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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中值选址模型和梯阶选址问题，提出了利用梯阶中值选址模型的区域机场群选址布局模型，并

对广东省机场群布局的适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模型实验中，应用地理信息技术对模型进行了计算，结果

说明了该模型及模型计算方法对区域机场群选址规划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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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址问题是空间分析的基本问题，从基础设

施选址到工厂选址，从医院、学校等公益机构选址

到商家门店选址，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近年来，

随着区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机场选址问题

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Ｍｉｎ等
［１］提出了动态多

目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探讨了某个地区单个机

场的选址和扩张问题。在国内，随着机场建设的

深入，对机场选址与规划的研究也逐渐增多［２４］。

这些研究从理论上解决了某个机场或某类机场的

选址问题，但未涉及多机场，特别是由枢纽机场、

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组成的区域机场群的空间分

布与规划问题。中国地域广阔，非常适合发展民

航运输业，同时，不同特色的区域经济正在形成和

发展中，研究区域机场群的空间布局对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和民航运输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实际意

义。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视角研究了区域机场群的

空间分布，建立了区域机场群选址布局模型。

１　区域机场群选址布局模型

选址模型按选址目标可以分为３大类，即中

值模型、覆盖模型和中心模型，其中中值模型的应

用最为广泛。犘中值选址问题是选定犘 个设施

的位置，使其全部或平均性能最优。其基本含义

是使所有用户到所选设施点位的总费用最小，以

便设施得到充分的利用［５］。通常是使成本最小，如

总平均运输距离最小、总平均需求权距离最小或者

总运输费用最小等。需求权距离是指需求点的需

求量和该需求点与最近设施的距离的乘积。这种

目标应用于公共设施的选址，如学校、图书馆等，称

之为“集体福利性”目标［６］。对于区域机场群而言，

其总平均需求权距离最小可以表示为机场群为区

域居民提供了最优的航空港服务，或者说机场群的

空间分布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最优的“集体福利”。

传统的选址问题是假设所选的设施无差异，但

在实际生活中，其设施在服务水平、功能等级上是

有区别的。如机场有枢纽型机场，提供国际、国内

长途和中转运输服务，也有支线机场，提供短途点

对点的运输服务，这些等级差异就产生了梯阶选址

问题。Ｓｃｈｕｌｔｚ
［７］最早提出了梯阶选址模型，但未提

出算法的求解模型。随后，一些学者对这个优化模

型进行了尝试［８，９］。本文针对的是有梯度的机场分

布问题，一般表现为数个干、支线机场围绕着枢纽

机场，并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机场群。因此，区域

机场群的空间分布近似于一个二阶选址问题。

区域机场群规划实际上是该地区已经拥有了

一定量的机场，由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或旅游业的兴

起等因素，管理者决定在现有机场的基础上再适当

地增加数个机场，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场群网络。所

以，当规划新机场时，新机场的服务区域必然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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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机场的服务区域剥离一部分出来。比较在该

机场启用前后备选机场服务区域内就当地居民而

言的总需求权距离之和，即机场启用前后给当地居

民带来的“集体福利”变化，可以得出备选机场是否

有必要开通，以及哪个备选机场应该最先开通。

如果“集体福利”增值大于０，则拟建机场可以开

通；如果小于０，则拟建机场不宜开通。而且，“集

体福利”增值越大，开通的必要性越大。区域机场

群的选址布局模型建模如下。

目标函数为：

ｍａｘ犉（犼＋狀）＝犆犼－犆（犼＋狀） （１）

约束条件为：

犆犿 ＝∑
犻
∑
犿
β犿犪犻ｅ

－λ犱犻犿犱犻犿犡犻犿，犻∈犐，犿∈犕 （２）

０≤β犿 ≤１，犿∈犕 （３）

１≤狀≤狆，狀∈Ｚ
＋ （４）

犡犻犿 ∈ ｛０，１｝ （５）

其中，犐为航空需求单元集合；犼为现有的机场集

合；狆为规划中的机场集合；犕 为犼和狆 的并集；

β犿为机场或规划中的机场对周边居民的吸引力；

犱犻犿为航空需求单元犻到最近机场犿 的距离；犪犻为

航空需求单元犻的航空需求量；λ为距离对航空客

货流量的摩擦系数；犡犻犿表示如果在经济单元犻的

居民选择机场犿 乘机，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式（２）定义的是需求权距离和给机场群及当

地居民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居民在选择机场出

行时，除了选择就近的机场外，还可能由于枢纽机

场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和组合而优先选择枢纽机

场。用β犿 来反映机场群的梯度和居民对不同机

场的偏好度，如果犿 是枢纽机场，则值为１；如果

不是，则取值为０～１。

２　广东省机场群布局适应性研究

２．１　研究区域概况

截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广东省境内共有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珠海三灶机场、

