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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泰森多边形和格网平滑的人口密度
空间化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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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运用泰森多边形作边界替代得到徐州市区人口密度的分布图后，采用ＧＣＡＷＩ法实现了徐州市区

人口数据的空间化，提出了采用大小两种格网错置的平滑方法，并运用此方法得到徐州市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

的５００ｍ×５００ｍ的格网人口密度分布图。结果表明：① 通过对比两个年份的人口密度分布图可以发现，徐

州市区人口密度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期间具有南移东扩的趋势；② 利用大小两种格网错置平滑的方法实现

了对人口密度空间化与平滑两个功能，平滑后的结果表明，徐州市区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块状集聚、轴状

延伸的格局，整体来看呈现出“大”字形的态势；③ 通过与直接运用核函数内插得到的人口密度分布图的对比

可以发现，前者对反映人口密度分布的细部差异比较敏感，而后者仅能反映出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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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的空间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的分布

状况，是人口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１］。人口数据

大多数是按行政区划统计的，而实际工作中往往

需要按自然单元或规则的格网单元分析人口的分

布［２］，人口数据空间化是解决统计数据与自然要

素数据融合分析的有效途径［３］。目前在人口数据

空间化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① 只能

收集到调查单元的人口相关统计数据，而实际的

边界数据的获得比较困难，如在城市辖区内街道

办的边界划分不清楚且不稳定；② 人口的分布与

区划边界有较大的误差，如人口分布的主要居民

点位于边界内的一角。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仅用

一般的人口密度计算方法得到的人口密度空间分

布与实际情况会有很大的误差。许多学者运用

ＲＳ、ＧＩＳ等技术对人口数据空间化进行了细致而

精确的研究［４１１］。本文以徐州市区为例，运用泰

森（Ｔｈｉｅｓｓｅｎ）多边形替代作为统计数据的边界，

结合人口统计数据重新计算人口密度，并运用人

口密度空间化的格网算法最终实现人口密度空

间化。

徐州市区由泉山区、云龙区、鼓楼区、九里区、

贾汪区５个区组成。但是贾汪区的人口密度的空

间变化不是很明显，因此在划分研究区域时，把贾

汪区排除在外。所以本文研究的范围选取为

２００５年底的徐州市泉山区、云龙区、鼓楼区、九里

区行政范围。２０００年研究区的人口密度为２７３４

人／ｋｍ２；２００５年的人口密度为２７６３人／ｋｍ２，但

是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比２０００年有了较大的

增加。

１　基于泰森多边形的徐州市区人口

密度的空间分异

　　泰森多边形法是荷兰气候学家Ｔｈｉｅｓｓｅｎ提

出的一种插值分析方法，最初用于从离散分布气

象站的降雨量数据中进行平均降雨量的计算，泰

森多边形是由相应的采样点与周围的所有邻域点

作垂直平分线，并将各垂直平分线依次连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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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１２］。

