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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urban is affected by the rapidly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especially
about urban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We used network density, centrality and cohesive subgroup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study the affection of Guangxi urban network structure, highspeed railway in operation in 2013/2017. Result shows: Relation, valid connection increases after
high-speed railway in operation of Guangxi urban network and urban overall relation enhances. The
centrality degree increases. The relation enhances between city and distance of spatial relation
shortens significantly between city. Nanning, Liuzhou, Guilin and Yulin in a strong and central
position, affect other cities, and affected by other cities greatly. Four substructures forms, which have
great internal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greatly between 1, 3 and 4 cohesive sub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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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对广西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
甘富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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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结构。为研究高铁建设对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广西为研究
区域，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中心度、凝聚子群分析2013、2017年两个时间
点，高铁开通对广西城市网络结构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高铁开通使广西城市网络密度、
有效关系数增加，城市网络整体联系增强；城市度数中心度增加，城市间联系增强。南宁、
柳州、桂林、玉林对其他城市影响、受其他城市影响大，处于城市网络中的强势地位、中心
位置；城市网络中形成了4个城市子群，子群内联系强，子群帮派化特征明显。
关键词：网络结构；社会网络分析；高铁；广西.

1. 前言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频繁，城市在空间上的网络
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城市网络结构的研究页不断受到重视。通过梳理城市网络结构的研究，
可以发现：研究区域方面，对城市群的研究较多多，特别是对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研究(1,2)，
也有对城市集群(4)、经济区带(5,6)研究。研究方法方面，基于城市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的
经济联系，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城市网络结构的研究是目前受关注的研究方法(1,3)，
其研究文献在近几年大量增加。由于城市引力模型欠缺对城市间联系差异的考虑，学者引入
调整参数进行修正(1,3,7)。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从网络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1,3,4.8,9)
分析城市网络结构进行研究。总的来看，目前对于城市空间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偏重于对城
市群的研究，缺少对行政区域内城市网络结构的研究；对中心性中的接近中心度的分析存在
一些概念理解上的误差，现有研究多认为接近中心度值较大的城市接近中心度高(1,8)，但回
顾《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对于接近中心性的描述：“注意，接近中心度的值越大，则说明
该点不是网络的核心点”，说明接近中心度的值与点的网络核心地位成反比。随着高铁时代
的到来，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拉近，经济联系更为强烈、频繁，对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巨大。
目前对高铁大规模开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鉴于此，以广西为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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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修正的城市引力模型，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凝聚子群分
析高铁开通对广西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
广西是我国沿边、沿海、沿江的西部经济落后地区。2017年上半年南宁至玉林动车线运行，
广西除河池、崇左两市未通高铁外，其余的12个地级市都有高铁通达。高铁的开通改变了城
市的时空距离。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广西14市分为4大
城镇群。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包括：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结构等分析方法。社
会网络分析在社会学网络分析研究中的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空间上，城市可以可以作为一个
点。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着时间、空间上的距离，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如人
口、资金、商品等流动而形成的真实的联系，也存在信息、资金等虚拟的联系。空间中的城
市都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真实、虚拟的经济联系，从而这些联系与城市构成了空间上的城
市网络结构，特别是城市群、城市集群、经济区等城市联系更为密切、强烈的网络。社会网
络分析，可以对城市在空间上形成的网络结构进行深刻的研究。目前，社会网络分析成为了
城市网络结构研究的热门方法。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 Ucient6.1，从网络密度、中心
度、凝聚子群3方面分析广西城市网络结构变化情况。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凝聚子群的计
算公式见《社会网络分析导论》。
2.1.1城市引力模型
测算城市间的联系需要借助城市引力模型。城市引力模型由国外学者杰弗逊和哲夫借助万有
引力公式提出，在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等方面广泛采用。由于城市间在经济体量、人口、距
离上的差异，使得城市间的联系存在不等性，一般城市引力公式缺乏对这些差异的考虑，参
考已有研究(1,3)，引入参数对城市引力公式进行修正。
2.1.2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由点、点与点的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点、点与点关系、社网络的研究。
网络密度表征点与点在网络中的关系数、联系的强弱。网络密度越高，则网络中点与点的关
系越多，点与点的联系越强，网络的整体联系更密切、强烈。度数中心度描述点在网络中与
其他点联系的强弱。点在网络中与其他点的直接联系越强，则点在网络中的度数中心度的值
越大，点的度数中心度越高，处于强势地位。点与点之间的联系强弱存在差异。某些点之间
的联系密度度大，则存在一种“帮派”，称之为子结构、子群。子群之间的联系密度也存在
差异。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分析网络中存在的“帮派”，及各“帮派”之间的联系差异。
2.2.

