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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自相关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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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分析了２００８年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发病率的空间分布。采用多

种权重度量计算了全局和局部两种相关性指数，分析了自相关数值对空间权重矩阵的依赖性。分析结果表

明：① 空间距离矩阵比空间邻接矩阵能更好地度量 ＨＦＲＳ的空间分布；② 使用空间距离矩阵时，当距离阈值

５００ｋｍ＜δ＜８００ｋｍ时，全国发病率数据显示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③ 从局域上看，吉林省高值显著聚集，

新疆、西藏、青海、广西和海南省自身低值被高值包围聚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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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空间统计学已在农业、地质、土壤、水

文、环境、经济、公共卫生以及地理等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１，２］。研究人类健康状况与地理环境关系

的医学地理已成为地理学和流行病学相交融的新

的研究热点，疾病地理的任务是研究人群疾病分

布的空间模式及疾病发生与地理因素的复杂关

系［３］。ＧＩＳ及其相关分析方法能有效处理疾病中

复杂的空间数据，分析不同区域疾病分布和变化

的联系，探索疾病病因及各种影响因素［４］，被广泛

应用于流行病领域。

由于ＨＦＲＳ发生和流行与自然环境因素密

切相关，疫区分布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因此，找

出ＨＦＲＳ流行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之间的内在

联系，是预测流行趋势并有效控制其流行的关

键［５］。本文以我国近年 ＨＲＦＳ发病情况为例，探

索了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自相关分析的影响，进

行全局和局部的ＨＲＦＳ疾病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１　空间自相关分析

测度“空间接近性”有两种方法：① 按照面积

单元之间是否有邻接关系的邻接法；② 基于面积

单元中心距离的重心距离法。相应地，空间权重

矩阵也有两类，表示为：

狑犻犼 ＝
１，犃犻和犃犼共享边界

０，｛ 其他

狑犻犼 ＝
１，中心距离犱犻，犼＜δ

０，｛ 其他

式中，狑犻犼为对象犃犻和犃犼间的空间权重；犱犻犼表示对

象犃犻和犃犼间的距离；δ为距离阈值。

空间自相关分析可分为全局和局部相关性分

析。

１．１　全局 犕狅狉犪狀’狊犐统计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从宏观层面出发，通过

比较区域汇总的均值与每个对象的值，得出整个

研究区域的相关性，即判断该流行病分布在整个

研究区域中有无聚集性。设研究区域中有狀个面

积单元，第犻个单元上的观测值为狓犻，观测变量在

狀个单元中的均值记为珚狓，犠犻犼为空间权重矩阵，

则 Ｍｏｒａｎ’ｓＩ定义为
［６］：

犐＝

狀∑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狑犻犼 狓犻－珚（ ）狓 狓犼－珚（ ）狓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狑犻犼∑
狀

犻＝１

狓犻－珚（ ）狓 ２

（１）

式中，邻接矩阵犠 和（狓犻－珚狓）（狓犼－珚狓）的乘积限定

了（狓犻－珚狓）（狓犼－珚狓）只对相邻的单元有效。因此，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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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大小取决于犻和犼单元的变量值对于均值的

偏离符号［７］。不同的矩阵犠 可定义不同的邻域

单元，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相关性。Ｍｏｒａｎ’ｓＩ的

取值一般在［－１，１］之间，小于０表示负相关（即

单元与其相邻单元的值不相似），等于０表示不相

关，大于０表示正相关（即单元与其相邻单元的值

具有相似性）。

Ｇｅｏｄａ软件采用随机模拟方法对 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进行显著性检验。使用与观测值相同的数据

进行空间随机分布，假设一共重复犖 次；然后，计

算每次分布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最后，将犖 次模拟

得到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用直方图表示出来，以获得

判断显著性的参数狆值。模拟值大于或等于观

测数据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的次数加１除以犖＋１就

是狆值。狆值的大小反映了观测数据为空间随机

分布的可能性。一般认为，当狆≤０．０５时，观测

数据为随机分布的可能性不到５％，即区域单元

的观测值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性。

１．２　局部 犕狅狉犪狀’狊犐统计

局部自相关指标（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Ａ）从微观层面出发，对研究区域

内每个对象的取值进行分析，得出每个对象在领

域空间的分布状态，即根据每个对象及其领域对

象取值判断空间集聚、扩散状态。局部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定义为［８］：

犐犻＝

狀（狓犻－珚狓）∑
犼

狑犻犼（狓犼－珚狓）

∑
犻

（狓犻－珚狓）
２

（２）

式中，狀是参与分析的空间单元数；狓犻和狓犼分别表

示某现象（或某属性特征）狓在空间单元犻和犼上

的观测值；狑犻犼是空间权重。

２　数据分析

以全国１∶１００万省级行政区划数字地图作

为数字底图，将其与 ＨＦＲＳ发病数据进行关联，

方便进行相关分析。主要数据有：① 疫情资料。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全国３１个省级相关地区 ＨＦＲＳ发

