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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租车出行是表征空间不平等的重要指标，分析其特征对于城市规划、交通管理、智慧城市建设等具

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上海市出租车出行的车流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对研究区域进行空间多尺度划分，运

用Hadoop大数据处理、社会网络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中国上海市出租车出行的空间不平等状况

及其与人口结构的关联性。结果表明：上海市存在出租车出行的空间不平等现象，在中心城区以及城市副中

心区域，出租车出行便利性高于其他地区且平均出行距离小于其他地区；不同类型人口在出行能力上有差异，

出行弱势人群（儿童、老人、外来人口、农业人口等）比例高的区域具有更低的出行便利性与更长的出行距离，

这一相关性随空间位置与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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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不平等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

在空间上的分配不平等［1］，表现在居住环境、社会

服务等各个方面［2-4］。目前，对于空间不平等的研

究大多是基于静态数据的定性描述，数据来自于

问卷调查等传统方式，文献［5］对农民工职业隔

离、社群隔离现象进行了研究，文献［6］对上海市

街道的就业、教育、住房方面空间不平等进行了

研究。这类研究使用的数据具有收集成本高、周

期长、更新慢等缺点［7］。

相比于传统方式获取的数据，交通数据由于

其精确性、客观性，成为了空间不平等的重要度

量指标。交通出行可以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从

而对空间不平等产生影响［8］，提升空间上弱势区

域的交通系统质量被认为是解决空间不平等、加

强流动性与服务可达性的重要手段［9］。目前，基

于交通数据的空间不平等研究包括基于道路密

度、公交车站数量等道路设施状况对空间不平等

的研究［10］；基于公共服务可达性的研究［11］；还有

学者将多个维度的评价指标结合起来，对交通的

空间不平等进行综合性评价［12］。此外，人口结构

作为重要的行为预测指标［13］，常常被包含在研究

内。有研究表明，不同人群的流动性存在差异，

部分人群（例如老人、流动人口、贫困人口）具有

出行弱势性［14］。虽然基于交通的空间不平等研

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大部分研究所使用的还是

如区域内的公交车站数量等静态数据，其时效性

较差，可靠性较低。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实时采集的交通流数

据出发，基于能够代表整体交通流的出租车数

据［15］与人口普查数据，将中国上海市进行多个空

间尺度的剖分，将平均出行距离与出行便利性作

为衡量空间不平等的指标，用各类人口比例作为

人口结构的指标，研究人口结构与空间出行特征

及其不平等的关系。

1 数据预处理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上海市市区域数据、人口普查数

据、出租车数据为基础，分析上海市基于出租车

的出行便利性、出行距离的空间结构，以及以这

两个变量为表征的基于出租车的空间不平等与

人口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总体流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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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预处理

1.1.1 研究区域的多尺度划分

根据上海市行政区划数据，本文将上海市划

分为以街道为尺度的 285个区域，以及以社区为

尺度的 5 848个区域。为了排除人工划分的行政

边界对研究的影响，根据社区与街道的面积大

小，在两者所在的空间尺度之间划分更多尺度来

对上海市区域进行研究。本文分别对上海市进

行 3 km×3 km、4 km×4 km、5 km×5 km的格网

划分。另外，上海市崇明区由于处于特殊地理位

置（位于长江入海口，由岛屿组成，不与陆地直接

相连），导致其与上海市其他区域之间的联系以

轮渡与公交为主，基于出租车的联系较少，因此

在本文研究中将其排除出研究区域。

经过上述处理，总共得到了 5种空间尺度的

研究区域，分别为 5 432个社区，229个街道，294
个 5 km×5 km的格网，441个 4 km×4 km的格

网，以及 760个 3 km×3 km的格网。

1.1.2 人口数据预处理

本文的人口数据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该数据中包含性别、年龄、民族、迁移流动等

方面信息。为了将其与各个尺度下的空间单元

联系起来，对原始数据进行剖分，汇总各区域内

的各类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理解

人口结构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本文计算得到了

每个区域内各个类型的人口数与该区域内总人

口数的比值，以此作为表征人口结构的变量。表 1
为 5 km×5 km格网尺度下人口结构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

