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４卷　第１期 测　绘　学　报 Vol．４４,No．１
　２０１５年１月 ActaGeodaeticaetCartographicaSinica January,２０１５

引文格式:YU Wenhao,AITinghua．TheVisualizationandAnalysisofPOIFeaturesunderNetworkSpaceSupportedbyKernelDensity
Estimation[J]．ActaGeodaeticaetCartographicaSinica,２０１５,４４(１):８２Ｇ９０．(禹文豪,艾廷华．核密度估计法支持下的网络空间POI点可
视化与分析[J]．测绘学报,２０１５,４４(１):８２Ｇ９０．)DOI:１０．１１９４７/j．AGCS．２０１５．２０１３０５３８

核密度估计法支持下的网络空间POI点可视化与分析
禹文豪,艾廷华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TheVisualizationandAnalysisofPOIFeaturesunderNetworkSpace
SupportedbyKernelDensityEstimation
YUWenhao,AITinghua
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Science,Wuhan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９,China

Abstract:ThedistributionpatternandthedistributiondensityofurbanfacilityPOIsareofgreatsignifiＧ
canceinthefieldsofinfrastructureplanningandurbanspatialanalysis．Thekerneldensityestimation,

whichhasbeenusuallyutilizedforexpressingthesespatialcharacteristics,issuperiortootherdensity
estimationmethods(suchasQuadratanalysis,VoronoiＧbasedmethod),forthattheKerneldensityestimaＧ
tionconsiderstheregionalimpactbasedonthefirstlawofgeography．However,thetraditionalkernel
densityestimationismainlybasedontheEuclideanspace,ignoringthefactthattheservicefunctionand
interrelationofurbanfeasibilitiesiscarriedoutonthenetworkpathdistance,neitherthanconventional
Euclideandistance．Hence,thisresearchproposedacomputationalmodelofnetworkkerneldensity
estimation,andtheextensiontypeofmodelinthecaseofaddingconstraints．Thisworkalsodiscussedthe
impactsofdistanceattenuationthresholdandheightextremetotherepresentationofkerneldensity．The
largeＧscaleactualdataexperimentforanalyzingthedifferentPOIs’distributionpatterns(randomtype,

sparsetype,regionalＧintensivetype,linearＧintensivetype)discussesthePOIinfrastructureinthecityon
thespatialdistributionofcharacteristics,influencefactors,andservice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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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空间POI点的分布模式、分布密度在基础设施规划、城市空间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表达

该特征的核密度法(kerneldensityestimation)由于顾及了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区位影响,比其他密度表

达方法(如样方密度、基于Voronoi图密度)占优.然而,传统的核密度计算方法往往基于二维延展的欧

氏空间,忽略了城市网络空间中设施点的服务功能及相互联系发生于网络路径距离而非欧氏距离的事

实.本研究针对该缺陷,给出了网络空间核密度计算模型,分析了核密度方法在置入网络结构中受多种

约束条件的扩展模式,讨论了衰减阈值及高度极值对核密度特征表达的影响.通过实际多种POI点分

布模式(随机型、稀疏型、区域密集型、线状密集型)下的核密度分析试验,讨论了POI基础设施在城市

区域中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服务功能.
关键词:网络核密度;POI点分析;网络分析;空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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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于１９９８年９月提出了“数

字化舒适社区建设”即数字城市的倡议,美国、日
本等国家相继着手“数字城市”的研究与建设工

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随着数据资源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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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下一阶段“智慧城市”
将转向集成处理多源空间数据以揭示空间分布规

律、模式特征、过程机理,通过知识加工为城市建

设管理各部门提供高层次的智能化信息服务.其

中,城市基础设施数据POI涵盖了城市各类设施

的位置信息与属性信息,在城市基础设施数据库

中占有重要地位,利用城市空间分析方法研究这

些数据点的地理分布特征,可以为城市规划、决策

以及向社会提供社会经济、文化等统计数据分析

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２Ｇ４].
点模式分析是空间分析领域中最常用到的方

法,可应用于多个领域,如地理、经济学、犯罪以及

流行病学等[３Ｇ９].传统的点模式分析大多是基于

欧氏距离,认为平面空间是均质的、各向同性的空

间.然而现实情况是多数城市设施以及人为导致

的现象是限制于二维欧氏空间内的网络部分,如

ATM、停车场以及交通事故等.空间的二维均质

性假设对于一维网络空间的设施分布特征分析来

说过于理想化[１０].如果采用传统的平面空间点

模式分析方法对像商场、ATM 之类的设施进行

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忽略了城市空间通达、连接是

沿着街道网的路径距离的事实.为此,网络空间

中点的分布特征分析需要有更多考虑.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献[１１—１３]意识到