病率、死亡率统计数据资料；② 基础地图数据。

全国１∶１００万省级行政区划数字地图。

数据分析是在 Ｇｅｏｄａ０９５ｉ软件中完成的。

建立不同的空间邻接矩阵和空间距离矩阵，对

２００８年的ＨＦＲＳ发病率数据，使用空间自相关分

析方法认识其分布规律，同时探索矩阵的选取与

空间自相关统计量 Ｍｏｒａｎ’ｓＩ大小之间的关系。

当选择距离矩阵权重矩阵时，特别注意距离阈值

大小、相邻多边形数量与空间自相关统计量 Ｍｏ

ｒａｎ’ｓＩ值之间的关系。

２．１　分析结果

针对２００８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ＨＦＲＳ发病率数据，分别使用空间邻接矩阵和空

间距离矩阵计算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

１）空间邻接矩阵。首先，使用４种空间邻接

矩阵进行计算。由表１可知，使用一阶车矩阵

（ｒｏｏｋ１）和一阶皇后矩阵（ｑｕｅｅｎ１）所得的犐值较

二阶车矩阵（ｒｏｏｋ２）和二阶皇后矩阵（ｑｕｅｅｎ２）的

高，一阶车矩阵得到的犐值小于一阶皇后矩阵的

犐值，而二阶车矩阵得到的犐值大于二阶皇后矩

阵的犐值。一阶的两种矩阵及二阶车矩阵所得的

狆值均大于０．０５，即在此显著性水平上。使用这

３种接近性定义所得到的发病率的空间分布不存

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但是二阶皇后矩阵所得的

狆值小于０．０５，这说明使用二阶皇后矩阵的区域

接近性定义计算得到的发病率的空间分布存在显

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表１　４种空间邻接矩阵对应的 犕狅狉犪狀’狊犐值和狆值

Ｔａｂ．１　Ｍｏｒａｎ’ｓＩａｎｄ狆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Ｍｏｒａｎ’ｓＩ 狆

ｒｏｏｋ１ ０．１８９４ ０．０６７

ｒｏｏｋ２ ０．１２９３ ０．０５５

ｑｕｅｅｎ１ ０．１９１６ ０．０５２

ｑｕｅｅｎ２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３７

　　２）空间距离矩阵。基于距离的权重矩阵中，

距离阈值δ直接决定了对象的邻域范围，不同距

离阈值定义了不同的权重矩阵。分别以４００、

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

ｋｍ为距离阈值构造距离权重矩阵计算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和狆值（见图１）。当４００ｋｍ＜δ＜５００ｋｍ时，

犐值陡然升高，狆值陡然降低。为细化分析，额外

构建了距离阈值δ为４５０ｋｍ的矩阵。

图１　距离矩阵对应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和狆值分布曲线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ｎ’ｓＩａｎｄ狆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由图１可知，犐值的陡然上升主要集中在δ

取值在４５０～５００ｋｍ区间。当５００ｋｍ＜δ＜８００

ｋｍ时，犐值稳定在０．４左右，狆值稳定在０．０１左

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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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当８００ｋｍ＜δ＜１３００ｋｍ时，犐值逐步降低，

狆值一直稳定在０．０５以下并逐渐有所上升。由

上述分析可知，当５００ｋｍ＜δ＜８００ｋｍ时，所建

立的矩阵能较好地反映２００８年 ＨＦＲＳ发病率的

空间分布自相关情况，即在狆＜０．０５的显著性水

平上，使用这些矩阵的区域接近性定义计算，得到

的发病率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３）距离矩阵与空间自相关指数的关系。不

同的权重矩阵本质上定义了每个区域的相邻区域

的个数（即式（１）中的犠 矩阵中非０值的个数），

从而决定了空间自相关指数的大小。为了揭示空

间自相关系数与相邻区域个数的关系，在不同距

离下，统计与每个区域重心距离小于距离阈值δ

的区域个数（见图２）。

图２　３１个区域的相邻区域个数统计图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３１Ｒｅｇｉｏｎｓ

经过统计，与３１个区域重心距离小于４００

ｋｍ的区域总数为４０个，δ＝４００ｋｍ的距离矩阵

所定义的邻域范围内，平均一个区域只有一个相

邻区域。此时，整体数据没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

性（犐＜０．１且狆＞０．２）。距离阈值在４００～５００

ｋｍ区间新增的区域个数为４８，即阈值δ＝５００

ｋｍ的权重矩阵定义了８８个相邻区域，平均每个

区域有２～３个相邻区域，因而使得整体数据有显

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犐＞０．４且狆＜０．０５）。

本文比较了在一阶车矩阵与δ＝５００ｋｍ的

距离矩阵定义下，３１个区域的相邻区域个数与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的关系（见图３）。一阶车矩阵定义