徐州市四个区的街道数由２０００年的４８个减

少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６个，期间减少１２个。２０００年

鼓楼区的北环街道办事处（５０４６人）的人口数最

少，泉山区的潘塘街道办事处（５５２２８人）的人口

数最多，后者为前者的１１倍；２００５年，泉山区的

七里沟街道办事处（３９５７人）的人口数最少，泉

山区的永安街道办事处（８０６８５人）的人口数最

多，后者为前者的２０多倍。由此可见，各办事处

之间人口规模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从街道办事处

的空间分布看，在市中心的街办分布较密，而在市

区的周边地区即城乡结合部街办分布较少。

研究区范围内的人口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３．８９万

人增长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４．１５万人，因此从整个徐

州市区的平均人口密度来看，两个年份间没有较

大的变化，但是平均每个街道办的人数却由２０００

年的２５８１２人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４４８６人（主要

是由于街道合并的原因而引起的）。为了说明徐

州市区内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在两个年份间的变

化，可以采用人口数据的空间化，将人口密度的空

间分布细化，以便研究其细部差异。

分别以两个年份的街道办的所在地为发生元

在ＡｒｃＧＩＳ９．０中快速生成泰森多边形，然后与研

究区的边界作叠置分析，得到两个年份的各个街

道的近似边界，作为下一步分析的基础（见插页Ⅱ

彩图１）。

在ＡｒｃＧＩＳ９．０中运用ＶＢＡ代码计算每个泰

森多边形的面积，并作为泰森多边形属性存贮。

将徐州市两个年份的各个街道的人口数录入，并

作为泰森多边形属性存贮，然后除以每个多边形

的面积，得到各个以泰森多边形为边界的人口密

度，如插页Ⅱ彩图２所示。为了便于对比，在生成

专题地图时，采用同一种分类形式，即按人口密度

分为５种类型：密度低的地区（０～６００人／ｋｍ
２）、

密度较低地区（６０１～２０００人／ｋｍ
２）、密度中等地

区（２０００～５０００人／ｋｍ
２）、密度较大地区（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人／ｋｍ
２）、高度密集区（＞１５０００人／

ｋｍ２）。

由插页Ⅱ彩图２可得：

１）在研究期间，徐州市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

有降低的趋势。

２０００年，徐州市各街道中人口密度大于

１５０００人的街道有１４个，占总数的２９．１７％，人口

总计为４０２７４３人，占总人口数的３２．５１％，面积

总计为１４．７７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３．２５％，平均人口

密度达２７２６２人／ｋｍ２。２００５年，徐州市各街道

中人口密度大于１５０００人的街道有７个，占总数

的１９．４４％，人口总计为４１９２１３人，占总人口数

的３３．７７％，面积总计为２４．１２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５．３７％，平均人口密度为１７３８０人／ｋｍ２，仅为前

者的６４％。

２）密度较大的街道在研究期间总量和平均

密度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从空间分布上可以看

出该类地区有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移动的特点。

２０００年，各街道中人口密度在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人／ｋｍ２ 的密度较大的街道共有１１个，占总数的

２２．９１％，人口总计为３８０８８４人，占总人口数的

３０．７４％，面积总计为４１．９１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９．２２％，平均人口密度达９０８８人／ｋｍ２。２００５

年，密度较大的街道共有９个，占总数的２５．００％，

人口总计为３５０３５５人，占总人口数的２８．２２％，

面积总计为３６．２５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８．０７％，平均

人口密度达９６６５人／ｋｍ２。

３）中等密集的街道主要分布在城市的边缘，

研究期间，平均密度有降低的趋势，主要以九里区

的庞庄街道、九里街道、泉山区的泰山街道等

为主。

２０００年，各街道中人口密度在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人／ｋｍ２ 的人口中等密集的街道共有７个，占总数

的１４．５８％，人口总计为１３２６１３人，占总人口数

的１０．７％，面积总计为４５．０５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９．９１％，平均人口密度达２９４４人／ｋｍ２。２００５

年，中等密度的街道共有５个，占总数的１３．８９％，

人口总计为１３７７３９人，占总人口数的１１．０９％，

面积总计为５８．１０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１２．９３％，平

均人口密度为２３７１人／ｋｍ２。

４）对比两个年份的人口密度分布可以发现，

徐州市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市中心为人

口密集区，依次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基本符合

伯吉斯的同心圆结构模式。

２　基于犌犆犃犠犐法与格网平滑的徐

州市区人口密度空间化

　　ＧＣＡＷＩ法即网格单元面积权重内插法，为

人口密度空间化的一种方法［１３］。结合文献［１４］

中人口密度空间化的实验结果认为，在市区人口

密度空间化时，格网的大小可以选取为街道办平

均面积的２％。徐州市区内平均每个街道办事处

的面积为１２．７９ｋｍ２，其２％为０．２５ｋｍ２ 左右，因

此，在下面的空间化时，可以采用５００ｍ×５００ｍ

的格网进行（如插页Ⅱ彩图３所示）。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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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比较平滑的结果，拟采用两种格网

进行空间化，即７５０ｍ×７５０ｍ的格网和５００ｍ×

５００ｍ的格网，两种格网在分布上错置（插页Ⅱ彩

图４）。先用大小为７５０ｍ×７５０ｍ的格网对插页

Ⅱ彩图２中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密度进行处理，运

用叠置分析得到每个格网的人口密度信息。此

时，有的格网被拆分为几个部分，如插页Ⅱ彩图５

中的方格被分为三个部分。此时运用式（１）计算

方格中的人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 （ＰＯＰｄｅｎ犃 ×Ａｒｅａ犃 ＋ＰＯＰｄｅｎ犅 ×

