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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航空网络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该文研究了中国城市航空网络,

关键词

其中城市是节点, 具有直航航班之间的城市相互连接. 实证数据发现, 该航空网络度分

航空网络

布是双段幂律的. 通过对优先连接模型进行数值分析, 该文发现无论是以几何距离还

复杂网络

是以城市规模做为优先连接的指标, 都无法再现该网络的度分布特征. 该文猜想城市

演化模型

经济发展程度主要决定了该城市在航空网络中的地位. 偏相关分析表明第三产业产值

优先连接

与航空客运量的相关程度最高. 基于此, 该文建立了以第三产业产值作为优先连接指

经济因素

标的航空网络演化模型, 该模型很好地再现了实证网络的拓扑特征. 该文成功将网络
节点的外部特征引入网络演化模型中, 拓广了网络演化模型的研究视野, 不仅提出了
航空网络演化机制新的解释, 而且对于网络建模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从 1914 年美国首次开辟坦帕到圣彼得斯堡的定

服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当今最成功的行业

期航班开始, 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不断改进

之一, 从运输广度、深度和速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其他

和完善, 提高了运载能力、航程和速度, 也推进了世

运输方式. 考虑到其重大的社会经济价值, 研究航空

[1]

界范围航空网的形成 . 区域经济利用航空运输, 可

网络的结构, 特别是航线连接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

以超越地理空间界限, 大跨度地直接参与国际分工

意义.

和国际经济大循环, 在世界范围内吸纳和集聚生产

航空网络结构的研究范围很广, 涉及的学科众

力的各种能量和要素. 作为 21 世纪的新兴行业和交

多, 包括经济[2]、地理[3]、交通[4]、运筹[5]和物理等[6~10],

通运输的基础产业, 航空运输业的发展和在技术与

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航空网络的特征、设

引用格式: 刘宏鲲, 张效莉, 曹崀, 等. 中国城市航空网络航线连接机制分析. 中国科学 G 辑, 2009, 39(7): 935—942

刘宏鲲等: 中国城市航空网络航线连接机制分析

计、不同结构的优劣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

意选择的节点恰好有 k 条边的概率. 由图 1 可见, 在

研究. 为了了解航空网络的形成机制, 研究者们设计

这个网络中, 节点度服从双段幂律分布. 事实上, 池

了模型以重现网络的特征. Guimerà 等人同时考虑优

丽平等人在 2003 年对美国航空网作了统计分析, 并

先连接的机制和距离的限制解释了航空网络的度分

指出其节点度服从双段幂律分布 [9]; 李炜和蔡勖在

布和介数分布 [6,10], 与传统的仅仅以节点的度为驱动

2004 年研究了以机场为节点(本文以城市为节点)的

, 此模型通过引入距离函数,

中国航空网, 发现该网络度分布也是双段幂律的 [8];

充分考虑了拓扑最短距离和几何最短距离的竞争关

Guida 和 Maria 在 2007 年实证研究了意大利的航空网

系, 这也是目前带有几何限制的交通网络建模的一

络, 并指出该网络也具有双段幂律的度分布[15]. Reed

个重要框架[12]. Barrat 等人则考虑了点权优先连接机

在 2004 年的文章中讨论了双段幂律分布的物理意义

的网络演化模型不同

[11]

[7]

制和边权的动态分配 .

和定义[16],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事实上, 上述模型都只考虑了节点的拓扑和几
何性质, 而忽略了航空网络中节点的社会属性和经
济属性. 虽然模型能够再现部分航空网络统计结果,
但是偏差很明显 [13]. 目前还没有文献对影响航线连
接的外在因素(指不由网络本身表现出来的性质, 例
如相应城市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等)进行系
统的研究. 本文发现基于第三产业产值的优先连接
机制可以再现真实的中国城市航空网络结构, 而距
离和人口的因素并不能导致现有的网络结构. 此结
论不仅对航空网络的演化机制提出了新的解释, 而
且对于网络建模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

中国城市航空网络的结构特征
本文研究的中国城市航空网络以通航城市为节

图1

中国城市航空网络的节点度分布

本图采用 Zipf 画法, 纵坐标为节点的度, 横坐标为该节点的度在
所有数据中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17]