1.1.3 出租车数据预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出租车数据为上海市 20 d的
出租车轨迹数据，共包含数据 228 907 892项。每

项数据表示一个浮动车点位信息，包含该点所属

时刻、车辆唯一标识码、经度、纬度以及用于表示

车辆是否载客的空重状态等信息。由于数据量

较大，普通软件无法胜任处理工作，因此使用Ha‐
doop大数据处理框架对出租车数据进行预处理，

主要预处理内容为：由于出租车数据采样间隔稀

疏、建筑物遮挡、GPS信号漂移等原因，数据中存

在大量的噪音点，表现为经纬度越界、时间格式

不正确、轨迹点丢失等异常情况。因此在Hadoop
框架中编写代码去除上述异常点［16］。

完成异常点去除后，利用标识出租车是否载

客的空重状态这一字段，将空车状态后的第一个

载客点作为上车点，以及载客状态后的第一个空

车点作为下车点，提取出租车出行的起讫点（ori‐
gin destination，OD）。根据 OD点坐标，将其与各

个尺度下的空间单元联系起来，得到以空间单元

为节点的OD矩阵。

1.2 研究方法

1.2.1 空间不平等变量的计算

1）出行便利性的计算。社会网络分析是用

于解决与网络相关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被广泛

表 1 5 km×5 km格网尺度人口结构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Variables at 5 km×5 km Grid Scale

人口结构变量

男性比例

女性比例

儿童比例

少年比例

青年比例

中年比例

老年比例

汉族比例

少数民族比例

本地户籍比例

非本地户籍比例

农业户籍比例

非农业户籍比例

最小值

0.476
0.143
0.014
0.015
0.282
0.109
0.015
0.928
0
0.015
0.050
0
0.857

最大值

0.857
0.524
0.115
0.123
0.756
0.508
0.171
1
0.073
0.950
0.986
0.143
1

均值

0.518
0.482
0.054
0.070
0.435
0.359
0.083
0.991
0.009
0.626
0.373
0.034
0.966

标准差

0.043
0.043
0.013
0.018
0.070
0.055
0.030
0.007
0.007
0.169
0.169
0.021
0.021

图 1 人口结构变量与空间不平等变量的提取与相关性

分析流程

Fig.1 Extrac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Proces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patial Inequality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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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用于城市间或城市内的区域联系与发展状

况研究［17-18］。

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中心性”用于表征节

点在网络中地位的指标，分为度中心性、接近中

心性、中介中心性等。本文使用度数中心度来衡

量节点的中心性，度数中心度能反映当前节点与

其他节点的联系强度，分为绝对度数中心度（与

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数）以及相对度数中心

度（节点的绝对度数中心度与图中节点的最大可

能度数中心度之比［19］）。本文以多空间尺度下的

各个区域为节点，区域间的出租车联系为边，计

算各个节点的度数中心度，该指标能够反映节点

在出租车出行网络中的影响力与控制力。网络

中节点的度数中心度越高，其在网络中越处于中

心地位［7，20］，出行便利性越高。

使用 ucinet软件计算该网络各个节点的度数

中心度，表 2为 3 km×3 km格网尺度下度数中心

度的描述性统计。其中，OutDegree表示绝对度

数中心度的出度，该值越大，节点的控制力越强；

InDegree表示绝对度数中心度的入度，该值越大，

节点的吸引力越高；NrmOutDeg表示相对度数中

心度的出度，NrmInDeg表示相对度数中心度的

入度；NrmDeg表示相对度数中心度，不同规模的

图之间可以使用这一数值来相互比较节点的中

心性强弱［19］。

2）出行距离的计算。使用 Java代码编写程

序，调用高德地图提供的计算行驶距离的应用程

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

将数据中的 OD点坐标作为参数输入，得到各个

OD点之间的行驶距离。根据 OD点中的起始点

坐标得到各个起始点所属的空间单元，将其行驶

距离计入所属空间单元的出行距离之中，统计各

个空间单元的平均出行距离。

1.2.2 空间不平等与人口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由于本文是在空间尺度上衡量变量之间的