数据来源

2013年未开通高铁时，若两市之间有直达火车则以直达最短耗时作为最短旅行时间，若无直
达火车，则按照同站最短换乘耗时作为最短旅行时间。2017年则按照两市之间直达高铁最短
耗时作为最短旅行时间，若无，则优先同站换乘一次最短耗时最为最短旅行时间。换乘候时
也算入乘车耗时。根据尖峰时刻2013版搜集2013年广西未开通高铁时城市之间的最短换乘时
间；根据智行火车票4.0.2版搜集广西2017年12市通达高铁之后的最短换乘时间。2013年14市
常住人口及 GDP 源于2014年广西各市统计公报。2017年14市常住人口及 GDP 以2016年各市统
计公报的常住人口及 GDP，根据2016年各市常住人口增速、GDP 增长率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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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网络密度分析

根据空间联系矩阵在 Ucient6.1中计算得到广西城市网络加权网络密度。由于城市网络结构
中，各城市之间必定存在空间联系。为更深入的分析高铁开通带来的广西城市网络整体密度
的变化，以2013年的加权网络密度为基准，假定城市间经济联系值大于12.25，则判别为城市
之间存在有效关系。在 Ucient6.1中计算二值化后的网络密度、关系数，得2013/2017年城市
网络密度

年份
2013
2017

表1. 2013/2017年广西城市网络密度
加权网络密度
二值网络密度
有效关系数
12.25
0.27
49
34.54
0.57
103

理论关系数
182
182

从表1可知，2013年城市网络加权网络密度为12.25，二值网络密度仅为0.27，有效关系数仅
为49个，说明广西2013年广西城市网络整体的网络密度低，各城市之间的有效联系低，城市
网络呈现整体联系薄弱的状态，城市空间联系网络化不明显。随着2017年12市通达高铁，城
市网络加权密度增至34.54，二值网络密度增至0.57，城市间的有效关系数达103个，说明高
铁的开通显著的改变了广西城市网络的整体联系，城市网络整体联系增强，城市间的有效联
系得到了明显增加，城市网络呈现整体联系强化，城市空间联系的网络化特征凸显。
3.2.

中心度分析

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存在着方向和大小的差异，因此进行中心度分析可以分析城市网络中各城
市点的中心度变化，利用 Ucinet6.1计算不同时点城市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度数点出
度表示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空间联系，表征城市对其他城市产生的影响；度数点入度表示城市
接受来自其他城市的空间联系，表征城市受到其他城市的影响。从点出度看，2013年，南宁、
柳州、桂林、玉林4市的点出度较高。南宁点出度远高于其他城市，达613，柳州次之，桂林、
玉林2市点出度相差不大，其余城市点出点偏低，说明广西城市网络中存南宁、柳州、桂林、
玉林是广西城市网络中的主要点，对其他城市产生的空间联系较强。2017年，高铁的开通改
变了城市间的时间距离，使得城市的点出度普遍增加。南宁、柳州、桂林、玉林4市点出度远
高于其他城市，点出度增量也多余其他城市，说明高铁的使得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缩短，虽
使得城市的点出度增加，但对网络中主要城市的点出度的增加更加明显。南宁、柳州、桂林、
玉林4市在城市网络中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增强，巩固了4市在网络中的主要地位，呈现“强者
更强”的马太效应。从标准差系数看，2013年为0.99，2017年为1.05，也反映了高铁开通对
城市网络中主要城市对其他城市影响的强化作用。
总之，高铁的开通使得各市的度数点出度、度数点入度增加，但对不同城市的影响不一。南
宁、柳州、桂林、玉林4市点出度、点入度的持续增加。点出度与其他城市的差距拉大，一方
面对其他城市产生的影响大，一方面更易聚集其他城市的要素，使得4是在广西城市网络中的
“权力”不断强化，处于强势地位。其余城市与4市的点出度差距拉大，点入度增加，但因点
出度均小于点入度，受其他城市影响增加，要素易向其他城市流动，在城市网络中“权力”
弱化，处于弱势地位。
3.3.

