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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武汉市出租车轨迹数据，根据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采用加权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服务设施的

吸引力大小，并通过计算全局自相关指标分析服务设施吸引力在整体上的空间聚集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服

务设施吸引力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实验结果表明，武汉市服务设施吸引力整体上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

在商业繁华中心地带服务设施吸引力具有局部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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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商业服务设施吸引力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是评估其选址和运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本质上

而言，服务设施的顾客数量反映了其吸引力的大

小。浮动车轨迹数据在反映路网动态交通状态的

同时也记录了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隐含在轨迹

数据中的出行行为规律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

注［１３］。本文利用出租车轨迹数据，借助空间可达

性的手段计算各服务设施的访问量，即吸引力水

平，在此基础上分析空间位置对各服务设施吸引

力水平的影响，即空间相关性。

度量空间自相关的指标可分为全局指标和局

部指标［４，５］。全局自相关指标描述的是空间同质

性，即研究区域内整体的空间关系；而局部指标描

述的是空间异质性，即空间自相关在研究区域内

的变异。

１　服务设施吸引力的空间自相关分

析

　　出租车遍布整个城市路网，因此，选择乘坐出

租车的这部分顾客的行为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各服务设施的顾客分布及各服务设施之间的空

间相关性。

考虑到服务设施吸引量的时段差异性，首先

将实验数据按小时划分时段，根据出租车“访问”

某一区域的次数，采用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服务

设施在每个时段内的吸引力。然后，运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标检验研究区域内服务设施吸引力

的空间分布模式，在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分析其局

部空间自相关性。

１．１　服务设施的吸引力分析

搜寻半径是两步移动搜寻法［６，７］的一个重要

参数，因为出租车乘客首选以下车点为中心的较

小范围内的服务设施，比如横穿一条街道或走过

一个路口。本文设置搜索半径为５００ｍ（欧氏距

离）。

基本的两步移动搜寻法局限性显而易见，已

有学者对这一不足提出了改进［７］。本文按大众步

行距离的经验值，将半径为５００ｍ的搜索区域分

为３个搜索子区域：０～１００ｍ，１００～２００ｍ，２００

～５００ｍ，并对每一个搜索子区域分别设置不同

的距离权重。距离加权两步移动搜寻法的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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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下所示。