传统的平面空间分析方法在网络环境下应用的局

限性,并对传统方法的网络扩展类型进行了一系

列的探索,如网络环境下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时空

可达性分析等.文献[１４]在评估城市零售商业需

求的研究中考虑到道路通行能力差异约束的重要

作用,在道路网络分析中用路径时间代替路径距

离.点群的分布热点、分布密度、分布趋势等特征

分析是空间统计分析领域的热门问题[３Ｇ４].其中,

K函数被广泛应用于对空间相关性(要素聚类或

扩散)进行汇总分析.文献[９]指出若将平面 K
函数直接应用于网络空间下要素的聚类分析,统
计结果很可能会高估道路交叉口旁要素分布的聚

集程度.针对这一问题,文献[１１]给出了 K函数

在网络空间下的扩展类型,试验结果证明网络 K
函数可以较好地反映设施在网络下的聚类特征.

随着 K函数理论在网络空间下取得的新进

展,一些研究的重点开始集中到密度分析方法,这
其中就包括有样方密度法及核密度法[１５Ｇ１８].要

素的分布密度可以为城市规划、管理提供决策服

务,从宏观上获取城市设施、事件的分布特征,如

文献[８]通过计算交通事故的网络核密度,分析事

故发生的频繁路段,可以为交管部门的巡逻管理

提供重要依据,减少事故的发生几率.与样方密

度法对划分单元内密度的均一化估值不同,核密

度的计算方法是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即距离越

近的事物关联越紧密,与核心要素越近的位置获

取的密度扩张值越大[１８].在密度分布模式上,称
这种空间特征为“距离衰减效应”[１９Ｇ２０].核密度

法是地理空间设施分布特征提取的重要统计分析

方法,基于不同的空间距离概念可建立不同的核

密度计算方法.顾及城市网络空间中设施点的服

务功能及相互联系发生于网络路径距离而非传统

的欧氏距离的事实,仍然采用欧氏距离进行密度计

算是不合理的,这样计算的结果可能高估道路交叉

口旁的密度值.考虑到这个问题,文献[１６,１８]提
出了一种平面核密度法在网络空间下的扩展类型,
并指出密度可以为城市设施的分布特征提供分析

支持.但是,文献[１６,１８]仍然延续了平面密度的

可视化方法,即利用三维密度曲面表示设施分布的

聚类特点,忽略了平面空间内设施影响的各向异性

特征.核密度法在空间权重计算上存在距离衰减

效应,文献[１５]给出了连续核密度函数与非连续的

核密度函数,但是两种函数均存在一定偏差.
传统的核密度估计通过衰减带宽表征现象的

空间影响域,适用于结构分析、影响范围评价等需

要考虑面域影响的情况,而网络核密度方法将影

响域约束至道路网络上,这更适合于通行、交通、
导航以及寻径等应用.针对城市 POI设施分布

特征的分析方法,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地理学第一

定律的网络核密度法.该方法可顾及城市设施服

务影响的地理意义,方便负载网络下不同的约束

条件如路段通行方向、道路等级以及设施权重等.
通过不同POI点(随机型、稀疏型、区域密集型、
线状密集型)网络分布密度的三维可视化,核密度

法可以为不同性质 POI基础设施在城市空间分

布上的空间特征、分布模式、影响因素、服务功能

提供重要的决策分析工具.

２　密度分析的扩展:从欧氏空间到网络

空间

　　密度是对空间现象的一种场表达,各位置根

据其与相邻设施点的空间关系决定局部的聚集强

度.密度分析是基于空间平滑及空间内插技术的

统计分析过程.比较原始散点图对空间现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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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表达,密度可以作为更精确的分析工具对

空间特征分布作深层次的特征规律信息挖掘,特
别是在完全空间随机(CSR)的假设模式下,验证聚

集或规律的空间分布特征,如犯罪热点分析[２１]、城
市区域描述以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分析[１７Ｇ１８].