凝聚子群分析

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网络中城市相互联系密切、联系强度较大的子团体。在
Ucinet6.1中，利用 Concor(迭代相关算法)进行非重叠性的凝聚子群分析，2013年广西城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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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存在4个子群。1子群包括南宁、柳州、桂林、来宾、河池、百色6市；2子群包括梧州、玉
林、贺州、贵港4市；3子群包括北海、防城港、钦州3市，4子群则是崇左1市。从表5看，2013
年4个子群的密度均较小，最大仅为1子群的25.87，其余子群密度均小于加权网络密度。子群
与子群间的密度也较小，崇左则单独列出，说明2013年广西城市网络中存在4个子群，且子群
内、子群与子群间的联系均较弱，城市网络结构松散、整体联系弱。随着2017年12市通达高
铁，从图2看，城市子群的“帮派”发生分化，南宁、百色、崇左3市形成1子群；钦州、防城
港、北海3市形成2子群柳州、桂林、河池、贺州3市形成3子群；梧州、玉林、贵港、来宾4市
形成4子群。4个子群的密度均较大，且都大于加权网络密度，说明4个子群内的城市联系强度
较大，城市网络中的“帮派”化特征显现。1子群对其他子群空间联系的密度、受其他子群空
间联系的密度均较大，说明1子群与其他子群的相互联系较强。2子群密度偏小，对1、3、4子
群的空间联系密度小，且受3、4子群的空间联系密度也小，与其他子群的相互联系较弱。3、
4子群与2子群的相互联系较弱，对其他子群空间联系密度、受其他子群空间联系密度均较大，
与其他子群的联系均较强。
总之，高铁的开通使得广西城市网络中的子团体发生了变化。子群密度增加，子群联系强度
增加，出现了4个新子群，子群的“帮派”化特征显现。除2子群与其他子群的相互联系较弱
外，其余子群的相互联系均较强，城市网络结构较为紧密，整体联系较强。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中心度、凝聚子群分析了高铁的开通对广西城市网络
结构产生的影响。城市网络密度相比2013年，有了较大增加，城市的有效联系数增加，城市
网络的整体联系增强。从中心度看，城市的度数中心度增加，城市对其他城市影响、受其他
城市影响均有提升，城市的整体联系强度增强。南宁、柳州、桂林、玉林4市在城市网络中的
地位不断强化，对其他城市的影响较大，其余城市的地位相对弱化。城市的接近中心度下降，
城市间的空间联系距离拉近，主要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空间联系距离更近，对其他城市产生影
响、受其他城市影响更为方便，处于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其余城市因处于弱势地位，受
其他城市空间联系距离近，易受其他城市影响，处于网络中的“边缘”位置。从凝聚子群看，
高铁的开通使原本“帮派”不明显，子群密度不大，与其他子联系不强的结构松散城市网络，
演变为子群密度较大，子群内联系较强，且1、3、4子群相互联系较强的城市网络，从而形成
了“帮派”化特征明显，子群结构较为紧密的4个子结构。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从网络的密度、中心度、子群等对区域体系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对于研究地区城市网络结构具有较好的方法参考、借鉴。仍需注意的是，对城市空间联系的
测算，仅粗略考虑了人口、GDP 这类量的指标，引入人均 GDP、人均消费支出等质的指标，可
以精准的测算出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城市网络结构的分析，基于时间段的动态演变分析，可
以更具体、细致的分析城市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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