下，３１个区域的相邻区域总数为９４个，犐值为

０．１８９４，狆值为０．０６７。δ＝５００ｋｍ的距离矩阵

定义下，相邻区域总数为８４个，犐值为０．４１２１，狆

值为０．０１１。由图３可知，在１、２号（１号代表北

京，２号代表天津）等区域，距离矩阵定义下的相

邻区域个数明显比车矩阵定义下的相邻区域个数

多。也就是说，当区域面积较小时，距离矩阵定义

下的相邻区域多。在２６、３１号（２６号代表西藏，

３１号代表新疆）等区域，距离矩阵定义下的相邻

区域个数为０，而车矩阵定义下的相邻区域有３～

４个。这说明，当区域面积较大时，车矩阵定义下

的相邻区域较多。

使用δ＝５００ｋｍ的距离矩阵计算局部 Ｍｏ

图３　距离矩阵和一阶车矩阵对应的３１个区域的

相邻区域个数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３１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ＯｎｅＯｒｄｅｒＲｏｏｋＭａｔｒｉｘ

ｒａｎ’ｓＩ统计量，分析２００８年全国 ＨＦＲＳ发病率

空间分布情况。将ＬＩＳＡ聚集性地图与ＬＩＳＡ显

著性地图相结合，可得到明确聚集方式和显著程

度，并且ＬＩＳＡ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应区域。吉林

在狆＝０．０１的显著性程度下高值聚集；新疆、西

藏、青海、广西和海南等省，发病率较低且被发病

率较高的区域包围（显著性水平狆＝０．０１）。对于

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聚集的显著程度狆值均小

于０．０５，一般认为不显著。

２．２　讨　论

１）权重矩阵不同，对相同数据会得出不同的

相关性结论。权重矩阵不同，邻域范围不同，因而

导致同样两个区域，在一种矩阵定义下相邻，在另

一种矩阵定义下则未必被视为邻接。在不同的邻

域范围作用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２）犐值的陡然上升主要集中在距离阈值４５０

～５００ｋｍ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增加的２８个相邻

区域对犐值的增加贡献较大。距离阈值５００～

８００ｋｍ区间新增相邻区域个数为１１４，但犐值稳

定在０．４左右。即在这个范围内继续增加新的相

邻区域，对犐值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随着距离阈

值的继续增加，相邻区域的总数也在不断增加，这

时犐值开始逐渐减少。

３）在距离矩阵中，当阈值δ为１０７８．３３ｋｍ

时，３１个区域均至少有一个相邻区域，此时，犐＝

０．２５２９，狆＝０．０７。当δ＜１０７８．３３ｋｍ时，有一

些区域没有相邻区域。而上文中提到，当５００ｋｍ

＜δ＜８００ｋｍ时，犐值稳定在０．４左右，狆值稳定在

０．０１左右。由此可知，当一部分区域没有相邻区

域时所产生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比每个区域都有相邻

区域所产生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要大。原因可能是：

区域个数较少且某些区域的重心与其他区域的距

离较远，而除它们以外的区域彼此之间重心距离

较近。为了满足让这些区域有一个相邻区域的条

件，选取的距离阈值δ偏大，让其他区域具有过多

的相邻区域，使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意义变得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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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比较车矩阵和阈值为５００ｋｍ的距离矩阵

的犐指数可知，相邻区域总数大的矩阵得到的犐

值不一定大。使用距离矩阵能较好地描述２００８

年ＨＦＲＳ全国发病率分布情况。车矩阵的问题

在于，当两个邻接区域面积都很大时，虽然区域的

某些属性存在较大变化，但仍然被定义为邻接区

域。使用距离矩阵时，选择恰当的距离阈值，得到

恰当数量的相邻区域总数，能较好地描述本文实

例数据的分布情况。如果距离阈值选择过大或过

小，均可能得出数据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的结果。

３　结　语

本文对我国２００８年ＨＦＲＳ发病情况进行了空

间自相关分析。根据二阶皇后矩阵的权重定义，得

到的发病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是显著的；而根据一

阶车矩阵和皇后矩阵以及二阶车矩阵，得到的发

病率的空间分布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比

较在一阶车矩阵和距离矩阵（阈值为５００ｋｍ）定

义下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可知，使用距离矩阵能较好

地描述２００８年ＨＦＲＳ全国发病率的空间自相关

情况。而距离矩阵（５００ｋｍ＜δ＜８００ｋｍ）可使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稳定在０．４左右且狆值小于０．０５，

此时 ＨＦＲＳ发病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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