湛江机场、梅县机场和汕头外砂机场６个机场。

其中，白云机场为华南枢纽机场，深圳、珠海机场

为干线机场，湛江、梅县和汕头机场均为支线机

场。现在规划中的惠州、韶关、佛山等３个机场也

是支线机场，阳江合山机场现定位为通航机场，尚

未纳入商业飞行之列。将规划中的３个支线机场

和阳江机场作为备选机场（见图１），应用区域机

场群选址布局模型对广东省新机场群规划的适应

性进行评估。

图１　广东省现有机场和规划机场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ＡｉｒｐｏｒｔｓＬａｙｏｕｔ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２　基于犌犐犛的选址模型计算方法

首先，建立 ＧＩＳ与模型的数据匹配，将栅格

数据中的单元对应模型中的航空需求单元，点数

据对应机场与居民点，线数据对应交通路线，面数

据对应机场服务区（如图２所示）。应用邻域分析

区划出机场各自的服务区（如图３所示），然后应

用空间分析的密度函数、距离函数、栅格计算（地

图代数）和分区统计来分别实现航空需求量（如

图４所示）、航空需求单元到机场的距离（如图５

所示）和模型目标函数的计算。ＧＩＳ空间分析与

模型计算的关联如图６所示。比较各备选机场服

务区内犉值的大小，便可以得到最优解。

图２　ＧＩＳ数据与模型数据

Ｆｉｇ．２　ＧＩ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ａｔａ

３　模型实验

本实验的地图数据采用ＧＣＳ＿Ｘｉａｎ＿１９８０坐标

系。用点表示现有机场、备选机场和居民点，由各

机场建筑中心的经纬度和各县市行政中心的经纬

度来定位。广东省公路交通网络发达，航空需求单

元到机场的距离可以用直线距离来近似表示。

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航空需求与当地的

ＧＤＰ呈现很大的正相关
［１１，１２］。同样，统计数据也

表明了我国ＧＤＰ与民航运输量以及广东省ＧＤＰ

与省内航空运输量之间的同步关系。因此，本文

选择２００８年广东省各县市ＧＤＰ的自然对数作为

当地的航空需求代理量。

机场或规划中的机场对周边居民的吸引力

β犿是根据原有机场的服务与规模以及新机场的服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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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广东省机场服务区划图

Ｆｉｇ．３　Ａｉｒｐｏｒ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图４　广东省航空需求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图５　航空需求单元到机场的距离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Ａｉｒｐｏｒｔｓ

图６　ＧＩＳ空间分析与模型计算

Ｆｉｇ．６　ＧＩ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ｏ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务与规模预期得出的一个估计值。本文估计的居

民对于白云、深圳、珠海、湛江、汕头、梅县、惠州、

佛山、韶关、阳江各机场的偏好度β分别为１、０．

９、０．５、０．７、０．６５、０．６、０．２、０．２、０．２、０．２。

４　结果与分析

利用ＡｒｃＭａｐ的ＧＰ工具建立机场群选址布局

计算模型。对于广州白云、深圳、珠海、湛江、汕头、

梅县、惠州、佛山、韶关、阳江各机场，目标函数值分

别为－６．１８、０．０２、－０．３、－０．４７、０、－０．４、

９０２２．９、１５３５３、３３３８．３、２４９０．３。目标函数值越

大，表明机场所对应的在新机场规划下给当地居民

所增加的“集体福利”越多。可以看出，佛山机场所

带来的“集体福利”最大，依次为惠州、韶关，最后是

阳江，而现有的机场维持其原有的“集体福利”不

变。在广东省境内，首先要开通的新机场是佛山机

场，其次是惠州机场，再次是韶关机场，最后是阳江

机场。实验结果是根据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得来的，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佛山机场迎来了复航的首飞，

惠州机场也将于２０１２年内通航，而韶关机场的复

建也在进行中，阳江机场作为通用航空基地暂时未

纳入商飞计划之列。因此，该模型实验一方面验证

了广东省机场群布局的适应性，另一方面也准确地

预测了广东省内新机场的布局规划。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梯阶中值选址问题的区域机

场群选址布局模型，该模型在反映地理现象、区域

规划和乘客行为等方面与之前的学者提出的关于

机场选址的模型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应用该模型

对广东省境内机场群选址的分布适应性进行了评

价。在实证研究中，提出了基于ＧＩＳ的选址模型计

算方法。该算法简单直观，有效地解决了选址模型

计算的ＮＰｈａｒｄ问题。实验结果能够为地方政府

和民航局的相关规划和评价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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