关系，因此要考虑其空间自相关现象。先对各个

尺度下的变量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相应的

Moran’I指数，发现变量存在空间上的自相关现

象。由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是基于全局进行分

析，没有考虑到空间上局部变量之间的联系，在

本文中具有局限性，所以本文使用空间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

本文使用 Geoda软件进行空间回归分析，使

用的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21］。在

分析之前，结合实验数据为相互邻接的面状区域

这一特点，先使用 Queen邻接方式生成基于邻接

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然后分别使用两种空间回

归模型进行分析，选取检验指标最优的结果。其

计算公式为：

Y = ρWY + Xβ+ μ （1）
Y = Xβ+ ε （2）
ε= λWε+ μ （3）

式（1）为空间滞后模型公式，其中 Y是因变

量；X是解释变量；W是空间权重矩阵；β是解释

变量的系数向量；ρ是空间滞后项WY的参数；μ

是白噪音干扰项。式（2）及式（3）为空间误差模

型公式，其中 ε是回归残差向量；λ是自回归参数。

为了进一步研究变量之间关联性的空间非

平稳性，对数据进行地理加权回归。由于实验数

据的因变量为连续的值，因此选择高斯模型进行

分 析 ，基 于 最 小 化 改 正 的 赤 池 信 息 量 准 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with a correction for
small sample sizes，AICc），使用黄金搜索算法确

定带宽，并使用 bi‐square函数作为空间权重函

数。地理加权回归的公式为：

yi= ∑
k

βk ( ui，vi ) xk，i + εi （4）

式中，yi为在位置 i处的因变量；xk，i为在位置 i处

的第 k个自变量；(ui，vi)为位置 i的坐标；βk (ui，vi)
为在位置 i处的系数，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

变化。

2 结果与讨论

2.1 出行便利性空间特征分析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得到上海市不同空间

尺度下各个区域的相对度数中心度，用以表征出

行便利性。图 2为各个空间尺度下上海市的相对

度数中心度分布。结果表明不同尺度下中心度

的分布状态基本是一致的，通过与地图比对，发

现上海市出行便利性最高的区域集中在主城区

部分，该地区是上海的老牌中心区域，包括徐家

表 2 3 km×3 km格网尺度下度数中心度的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gree Centrality at
3 km×3 km Grid Scale

度数中心度

OutDegree
InDegree
NrmOutDeg
NrmInDeg
NrmDeg

极小值

0
0
0
0
0

极大值

321 693
288 401
1.719
1.541
1.630

均值

14 467.790
14 416.620
0.077
0.077
0.077

标准差

40 083.868
37 554.424
0.214
0.201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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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五角场、真如、花木；在主城区外围也分布着

许多出行便利性较高的区域，证明这些区域形成

了一定规模的副中心，主要为浦东国际机场、嘉

定区、松江区、金山滨江地区、奉贤区，这与上海

市城市规划是一致的，说明上海市制定的“多中

心”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22］。

2.2 平均出行距离空间特征分析

本文使用高德地图提供的距离测算 API统
计多尺度下每个空间单元的平均出行距离，图 3
为多尺度下平均出行距离的空间分布。结果表

明，城市中心区域与副中心区域的平均出行距离

较小，其他区域的平均出行距离较大。这是因为在

城市中心与副中心区域，各种社会服务的可达性较

好，人们无需出行太长距离即可到达目的地。

图 2 各个空间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出行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Degree Centrality of Taxi Ride in Shanghai at Various Spatial Scales

图 3 各个空间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出行平均距离的空间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Distance Traveled by Taxi in Shanghai at Various Spatial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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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间不平等与人口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个尺度下的变量