２．１　空间点的密度计算方法

常用的点密度计算方法有样方密度法、基于

V图的密度法和核密度法,如图１所示,样方密度

法是将研究区域分割成一系列均匀的子区域(即
样方),计算落入各样方的点数与样方面积的比

值,作为样方单元的密度;而基于 V 图的密度法

是将设施点作为 V图发生元,计算各 V图单元面

积的倒数作为对应发生元的密度值.这两类方法

的实现过程较简单,但是会产生两个问题:①单元

空间内的密度是均一的,忽略了内部不同位置处

点聚焦强度的差别;②单元连接处的密度变化突

兀,忽略了空间现象发生的连续性.核密度方法

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核密度值是随中心辐射距离

的增大逐渐变小,考虑了设施点对它周围位置服

务影响的距离衰减作用[２１Ｇ２３].
核密度方法的计算方程可以表示为

f(s)＝∑
n

i＝１

１
h２k

s－ci

h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f(s)为空间位置s处的核密度计算函数;h
为距离衰减阈值;n 为与位置s的距离小于或等

于h 的要素点数;k 函数则表示空间权重函数.
这一方程的几何意义为密度值在每个核心要素

ci 处最大,并且在远离ci 过程中不断降低,直至

与核心ci 的距离达到阈值h 时核密度值降为０.
核密度函数中存在两个关键参量,即空间权重函

数k与距离衰减阈值h.大量的研究表明空间权

重函数的选择对点模式分布结果的影响不大,需
要注意的是距离衰减阈值的选择[１６Ｇ１８].在实际

中,阈值h 的设置主要与分析尺度以及地理现象

特点有关.较小的距离衰减值可以使密度分布结

果中出现较多的高值或低值区域,适合于揭示密

度分布的局部特征,而较大的距离衰减值可以在

全局尺度下使热点区域体现得更加明显.另外,
距离衰减值应与设施点的离散程度呈正相关,对
于稀疏型的点设施分布应采用较大的距离衰减

值,而对于密集型的点设施则应考虑较小一些的

距离衰减值.衰减阈值范围内的局部空间属于地

理现象空间影响域,在欧氏空间,“影响域”就是二

维平面,在网络空间“影响域”是扩散的路径集.

图１　平面空间下３种常用密度方法的比较示例

Fig．１　Illustrationofthreecommon methodfor
densityestimationinplanarspace

　　样方法中,由于在样方尺寸、样方方向、样方

原点的选择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臆断性,容
易造成原始数据信息的丢失;基于 V 图的方法会

由于单元的划分而忽略 Voronoi单元内密度的变

化以及造成相邻单元间的密度过于突兀.核密度

以一种光滑曲面的形式渐进式传输中心强度,顾
及和体现了空间位置的差异性以及中心强度随距

离衰减的特性,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因此在实

际应用中,样方法多用于计算具有固定边界的行

政单元密度,如街区内的人口密度,全国范围内各

省市的森林覆盖率等,基于 V图的密度法适合于

地理实体的势力范围评估,如河流汇水区域划分

等,而核密度法更适合于对诸如城市设施服务影

响、交通路段风险评估等连续性地理现象的密度

估计[２１Ｇ２２].
２．２　网络空间下点的核密度法

核密度法顾及了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区位影

响,密度分析结果表现出距离越近的事物相关性

越大的特征.然而基于欧氏直线距离的传统方法

忽视了中心影响所依赖的传导方式,难以客观反

映实际的空间特征分布,特别是以道路为社会经

济活动主要途径的城市空间分析.引入路径距离

则可以使核密度分析更准确地表达设施沿城市街

道网络分布的细部特征.这种网络约束下的核密

度方法即网络核密度法(networkkerneldensity
estimation).