１）以每一个出租车上下客点（犼）为中心，乘

客理想行走距离为半径（犱狉），建立搜寻区域（犼０），

计算搜寻区域内的服务设施的数量（犽），记犚犼：

犚犼 ＝
１

∑
３

狉＝１∑犽∈｛犱犼犽≤犱狉
｝犐犱狉（犱犼犽）犠狉

（１）

式中，犱犼犽是服务设施与上下客点之间的距离；

犐犱狉（犱犼犽）是指示函数，如果服务设施犽落在搜寻区

域犑０内，则犐犱狉（犱犼犽）＝１，否则，犐犱狉（犱犼犽）＝０；犱狉 是

搜索子区域的半径；犠狉 是与搜索半径犱狉 对应的

距离权重。

２）以每一个服务设施位置点（犻）为中心，以

同样的半径（犱狉）建立搜索区域（犻０），计算落在搜

索区域内的所有上下客点的数量（犼），并统计其在

第一步计算的比例犚犼：

犃犉犻 ＝∑
３

狉＝１∑犼∈｛犱犻犼≤犱狉
｝犚犼犠狉 ＝

　∑犼∈｛犱犻犼≤犱１
｝犚犼犠１＋∑犼∈｛犱犻犼≤犱２

｝犚犼犠２＋

　　　∑犼∈｛犱犻犼≤犱３
｝犚犼犠３

（２）

犃犉犻 代表服务设施的吸引力，其值越大表明该服务

设施的吸引力越大。

１．２　服务设施吸引力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
［４，８］作为全局空间

自相关的度量指标。

１．２．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的计算公式为
［４］：

犐＝
∑

狀

犻＝１∑
狀

犼＝１
狑犻犼狊犻犼

σ
２

∑
狀

犻＝１∑
狀

犼＝１
狑犻犼
＝

　
∑

狀

犻＝１∑
狀

犼＝１
狑犻犼（狓犻－珚狓）（狓犼－珚狓）

σ
２

∑
狀

犻＝１∑
狀

犼＝１
狑犻犼

（３）

σ
２
＝∑

狀

犻＝１

（狓犻－珚狓）
２

狀
（４）

珚狓＝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 （５）

式中，狀为研究区域内研究对象的数量；σ
２ 为研究

对象属性特征狓的总体方差；珚狓是属性特征狓 的

均值；狓犻和狓犼分别表示属性特征狓在空间位置犻

和犼处的观测值；狑犻犼为空间权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服务设施，研究对象的属

性特征是各服务设施的空间吸引力。服务设施之

间存在竞争关系，同类服务设施距离越近，竞争越

激烈，相互作用越大，距离较远，相互作用会减小，

满足地理学第一定律［９］。因此，本文选用两点之

间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重。

如果研究区域内研究对象的属性不存在空间

自相关，则随机模式下 Ｍｏｒａｎ’ｓＩ的期望值和显

著性检验统计量犣值的计算公式为：

犈［犐］＝
－１

狀－１
（６）

犣犐 ＝
犐－犈［犐］

ｖａｒ（犐槡 ）
（７）

式中，犐是由样本数据计算得到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

可通过式（３）计算得到；ｖａｒ（犐）是 Ｍｏｒａｎ’ｓＩ的方

差，其计算方法与抽样假设有关。抽样假设详细

计算公式可参见文献［４］。

１．２．２　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

全局空间自相关只能说明服务设施吸引力整

体上是否呈现空间聚集特征，无法反映服务设施

的吸引力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还需要进行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反映

了研究对象在局部空间上的自相关水平，即研究

对象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对象属性值的相关程度。

本文选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来描述局部空间自相

关，其计算公式为［４］：

犐犻＝
（狓犻－珚狓）

σ
２ ∑

狀

犼＝１，犼≠犻
狑犻犼（狓犼－珚狓） （８）

式中，σ
２ 是研究对象属性值的方差；狑犻犼是属性值

的空间权重。较高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表示属性

相似值的聚集（既可能都是高值，也可能都是低

值），较低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表明相异属性值的

聚集。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可以将空间关联模式
［４］细分

为４种类型：“高高”关联，即属性值高于均值的

空间单元其邻域空间单元的属性值也高于均值；

“低低”关联，即属性值低于均值的空间单元其邻

域空间单元的属性值也低于均值；“高低”关联，

即属性值高于均值的空间单元被属性值低于均值

的邻域空间单元所包围；“低高”关联，即属性值

低于均值的空间单元被属性值高于均值的邻域空

间单元所包围。前两种属于正的空间关联，后两

种属于负的空间关联。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及预处理

以武汉市城区作为实验区域，实验数据包括

武汉市电子地图、武汉市商业服务设施位置点数

据、武汉市浮动车数据。导航电子地图中有详细

的各类兴趣点数据，本文从中提取了部分商业服

务设施兴趣点数据，主要包括餐馆、购物、生活服

３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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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休闲娱乐４类，共３０３７处，在电子地图上以

点的形式表示。图１是商业服务设施位置点在地

图上的分布情况。

图１　商业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浮动车数据采用武汉市２００８１２２８（周日）约

１万辆出租车全天２４ｈ的ＧＰＳ数据，数据预处理

包括出租车上下车点的提取和地图匹配两个步

骤，本文采用了文献［１０］的地图匹配方法。由于

本次研究针对商业服务设施，因此，实验中只提取

了轨迹数据中６：００～２１：００的乘客上下车点数

据。根据车辆ＩＤ和载客标识信息，提取每小时乘

客上下车点信息，见表１。

表１　武汉市出租车轨迹数据

Ｔａｂ．１　Ｔａｘｉ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Ｄａｔａ

时间段 ＧＰＳ点数 上下车点数

６：００～７：００ ２６５４２２ ２０９９６

７：００～８：００ ５０２６１３ ４５９６０

８：００～９：００ ６５０４７８ ６２８８７

９：００～１０：００ ６９１７５８ ６３５３７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７１３２７７ ６７４７８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７０４１４９ ７１９７４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 ６８７６１５ ７４７００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６７６２０１ ７３８３７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６８３７４９ ６９９６７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６７２３３１ ６５７７１

１６：００～１７：００ ６５７５１９ ６４１２５

１７：００～１８：００ ６５９７７４ ６２５５４

１８：００～１９：００ ７３９８７２ ７５２７９

１９：００～２０：００ ７３８８１７ ７６６５３

２０：００～２１：００ ７２８２７３ ７４２９９

２．２　服务设施吸引力的计算

将搜索区域分为３个子区域：０～１００ｍ，１００

～２００ｍ，２００～５００ｍ。相应的距离权重分别设

为犠１＝１．０、犠２＝０．８、犠３＝０．６。计算得到服务

设施在每个时段的吸引力统计数据如图２所示，

包括最大吸引力与平均吸引力，以及各时段吸引

力总和。从图２（ｂ）可以看出，在６：００～８：００时

段吸引力总和有些偏低，其他时段则比较平均，没

有明显差异。由于实验数据采集的时间是星期

日，作为消费的主要群体，工薪阶层不用上班，外

出的时间选择是随机的，并不会集中在某个特定

的时间段，因此，在各个时间段上服务设施的吸引

力总和相差不大。而在同一个时段内，各个服务

设施的吸引力则相差较大。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因

素很多，本文仅分析空间位置对服务设施吸引力

的影响。

图２　服务设施各时段吸引力

Ｆｉｇ．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ｔ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３　服务设施吸引力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利用ＥＳＲＩＡｒｃＧＩＳ９．３空间分析工具，计算