Ａｒｅａ犅 ＋ＰＯＰｄｅｎ犆×Ａｒｅａ犆）／（Ａｒｅａ犃 ＋

Ａｒｅａ犅 ＋Ａｒｅａ犆） （１）

式中，ＰＯＰｄｅｎ犃、ＰＯＰｄｅｎ犅、ＰＯＰｄｅｎ犆分别为犃、犅、

犆的人口密度；Ａｒｅａ犃、Ａｒｅａ犅、Ａｒｅａ犆 分别为犃、犅、

犆的面积。

运用７５０ｍ×７５０ｍ的格网处理后的结果如

插页Ⅱ彩图６所示。可以发现，经过一次处理后

的人口密度分布图基本具备了人口密度在空间是

渐变的现实，缓和了人口密度数据直接空间化的

突变线，即高密度区分布的周边为较高密度区，较

高密度区周边分布着中度密集区，但是人口空间

分布仍然不够平滑。

对插页Ⅱ彩图６中的人口密度采用５００ｍ×

５００ｍ的格网继续作面积权重内插，可以得到插

页Ⅲ彩图７。从插页Ⅲ彩图７中可以发现，先后

采用大小不同的格网处理后的市区人口密度分布

与人口密度分布的现状更加接近。

对比插页Ⅲ彩图７中的两个图可以发现：

① 徐州市区的人口分布基本呈现出块状集聚与

轴状延伸相结合的特点。② 人口分布的主轴呈

现出“大”字形格局，沿湖滨街道、市中心、黄山街

道、翠萍山街道为横向的轴线，沿九里街道、庞庄

街道、市中心、泰山街道为“大”字形的撇，沿市中

心、潘塘街道为“大”字形的捺。③ 在研究期间，

徐州市人口分布的重心呈现出南移东扩之势。南

部的翟山、东部的黄山街道等地在研究期间内人

口有较大的增长，而北区人口的分布呈现出减少

的趋势。

插页Ⅲ彩图８为直接用５００ｍ×５００ｍ的格

网对插页Ⅲ彩图２作面积权重内插的人口密度分

布图。对比插页Ⅲ彩图７与插页Ⅲ彩图８可以发

现，先后运用大格网与小格网内插得到的人口密

度分布图要比直接运用小格网内插得到的人口密

度分布图要平滑些，且前者更能反映出人口分布

的现状。实际上，前者的作用与运用模板平滑的

作用差不多。

３　与核函数法人口密度的对比

运用核函数法计算两个年份的人口密度，搜

索半径为８ｋｍ，栅格大小为１００ｍ，结果如插页

Ⅲ彩图９所示。可以看出，核函数法得到的人口

密度基本反映了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整体格局。

徐州市区的人口密度分布基本呈现出圈层式扩

散、轴带状延伸的格局。对比两个年份的分布状

况可以发现，２００５年，市中心的人口密集核的面

积在减少，人口分布的重心由城北向城南移动，这

与徐州市在这五年期间城市建设的重心南移有着

密切的关系。

为了对比核函数法与泰森多边形替代ＧＣＡＷＩ

内插法的差别，选取２００４年徐州ＳＰＯＴ影像经过

校正并与徐州市区ｓｈｐ图配准，同时分别将核函数

法与泰森多边形法得到的人口密度分布图叠加在

ＳＰＯＴ影像上，结果如插页Ⅲ彩图１０所示。

对比两种方法得到的人口密度分布图可以发

现，运用泰森多边形替代与ＧＣＡＷＩ平滑得到的

人口密度分布更接近徐州市区人口的空间分布状

况。从ＳＰＯＴ影像上可以看出，核函数法得到的

人口密集核基本能反映徐州市中心地区的位置与

形状，如人口密集区向南部翟山组团延伸的过程

中，前者在淮海战役纪念塔南侧有间断，而后者却

为连续的，显然前者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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