图２为平面核密度法与网络核密度法的计算

差别示意图.从图中可见平面核密度法是基于欧

氏直线距离度量来计算位置的密度值,而网络核

密度函数中距离被定义为最短路径距离,即式(１)
中h 表示网络衰减路径距离,(s－ci)指位置s与

ci 之间的最短路径距离.在选取同样的距离衰减

阈值的情况下,平面核密度法有可能会高估空间

现象的聚集程度.如图２中三角形符号表示的设

施在平面空间下对３个正方形所处位置产生密度

计算,而基于网络路径距离时,所有正方形位置均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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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密度影响.实际上,相同分布密度的POI在

不同的网络位置上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密度估

计,如道路沿线一侧分布的POI与分列于十字路

口四侧的相同分布的POI.这是由于设施密度估

计依赖于局部网络的空间排列,而现实中道路在

不同区域内的排列往往呈不规则形态,使得POI
在平面内的相同分布在引入了网络约束之后存在

空间不一致性.因此可以认为网络位置的密度估

计不仅与POI的密集程度相关,也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局部网络的可达性情况.

图２　平面核密度法与网络核密度法

Fig．２　Planarkerneldensityestimationandnetwork
kerneldensityestimation

２．２．１　常规条件下的网络核密度计算

为了体现要素服务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的

“距离衰减效应”,一些研究给出了核密度的空间

权重计算函数,如高斯方程、四次方程、负指数方

程、最小方差方程等.虽然不同的权重函数对远

近位置的空间加权计算有所差别,但是都基于同

一过程,即权重值从中心向周围位置按距离衰减.
大量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也表明权重方程的选择对

点模式分布结果的影响不大,变量中可以产生影

响的主要是距离衰减阈值的确定(即式(１)中的参

数h)[３Ｇ４,１６Ｇ１９].因此,本研究采用式(２)所示的四

次权重方程,另外根据应用尺度及试验需求来具

体讨论衰减阈值的大小

ks－ci

h
æ

è
ç

ö

ø
÷ ＝

３
４ １－

(s－ci)２

h２
æ

è
ç

ö

ø
÷ (２)

基于四次权重函数,网络弧段上任意位置的

密度值都可以计算获得,网络密度的分布情况可

以用一种光滑的三维曲面墙来表示,如图３所示.
图中,中心点处密度值最高,沿着网络的可传导路

径,密度逐渐衰减,至与核心C 的网络距离达到

阈值h 时核密度值降为０.
考虑到密度空间分布的连续性以及受平面核

密度的三维曲面可视化方法的启示,本研究提出

了一种网络核密度计算方法,方便密度的三维可

视化.

图３　网络核密度计算模型

Fig．３　Themodelofnetworkkerneldensityestimation

(１)首先将所有道路交叉点和不同等级道路

的分界点等特征点定义为网络节点,利用网络节

点自动分割道路,生成网络弧段,然后将弧段等分

为一定长度的基础线性单元集.这里称基础线性

单元为网络栅格,建立网络节点—弧段拓扑关系

以及网络栅格—栅格拓扑关系、网络节点Ｇ栅格

拓扑关系,构建完整的栅格数据结构.
(２)将网络上离设施点欧氏距离最近的栅格

单元定义为发生元,初始化发生元,定义网络核密

度计算的距离阈值h.
(３)搜索与发生元中心点的最短路径距离小

于h 的邻域栅格,并计算发生元与所有邻域栅格

中心点的最短路径距离,基于选择的核密度方程,
计算发生元在各邻域栅格处的密度辐射值.

(４)重复执行步骤(３),直至所有发生元的邻

域栅格的密度值计算完毕.
(５)计算栅格的所有邻域发生元在该位置的

密度值之和,并将其作为该栅格的核密度值,若栅

格邻域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发生元,则该栅格的核

密度值默认为０.
如图４中弧段上的线性单元是以计算的密度

属性值为z值,并竖立成三维墙.读者可以观察

墙的空间延展特征来直观地获取设施的聚类分布

情况.高墙竖立的局部空间往往是设施聚集的中

心区域,而谷地出现较多的区域一般为某设施服

务影响较小的区域.通过不同类型设施的密度

图,可以分析城市发展的全局规划及局部区域中

设施分布的地理特点.
网络核密度空间分布的光滑程度由距离衰减

阈值h 决定.h 值越大,密度分布就越光滑.h
阈值的确定取决于以下３个因素:①核密度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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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尺度,较大的距离衰减阈值适合表示全局视角