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相应的 Moran’I指
数［23］均介于 0.14~0.85之间，并且均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z得分大于 2.58且 p值小于 0.01），这证明

变量存在空间上的自相关现象，因此需要进行空

间回归分析。

2.3.1 出行便利性与人口结构

表 3为以人口结构为自变量，以相对度数中

心度为因变量，在剔除了关联性不显著的自变量

以后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第一列括号内变量为

人口结构变量的简称。

从表 3中可以看出，人口结构与出行便利性

存在关联性，并且这种关联性会随着空间尺度的

变化而发生变化。

为了进一步研究变量之间关联性的空间非

平稳性，以各区域相对度数中心度为因变量，以

在空间回归分析中与因变量有显著关联性的人

口结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得到

图 4~8所示的结果。

从图 4~8中可以看出，低龄人口（儿童、少

年、青年）、经济条件较差人口（农业人口、非本地

户籍人口）的比例与出行便利性之间普遍呈负相

关，这是因为这些人口由于生理条件、经济条件

等原因，具有交通出行上的弱势性，与之前的研

究相符［24］；相比而言，中年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因此其聚集区域的出行需求较大，容易打到车，

出行便利性较高。

表 3 人口结构变量与相对度数中心度之间的回归系数统计

Tab. 3 Statistics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etween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Normalized Degree Centrality

人口结构变量

儿童比例(P1)
少年比例(P2)
青年比例(P3)
中年比例(P4)
老年比例(P5)

本地户籍比例(P6)
非本地户籍比例(P7)
农业户籍比例(P8)

非农业户籍比例(P9)

空间尺度

5 km×5 km格网

－0.195**
－0.185**
－0.181**
0.141**
0.351***

－0.293***
0.293***

4 km×4 km格网

－0.182**
－0.158**
－0.179**
0.141*
0.340***

－0.247***
0.247***

3 km×3 km格网

－0.172***
－0.120**
－0.198***
0.156**
0.340***
0.139**

－0.139**
－0.278***
0.278***

街道

－0.152*
－0.164*
－0.285***
0.250***
0.409***
0.310***

－0.310***
－0.489***
0.489***

社区

－0.131***
－0.083***
0.044**

－0.030*
0.030*

－0.208***
0.208***

注：*p<0.05，**p<0.01，***p<0.001

图 4 5 km×5 km格网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出行便利性与人口结构的空间关联性

Fig.4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axi Ride Convenience and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t 5 km×5 km Grid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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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比例与出行便利性在全局空间回

归中呈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具有明显差异。

进一步使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发现，老年人口比

例与出行便利性之间的关联具有很明显的空间

非平稳性。在城区内其关联性呈正相关，因为一

方面，城市中的老人经济条件较好，并且由于身

体条件限制，不适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因此会

倾向于打车出行；另一方面，该区域老人聚集处

大多处于中心区域，具有较强的出行便利性。而

在郊区，老人比例与出租车出行便利性呈负相

图 5 4 km×4 km格网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出行便利性与人口结构的空间关联性

Fig.5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axi Ride Convenience and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t 4 km×4 km Grid Scale

图 6 3 km×3 km格网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出行便利性与人口结构的空间关联性

Fig.6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axi Ride Convenience and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t 3 km×3 km Grid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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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可以理解为居住在郊区的老人大多经济条件

较差，活动范围较小，因此乘坐出租车出行的需

求小，而且郊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出租车

出行的便利性也较差。

在街道、社区尺度下，非本地人口比例与出

行便利性在部分郊区呈现正相关。可以理解为

在外地人口聚集区域形成了局部中心区，这些区

域较周边区域更为繁华，出行便利性也更高。因

此当把尺度细化到街道、社区时，会出现在部分

郊区，非本地人口比例与出行便利性呈正相关的

图 8 社区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出行便利性与人口结构的空间关联性

Fig.8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axi Ride Convenience and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Scale

