丰富 一般 贫乏

狌４ 充足 较充足 一般 缺乏

狌５ 大 较大 中等 小

狌６／％ ＞６０ ４０～６０ ２０～４０ ＜２０

评分区间 ９１～１００ ７６～９０ ６０～７５ ＜６０

　　在具体评分时，每个因子视具体情况评定等

级。如两个具有相同ＧＤＰ值地区，低能耗者应比

高能耗者分高；在同级地势条件下，有出海通道或

近交通枢纽者应得高分；能源量相同的地区，视能

源类型和结构的差异评分，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多者应得高分；交通网密度相同的地区，视有否铁

路、高速公路等道路类型的差异评分；同级人口结

构地区，可依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来评

分。各因子的评分及分级，可以统计数据或专家意

见为依据和参考。显然，每个被评价对象，都受这

６个因素的影响并处于其中的某个级别（见表２）。

表２　样本及评分

Ｔａｂ．２　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ＩｔｓＧｒａｄｅ

狌犻

样　　本

χ１评分／

综合分
χ２评分／

综合分
χ３评分／

综合分
χ４评分／

综合分
χ５评分／

综合分
χ６评分／

综合分
χ７评分／

综合分
χ８评分／

综合分
χ９评分／

综合分
犘犻

ｕ１ ９４／１９．６ ８９／１８．６ ９０／１８．８ ７８／１６．３ ７６／１５．９ ６９／１４．４ ６７／１４．０ ５４／１１．３ ５６／１１．７ ０．２０９

ｕ２ ９０／１７．３ ９２／１７．７ ８７／１６．７ ８０／１５．４ ７９／１５．２ ７２／１３．８ ７０／１３．４ ６３／１２．１ ６０／１１．５ ０．１９２

ｕ３ ９５／１６．６ ８４／１４．７ ８６／１５．１ ７７／１３．５ ８１／１４．２ ７３／１２．８ ６５／１１．４ ６６／１１．６ ５３／９．３ ０．１７５

ｕ４ ９６／１５．２ ８７／１３．７ ８５／１３．４ ７４／１１．７ ７０／１１．１ ６８／１０．７ ６２／９．８ ５６／８．８ ４８／７．６ ０．１５８

ｕ５ ９４／１３．３ ８２／１１．６ ８４／１１．９ ７３／１０．４ ７２／１０．２ ６６／９．４ ６４／９．１ ５８／８．２ ５０／７．１ ０．１４２

ｕ６ ９２／１１．４ ８６／１０．７ ７８／９．７ ７３／９．１ ７４／９．２ ６４／７．９ ６１／７．６ ５３／６．６ ５２／６．４ ０．１２４

样本综合

分Ｓｉｊ
９３．４ ８７．０ ８５．６ ７６．４ ７５．８ ６９．０ ６５．３ ５８．６ ５３．６

　　每个样本各因子评分与该因子权重乘积之

和，为样本的综合分犛犻犼：

犛犻犼 ＝０．２０９狌犻犼＋０．１９２狌犻犼＋０．１７５狌犻犼＋

０．１５８狌犻犼＋０．１４２狌犻犼＋０．１２４狌犻犼 （４）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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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评价体系的模糊聚类

３．１　移植顺序量表概念对样本进行聚类

本例中，样本的综合分由狓９～狓１构成由低到

高的偏序集。样本的编号与得分序列不规则时，

可进行调整，调整后也必定能构成偏序集（犡，

≤），存在评价偏序集（犃，≤）：

犃＝ ∪
犽∈犓
犃犽 （５）

取６０、７５、９０为偏序集犃的内界线，显然犃犽可对

犡 进行合理的分类：犃１＝ 狓９，狓｛ ｝８ ，低水平经济发

展区；犃２＝ 狓７，狓｛ ｝６ ，一般水平经济发展区；犃３＝

狓５，狓４，狓３，狓｛ ｝２ ，较高水平经济发展区；犃４ ＝

狓｛ ｝１ ，高水平经济发展区。

３．２　根据模糊相似矩阵的传递闭包进行聚类

当犡为有限论域时，模糊相似关系可用一个

主对角线元素为１的模糊矩阵犚来表示，犚称为

模糊相似矩阵。若犚２犚，则称犚为模糊传递矩

阵，从模糊相似矩阵犚出发，利用平方法依次计

算犚、犚２、犚４、…、犚２犻、…。当第一次出现犚犽犚
犽＝

犚犽时，那么，犚犽就是传递闭包珚犚。依次取λ截关系

珚犚λ分成若干等价类
［１０，１１］。

以样本集犡中的χｍｉｎ的特征函数为０．１、χｍａｘ

的特征函数为１构造样本特征函数方程：

γ犻犼 ＝０．１＋ 狓犻犼－５３．（ ）６ ×０．０２２６１３１（６）

　　按式（６），可算出狓１～狓９各样本对应的特征

函数。γ犻犼（狓１）＝１，γ犻犼（狓２）＝０．８６，γ犻犼（狓３）＝

０．８２，γ犻犼（狓４）＝０．６２，γ犻犼（狓５）＝０．６０，γ犻犼（狓６）＝

０．４５，γ犻犼（狓７）＝０．３６，γ犻犼（狓８）＝０．２１，γ犻犼（狓９）＝０．１。

为了使传递闭包的聚类与前面的聚类结果有

可比性，以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类作为样本，以各样本

包含的元素狓犻的特征函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样

本犃犻犼的特征函数。由此得：γ犻犼（犃１）＝０．１６，γ犻犼

（犃２）＝０．４１，γ犻犼（犃３）＝０．７３，γ犻犼（犃４）＝１。

建立模糊相似的矩阵犚：

犚＝

１ ０．１６ ０．７３ ０．４１

０．１６ １ ０ ０

０．７３ ０ １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４１ ０ ０ １

因犚４＝犚２，所以传递闭包珚犚＝犚２，依次取λ截关

系珚犚λ，并按珚犚λ将犃 分成等价类。当λ＝１时，

珚犚１ ＝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将犃分成４类：犃｛ ｝１ 、犃｛ ｝２ 、犃｛ ｝３ 、犃｛ ｝４ 。犃１＝

狓９，狓｛ ｝８ ，犃２＝ 狓７，狓｛ ｝６ ，犃３＝ 狓５狓４狓３狓｛ ｝２ ，犃４＝

｛狓１｝，这正是依顺序量表概念获得的分类结果。

当λ＝０．７３时，珚犚０．７３为：

珚犚０．７３ ＝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０

将犃分成３类：犃｛ ｝１ ，犃｛ ｝２ ，犃３，犃｛ ｝４ ，即低水平

经济发展区 犃｛ ｝１ ，一般水平经济发展区 犃｛ ｝２ ，高

与较高水平经济发展区 犃３，犃｛ ｝４ 。

当λ＝０．１６时，所有样本归并为一类。

４　结　语

本文阐述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样一个多因

素评价体系的模糊聚类分析方法的实施步骤和过

程。在聚类方法上，采用了顺序量表概念按综合

评分高低分成几等的方法分类，也应用各样本的

特征函数建立模糊相似矩阵犚，通过计算模糊相

似矩阵的传递闭包，依据传递闭包的不同λ截关

系进行分类。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可获得相同的

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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