下设施分布的一般聚类特征,若采用较小的衰减

阈值,密度分布的局部差异更突出,适合表示设施

分布的局部特征;②设施点之间的距离,衰减阈值

的大小应与设施数据的离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若采用较小的衰减阈值来分析呈稀疏型分布的设

施数据,核密度图可以提供的信息量与原始散点

图将没有差别;③设施 POI的性质,不同性质设

施在空间所表现的特征尺度不一样,如大型商场

的服务范围比小型便利店的服务范围更大,可以

使用较大的影响范围,获取客观的服务空间分布特

征.事实上,以上规则的几何意义可以表示为:与
中心距离小于阈值h的路径集合属于该中心的“影
响域”,阈值越大意味着中心POI可影响的范围越

广,邻近位置的核密度变化也越平滑,适合于研究

大尺度下地理现象间的交互作用,而小的阈值将使

得辐射密度主要集中在中心附近的小区域范围内,
从中心到影响域边界的密度衰减过程较快,适合于

表达小尺度下个体对象的局部影响力.

图４　网络核密度的三维可视化

Fig．４　ThreeＧdimensionalvisualizationofthespatial

patternofdensityestimatedbythenetwork
kerneldensityestimation

２．２．２　地理约束条件下的核密度计算

任何一个区域的设施分布密度是由该位置受

相邻设施点的服务影响决定的,需要考虑地理空

间约束条件下的服务可达性.本研究考虑在网络

边通达方向、通行能力以及发生元权重的实际条

件下,可通过负载空间权重的约束条件计算约束

网络核密度.

２．２．２．１　网络边通达方向约束

针对不同服务类型的设施,本文扩展了两类

核密度计算方法:第一类是扩展型核密度,该类型

适合于向外提供服务的设施,如披萨的外送店;第
二类是内敛型核密度,该类型适合于吸引顾客的

设施,如停车场.图５为扩展型核密度与内敛型

核密度在边通达方向约束下的几何模型,若路段

通达方向与设施服务方向相反,该路段任意位置

处的密度值则为０.空间权重函数(２)在方向约

束下的扩展方程应为

k′s－ci

h
,x

æ

è
ç

ö

ø
÷ ＝

３
４g(x)１－

(s－ci)２

h２
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g(x)为二值函数(设施服务方向与弧段的

通达方向一致时,函数值为１,否则为０).

图５　道路通达方向约束下的核密度

Fig．５　Kerneldensityestimationunderconstraintof
road’sdirection

２．２．２．２　网络边通行能力差异约束

考虑到各等级道路通行能力的差异性,密度

衰减阈值h 与空间权重的计算可用路径时间替

代路径距离.式(４)、图６分别为网络边通行能力

差异约束下的空间权重计算函数及核密度的几何

模型.如图６所示,除核心点C 外,高等级道路

上设施对邻近各位置的加权核密度值(黑色曲线

f′(s))的 影 响 要 比 常 规 核 密 度 值 (灰 色 曲 线

f(s))大,影响范围也更广

k′s－ci

ht

æ

è
ç

ö

ø
÷ ＝

３
４ １－

(s－ci)２t
h２

t

æ

è
ç

ö

ø
÷ (４)

式中,ht 为基于路径时间的密度衰减阈值;(s－
ci)t 为位置s与ci 之间的最短路径时间.

图６　道路通行能力约束下的核密度

Fig．６　Kerneldensityestimationunderconstraintof
road’sweight

２．２．２．３　设施权重差异约束

城市设施因为规模、商品价格等属性因素的

差异,使其对周围位置的服务影响能力也有区别.
式(５)、图７分别为考虑设施权重条件下的空间权

重函数及核密度的几何模型.图７中,因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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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权重大于１,因此根据式(５)计算的加权核密

度值(黑色曲线f′(s))要大于同位置上的常规核

密度值(灰色曲线f(s)),并且密度衰减阈值h′也

要大于常规阈值h

k′s－ci

h′
,y

æ

è
ç

ö

ø
÷ ＝

３
４n(y)１－

(s－ci)２

h′２
æ

è
ç

ö

ø
÷

h′＝hp(y)

ü

þ

ý

ïï

ïï

(５)

式中,n(y)为密度值的设施权重函数;p(y)为距

离衰减阈值的权重函数.