图 7 街道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出行便利性与人口结构的空间关联性

Fig.7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axi Ride Convenience and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t Stree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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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2.3.2 出行距离与人口结构

以人口结构变量为自变量，各个区域的平均

出行距离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剔除相关性不

显著的变量后得到表 4所示的结果，表明在街道

与社区尺度下，人口结构与出行距离存在关联

性。以出行距离为因变量，选取在空间回归分析

中与因变量显著相关的自变量，进行地理加权回

归，得到图 9所示的结果。

由地理加权回归结果可知，出行弱势人口

（少年、老年人口、农业人口）比例与出行距离普

遍呈负相关，而青年人口与中年人口具有较强的

移动性［24］。细化来看，中年人口与出行距离的关

联性在基于全局的空间回归中呈负相关，而地理

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在大部分城市中心区域，中

年人口比例与出行距离呈正相关。这表明在这

些区域，中年人较强的移动性导致其聚集区域的

平均出行距离较大；而在城市周边区域，其关联

性则普遍呈负相关，这是因为城市周边的中年人

口大部分生产生活活动都在郊区的小范围内进

行，因此无需出行太大距离。

表 4 人口结构变量与出租车平均出行距离之间的回归

系数统计

Tab.4 Statistics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etween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Average Taxi Ride Distance

人口结构变量

儿童比例(P1)

少年比例(P2)

青年比例(P3)

中年比例(P4)

老年比例(P5)

本地户籍比例(P6)

非本地户籍比例(P7)

农业户籍比例(P8)

非农业户籍比例(P9)

空间尺度

街道

－12 828*

12 828*

社区

14 000***

2 267.27***

－2 366***

－3 422.02**

－1 592.60***

1 592.65***

－14 537***

14 537***

注：*p<0.05，**p<0.01，***p<0.001

图 9 各个空间尺度下上海市出租车平均出行距离与人口结构的空间关联性

Fig.9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Average Taxi Ride Distance and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t
Various Spatial Scal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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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户籍人口比例与出行距离呈现正相

关，这是由于空间隔离的存在，该人群倾向于集

中居住在特定区域，而非工作地点附近［5］，因此需

要在工作地点与居住地之间来回移动，其出行距

离会较大。

3 结 语

本文以上海市区域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出

租车数据为基础，分析上海市基于出租车的出行

便利性、出行距离的空间结构，以及以这两个变

量表征的基于出租车的空间不平等与人口结构

之间的关联性。在空间不平等变量的空间分布

上，上海市主城区以及副中心区域的出行便利性

较高且出行距离较小。上述空间不平等变量与

人口结构存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出现的原因是

不同类型人口的经济条件、生理条件差异与居住

空间隔离，导致部分人口存在空间弱势性（儿童、

老人、外来人口、农业人口等）。同时受上海市

“多中心”城市结构所影响，人口结构与空间不平

等的关联性还存在空间非平稳性，表现在部分空

间位置与空间尺度下，出行弱势人口占比高的区

域也具有较高的出行便利性与较小的出行距离。

根据研究结果，上海市规划单位应该针对出行便

利性较差的区域加大出租车运力投放，提升其交

通系统质量，继续发展“多中心”的城市结构，改

善空间不平等状况。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上海市基于出租车

数据的空间不平等现状，以及人口结构对于空间

不平等的影响，同时本文的方法需要人口普查数

据、浮动车数据，不依赖于特定区域的数据，因此

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其他城市的分析，这对于城

市规划、交通管理、智慧城市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在此基础上，未来还需深入完善的内容，包括增

加表征空间不平等的变量，提升指标完整性；在

时间尺度上对实验数据进行划分，探究其在时间

尺度上的变化。

参 考 文 献

［1］ Townsend P.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1987，16（2）：125-146

［2］ Weng M，Pi J，Tan B，et al. Area Deprivation and
Liver Cancer Prevalence in Shenzhen，China：A
Spatial Approach Based on Social Indicators［J］. So‑
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7，133（1）：317-332