服务设施吸引力各个时段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并

进行显著性检验，计算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出，各时间段的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

值均大于０，随机抽样假设条件下显著性检验统

计量犣值远大于犣０．０５＝１．９６，因此，拒绝随机分

布的犎０假设，认为服务设施的吸引力在各个时

间段均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性。从结果

可以看出，武汉市服务设施吸引力整体上存在显

著的空间聚集特征。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只能从整体上反映服务设施

吸引力的空间分布模式，并不能反映局部的自相

关水平，因此，需要通过计算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

分析服务设施吸引力分布的局部差异，寻找城市

中的“热点”区域。

根据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计算结果，把局部 Ｍｏ

ｒａｎ’ｓＩ值的显著性水平在０．０５以上的所有服务

设施分为４类，图４是其中一个时间段（１８：００～

１９：００）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计算结果。

根据各个时段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４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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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时段服务设施吸引力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

计算结果

Ｆｉｇ．３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ｉｎ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４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计算结果

Ｆｉｇ．４　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发现“低低”和“高低”关联模式的分布整体上靠

近市区中心，如“低低”关联模式主要分布于汉口

江滩、江汉路步行街、汉正街、中南路；“高低”关

联模式主要分布在建设大道、京汉大道、友谊路等

部分路段。“高高”关联模式稍远离市区中心，但

沿着市区主要交通干线分布，主要分布在青山、阅

马场、鲁巷、二七路、竹叶山、常青路、古田、汉阳王

家湾、鹦鹉大道。“低高”关联模式多分布于远离

市区中心的城郊区，如汤逊湖、东西湖、江夏等地。

分析其原因，市区中心的服务设施相对集中，顾客

的选择较多，因此，每个服务设施吸引力相对较

低。这种“低低”关联模式反映了空间彼此邻近、

扎堆布局的服务设施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在稍

远离市中心但交通条件比较好的区域，服务设施

的数量相对较少，顾客的选择较少，因而呈现“高

高”分布模式。同时，也反映了服务设施布局所遵

循的集中吸引原则，即顾客愿意去服务设施相对

集中的地方，便于比较价格和服务质量。“高低”

分布模式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汉市商业服务

设施的布局特点，即多集中在中心商业区、住宅

区、交通要道［１１］，由于本文选用乘坐出租车出行

的消费者数据，因此，这种“高低”分布模式主要

分布在城市主干道路周围。郊区的经济水平跟城

区相比要相对落后一些，商业服务设施不如城区

完善，因此，在城市郊区形成了这种“低高”的分

布模式。

３　结　语

１）服务设施吸引力在两个时间段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和１９：００～２０：００达到高锋。除了早上的

６：００～９：００外，其余时间段的吸引力比较稳定，

各个时间段的总吸引力没有很大的变化，这与周

末市民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是休息

日，市民外出的时间选择是随机的，因此没有明显

的早晚高峰时段。

２）各个时段的服务设施吸引力的全局 Ｍｏ

ｒａｎ’ｓＩ值均在０．１５以上，在０．０５水平上通过显

著性检验。武汉市服务设施吸引力整体上呈现显

著的空间聚集特征。

３）在各个时间段，城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如

汉正街、江汉路步行街等，服务设施吸引力呈现显

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这反映了服务设施之间的

激烈竞争关系。

４）“低低”关联模式和“高低”关联模式主要

分布在市中心，“低低”关联模式的服务设施分布

相对集中，而“高低”关联模式的服务设施分布在

城市主干道等交通便捷的位置。这说明交通可达

性对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及吸引力有一定的

影响。

本文从空间可达性的角度来计算服务设施的

吸引力，然而，影响服务设施吸引力的因素很多，如

服务设施规模、服务质量、价格水平等。另一方面，

消费者的出行方式很多，乘出租车出行只是其中的

一种，由于实验数据的限制，本文在计算服务设施

的吸引力时，并没有考虑其他出行方式的消费者。

因此，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要认真分析服务设施的

规模、质量、价格等因素，以及消费者的多种出行

方式对服务设施吸引力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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