图７　设施权重约束下的核密度(n(y)＞１)

Fig．７　Kerneldensityestimationunderconstraintof
facility’sweight(n(y)＞１)

综合以上３种约束条件,加权网络核密度的

扩展方程可以表示为

k′(s－ci

h′t
,x,y)＝

３
４g(x)n(y)(１－

(s－ci)２t
h′２

t
)

h′t＝htp(y)

ü

þ

ý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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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应用尺度、点集离散程度以及设施服务性质

等因素是通过确定全局的衰减阈值,从分析的应

用背景、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服务的地理意义

３个方面对密度分析产生影响.在具体的城市环

境中,由于服务对诸如道路方向、通行能力等交通

可达性的需求,中心点对周围路径上的辐射强度

也不是一致的,所以即使确定的衰减阈值相同,约
束下的核密度估计在高等级道路或双向通行道路

上的服务强度也会强于其他可达性差的区域.本

研究通过确定全局的衰减阈值,用路径时间替代路

径距离并在图结构中考虑弧段方向等可达性因素,
可以模拟设施服务在真实道路网络中的分布特征.

３　试验与讨论

基于以上方法,本研究采用 VC＋＋编程语言

开发了网络核密度计算的试验系统,对深圳市街

道网中具有４类不同分布特征(随机型、稀疏型、
区域密集型以及线状密集型)的设施点进行密度

计算.参与分析的道路网络由３７９７７条道路链

段组成,不同分布特征的设施类分别为垃圾污水

处理站、图书馆、银行以及加油站,它们的数量为

４７６、２１５、１５７５、３００.图８、图９为各类设施的散

点图以及网络栅格剖分尺度为４０m 时的核密度

三维立体图.

图８　设施分布散点图

Fig．８　Dotmapsofthefacilities

本研究是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分析点设施在道

路网下的分布特征,因此核密度试验均采用了较

大的衰减阈值,如图９(a)、(b)、(c)、(d)中阈值分

别为３０００m、４０００m、３０００m、３０００m.图８(a)、
(c)、(d)中设施的密集程度要高于图８(b)中的图

书馆类设施,而且图书馆的服务范围较广,以较大

的空间影响区域分析设施的分布特征更符合客观

情况,因此在图９(b)中密度衰减阈值要大于其余

３类设施点.试验将核密度值作为网络剖分栅格

的Z 值,实现了将网络弧段竖立成高低不平的立

体“墙”的可视化表达效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　网络核密度的三维可视化

Fig．９　ThreeＧdimensionalvisualizationofthespatial

patternofdensityestimatedbythenetwork
kerneldensity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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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验中可以看出,基于网络核密度的方法

可以描述不同性质设施点在城市空间分布上的空

间特征、分布模式、影响因素、服务功能等.如图

９(a)所示的呈随机分布的垃圾污水处理站的密度

图,城市网络空间中主要几个区域(即西北、西南、
南、北以及东北方)的密度墙高度近似相同,不存

在突兀的高墙或低谷等非随机分布特征.这类密

度分布结果说明垃圾污水处理站在网络上各位置

出现的概率相当,属于随机型分布模式.从城市

规划的角度,这类现象可以解释为:垃圾污水站与

人们生活密切相关,随机型分布可以照顾到居住

在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有利于垃圾的及时清理

和回收,保证城市环境的整洁.对于图９(b)中的

稀疏型分布密度图,主要区域内墙的高度均比较

低,不存在高墙类型的局部特征.产生这类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图书馆属于城市基础服务设施,集
中分布会导致资源浪费,它的建设选址应能满足

城市各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顾及整个城市空间.
图９(c)所示的密度分布模式则属于区域密集型,
其中西南、南部区域存在突出的高墙密度特征.
通常,银行网点分布集中的区域可视为城市发展