［3］ Su S，Gong Y，Tan B，et al. Area Social Depriva‐
tion and Public Health：Analyzing the Spatial Non-

stationary Associations Using Geographically
Weighed Regress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

search，2017，133（3）：819-832
［4］ Wang Q，Zhang Z. Examining Social Inequalities in

Urban Public Leisure Spaces Provision Using Princi‐
pal Component Analysis［J］. Quality and Quantity，
2017，51（6）：2 409-2 420

［5］ Lu Guoxian.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Concentrating
Survival Way：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Citizens［J］.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2011（3）：71-76（卢国显 .
空间隔离与集中化生存方式：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

社会距离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3）：

71-76）
［6］ Huang Yi.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n Metropolitan

Nuclei Areas：A Case Study of Nanjing Xilu Street，
Shanghai［J］. Urban Planning Forum，2006（3）：

76-84（黄怡 . 大都市核心区的社会空间隔离：以上

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3）：76-84）
［7］ Liu Yaolin，Fang Feiguo，Wang Yiheng. Characteris‐

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tra Urban Em‐
ployment Flows Based on Mobile Phone Data Taking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J］. Geomatics and Infor‑
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18， 43
（12）：2 212-2 224（刘耀林，方飞国，王一恒 . 基于

手机数据的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特征及形成机

制分析：以武汉市为例［J］.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

版，2018，43（12）：2 212-2 224）
［8］ Delmelle E C，Casas I. Evaluating the Spatial Equi‐

ty of Bus Rapid Transit-based Accessibility Pattern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The Case of Cali，Colom‐
bia［J］. Transport Policy，2012，20（SI）：36-46

［9］ Pyrialakou V D，Gkritza K，Fricker J D. Accessibility，
Mobility，and Realized Travel Behavior：Assessing
Transport Disadvantag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016，51：
252-269

［10］ Gulhan G，Ceylan H，Özuysal M，et al. Impact of
Utility-Based Accessibility Measures on Urban Pub‐
lic Transportation Planning：A Case Study of Deniz‐
li，Turkey［J］. Cities，2013，32（32）：102-112

［11］ Fransen K，Neutens T，Farber S，et al. Identifying
Public Transport Gaps Using Time-Dependent Ac‐
cessibility Levels［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
phy，2015，48：176-187

［12］ Xiao R，Wang G，Wang M. Transportation Disad‐
vantage and Neighborhood Sociodemographics：A
Composite Indicator Approach to Examining Social
Inequalitie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8，

774



第 46 卷第 5 期 季航宇等：出租车出行的空间不平等及其与人口结构的关联

137（1）：29-43
［13］ Trost S G，Owen N，Bauman A E，et al. Corre‐

lates of Adults’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y：
Review and Update［J］.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2002，34（12）：1 996-2 001
［14］ Shay E，Combs T S，Findley D，et al. Identifying

Transportation Disadvantage：Mixed-Methods Analy‐
sis Combining GIS Mapping with Qualitative Data
［J］. Transport Policy，2016，48：129-138

［15］ Kong X，Xu Z，Shen G，et al. Urban Traffic Con‐
gestion Estimation and Prediction Based on Floating
Car Trajectory Data［J］.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2015，61（C）：97-107

［16］ Yang Wei， Ai Tinghua. Road Centerline from
Crowdsourcing Trajectory Data［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2016，32（3）：1-7（杨伟，

艾廷华 . 基于众源轨迹数据的道路中心线提取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6，32（3）：1-7）
［17］ Hou Yunhui，Liu Zhibiao，Yue Zhongga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ver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
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China Soft
Science，2009（12）：90-101（侯赟慧，刘志彪，岳中

刚 .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J］. 中国软科学，2009（12）：90-101）
［18］ Luo Zhendong. Study on the Functional Polycentrici‐

ty of Yangtze River Delta［J］. Urban Planning Inter‑
national，2010，25（1）：60-65（罗震东 . 长江三角洲