的金融热点,从密度图中可以看到深圳市的经济

活动主要位于前海中心以及福田—罗湖中心,具
有块状集聚、轴状延伸的格局,与深圳市总体规划

内容吻合.加油站在图９(d)中的密度分布属于

线状密集型,其密度高墙主要是沿深圳市区的主

干道排列,即机荷高速、京港澳高速、广深高速、沈
海高速、水官高速以及滨海大道、北环大道.加油

站为经营类设施,它的建设选址以局部交通量为

依据,由于深圳市内机荷高速等主干路是交通量

最大的几个路段,所以加油站呈线状密集的分布

模式符合市场竞争规律.
为了评价核密度估计与样方法、V 图密度估

计对 POI分布的表达效果,图 １０ 选择深圳市

CBD即罗湖中心区作为研究区域,银行设施POI
作为试验数据,样方法以网络弧段作为点数据的

聚合单元,V图密度估计则采用网络 V 图的构造

方法[１３].这里选择数值离散度、非正常单元个数

以及极值单元个数来评价３种方法,如表１所示

(μ 为平均值;σ 为标准差).其中核估计的数值

离散度最大,分布较均匀,说明大部分位置间的密

度值存在差异,且突变情况较少;样方法估计的数

值离散度次之;V图估计由于将POI点周围的密

度视为一致的,使得估计值主要分布于少数数值

区间内.根据数值离散度指标,核密度估计对街

道内部的服务分布差异表现得最为细致[２１Ｇ２３].
样方法由于将 POI点的服务范围限制于单个弧

段内,导致部分街道上的密度值为０,产生非正常

单元.由表１可见,样方估计结果中４６％数目的

统计单元是非正常单元,即表示它们所处的位置

不存在商业服务分布,这显然不符合城市CBD内

金融服务分布的情况[２４].另外,基于V图的密度

结果中有１６个单元为极值单元,这些也是不符合

现实情况的,因为在罗湖中心区内各地段的金融

服务强度都是高度饱和的,并不允许区域与区域

之间的商业分布差异如此悬殊.从以上３个评价

指标来看,核密度估计不存在非正常估计值单元、
极值单元情况,并且在计算结果中,密度在单元间

的过渡较平滑,数值的总体分布更均匀,能更细致

地表达设施服务在空间细部上的分布情况.

表１　研究区域３种密度估计的评价指标

　Tab．１　Evaluationindexofthreedensityestimation
methods

评价指标 样方法 V图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

数值离散度 中 小 大

非正常单元个数
(密度值＝０) １００２(４６％)０(０％) ０(０％)

极值单元个数
(密度值≥μ＋４σ) ０ １６ ０

图１０　以银行设施 POI为例,比较３种密度估计的分析

结果

Fig．１０　Thecomparisonofthethreedensityestimation
methodswithchoosingthebankfacilityPOIas
anexample

４　结　论

在城市网络空间中,设施点的服务功能及相

互联系发生于网络路径而非传统的欧氏距离,仍
然采用欧氏距离进行空间分析是不合理的.鉴于

此,本文研究了基于最短路径距离的核密度计算

方法,并以深圳市４类不同分布特点的设施为例,
实现了基于网络核密度的设施分布密度三维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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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过对试验结果的分析,得到下面的结论:
(１)核密度法是以地理学第一定律为理论依

据探讨点集的空间分布规律,比较样方密度法以

及基于 V图的密度计算方法,核估计的数值离散

度最大,密度值在单元间的过渡更平滑,不存在非

正常估计、极值估计等问题,适合于分析设施服务

空间分布的连续性特征.
(２)本研究给出的约束型核密度估计模型既

能考虑地理实体的空间属性(如空间位置关系

等),又能充分考虑地理实体的非空间属性,如道

路等级、综合实力等,可应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网

络空间分析.
(３)网络核密度法中距离衰减阈值取决于数

据的离散程度、POI设施性质以及设施分布分析

的应用尺度.
(４)网络核密度法是城市空间应用中的一个

重要的统计分析方法,它可以对城市POI设施分

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用三维立体可视化形式展示

分布热点、分布密度、分布趋势等特征,为城市规

划及城市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然而对于大数据量的POI网络计算,样方法

与基于 V图的密度法由于算法原理简单,效率较

核密度法更高.后续研究将考虑几何算法的分治

(divideＧandＧconquer)办法或其他优化处理策略,
通过建立栅格切片将耗时的核密度计算分解为多

个独立的并行过程,提高算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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