功能多中心程度初探［J］. 国际城市规划，2010，25
（1）：60-65）

［19］ 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
ceptual Clarification［J］. Social Networks，1979，
1（3）：215-239

［20］ Liu Jun. Lectures on Whole Network Approach
［M］. Shanghai：Truth and Wisdom Press，2014（刘

军 . 整体网分析［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21］ Lesage J P， Pace R K.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 Boca Raton：CRC Press，2009
［22］ Zhuang Shaoqin. Striving for the Excellent Global

City： Innovations in the New Round of Shanghai
Master Plan［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

view，2016（4）：1-8（庄少勤 .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

市：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创新探索［J］. 上海

城市规划，2016（4）：1-8）
［23］Moran P A P.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istical Maps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948，
10（2）：243-251

［24］Marr E. Assessing Transportation Disadvantage in
Rural Ontario，Canada：A Case Study of Huron
County［J］.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
lopment，2015，10（2）：100-120

Analysis of Spatial Inequality in Taxi Rid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pulation Structure

JI Hangyu 1 CAI Zhongliang 1 JIANG Lili 2 LI Guie 1 LI Bozhao 1

1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Spatial inequality refers to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 space du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an be manifested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o‐
cial services.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spatial inequality is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static data. The data comes from traditional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is type of data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high collection cost, long cycle, and slow update. In comparison, traffic data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spatial inequality on account of its accuracy and objectivity.Methods: Based
on the census and traffic data of taxis in Shanghai,we conduct a spatial multi‐scale division of the Shanghai
area, utilizes Hadoop to remove dirty data and extracts origin destination points. After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e obtains travel convenience and travel distance based on floating car data in each area at various
scales, which are used as indicators to represent spatial inequality. Spatial regression analysis helps to ex‐
plore the relevance of spatial inequality according to demographic information.Results:There exists spatial
inequality of taxi ride in Shanghai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1) In terms of travel convenience,
the areas with the highest centralit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outer sub‐central area;(2)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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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ravel distance,the average travel distance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is relatively small, while in the outer
area farther from the central city, the average travel distance is larger.The above‐mentioned spatial inequali‐
ty variables are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erms of the relevance of travel convenience and popu‐
lation structure, areas with lower proportions of children, teenagers, youth, agricultural,non‐local popula‐
tions,and higher middle‐aged,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s have higher travel convenience. In term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vel distanc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areas with lower proportion of young, old, ag‐
ricultural populations, and higher proportion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opulations have longer travel dis‐
tances.Conclusions: Regions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children,elderly,migrants,agri‐
cultural population,etc.) have lower travel convenience and longer travel distances, this correlation changes
with changes in spatial location and spatial scale.
Key words：traffic big data；spatial inequality；social network analysis；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
sion;population structure; taxi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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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than the proposed method on C1 dataset. For the R2 dataset, the proposed method reduces the num‐
ber of vehicles but increases the driving distance. (3) The third experiment is conducted on a real scheduling
scenario dataset that contains 35 vehicles and 307 task nodes. Ruin and recreate algorithm is also employed
as the reference method in this experiment.In the case of vehicle breakdowns, the proposed method changes
37.5% of vehicle routes while the reference method changes all the rout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
posed method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uin and recreate algorithm with respect to program running
time and driving distance cost. In the case of adding new tasks, the proposed method adjusts only 8.3% ve‐
hicle routes while the reference method changes 87.5% of routes.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method per‐
forms much better than the reference method in terms of running time,but the proposed method costs an ad‐
ditional 0.5% driving distance than the reference method. From the above three experiments, it can be con‐
cluded that the ruin and recreate algorithm has advantages in terms of vehicle usages and driving distance
for the static scheduling tasks, and for the dynamic scheduling scenario that has a lot of distribution task
nodes,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solve small‐scale dynamic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in a very short time
and with minor route adjustments.
Key words：ruin and recreate algorithm；vehicle routing problem；local search；dynamic sched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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