点, 两个城市间的直飞航线为边(不包括有经停机场
的航线), 共包含 121 个节点和 1378 条边[14]. 统计数
据涵盖了国内主要航空公司, 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东方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

2 以距离和规模作为优先连接的指标无法
再现航空网络度分布特性
自然、技术和社会系统中很多复杂网络幂律度分

山东航空公司、四川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和厦门

布的出现都与优先连接机制有关, 最为成功的例子

航空公司, 在 2006 年提供的所有航班. 对于城市有

就是 Barabasi-Albert(BA)模型[11], 该模型以节点度为

一个以上机场的将其数据合并, 例如, 上海有虹桥机

指标, 通过优先连接机制, 生成了幂指数为 3 的度分

场和浦东机场, 重庆有江北机场和万州梁平机场. 统

布. 但是, 中国城市航空网络的度分布服从双段幂律

计数据中只包括行政级别为县级市及以上的城市,

分布(如图 1), 意味着简单的 BA 模型无法很好地再

但不包括香港和澳门.

现该网络的度分布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 航空网络

该网络的平均度为 11.388, 也就是说, 平均每个

的连接机制中必然包含了节点已有连接密度(节点度)

城市与其他 11 个城市有直接的航空联系. 网络中度

以外的其他因素. 事实上, 城市之间总是在持续不断

最大的 5 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 网

地进行物质、能量、人力和信息的交换. 当两个城市

络的平均最短路径长度 L=2.263, 直径 D=4, 簇系数

间满足互补性和可运输性并导致某种要素的移动,

C=0.748, 表明中国城市航空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小世

同时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没有中间干扰机会时, 两个

界网络. 网络中节点的度分布 P(k), 描述的是一个任

城市间就会产生相互作用 [18]. 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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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中体现为城市之间建立航线, 其大小表现
为航线上的流量大小. 地理经济学给出了关于城市
空间相互作用规律的多种解释模式, 但不论是引力
模型、潜力模型还是其他, 影响两个城市空间相互作
用的因素都主要包括两个城市之间的几何距离以及
两个城市的质量, 其中, 城市的质量既可以用社会指
标表示, 如人口等, 也可以用经济指标表示, 如 GDP
等.
下面, 我们在一个一般的优先连接网络模型框
架下研究距离和人口对航空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
假设模型具有和实际中国城市航空网络相同的规模
(121 个节点和 1378 条边), 开始的时候这些节点之间
没有连边, 之后每次选择两个节点, 并在其间连一条

图2

本图对应于 2004 年人口数据, 由于 2001~2004 年的人口规模较稳
定, 采用其他年份的数据所得模拟结果类似

边. 这个操作执行 1378 次, 直到模型和真实网络具
有同样多的边. 我们总是保证每一个节点至少连接
了一条边, 这可以在网络最初的若干次操作中分别
强制选中一个尚未连边的节点来实现. 我们所用的
城市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
2005》, 而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的经纬度, 通过近

以人口作为优先连接概率因素的模型度分布

边生长网络 , 与航空网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 当 α = 10
的时候, 网络中只有短程连接, 更不符合航空网络结
构特点. 论文中呈现α = 2 的结果, 是在这个区间内相
对 而 言 符 合 较 好 的 情 况 . ( ⅱ ) 指 数 函 数 F (rij ) =

似地将地球看作一个标准球体, 并利用球面距离公

exp(r / r× ) [19], 其中 r× 是特征距离, 此处我们取两个例

式求得.

子 r× = 637 公里及 r× = 6371 公里 ( 地球平均半径 R =
只考虑人口的因素. 在两个已存在节点

6371 公里). 考虑更大的特征距离缺乏合理性. 如图 3

i 和 j 间建立新边时, 这两个节点被选择的概率正比

所示, 无论是指数还是幂律形式, 模型得到的度分布

于两个城市人口之积:

都与真实网络相去甚远, 事实上, 图 3(a)和(b)所显示

模型 1

Π ij ∝ Pi Pj ,

(1)

范围尝试了其他的 α 和 r× 值 , 以及更复杂的 F (rij ) 形

这里, Pi 代表城市 i 的人口.
可以看出, 数值模拟结果(图 2)与真实网络的度
只考虑距离的因素. 在两个已存在节点

1
,
F (rij )

素的函数形式 , 根据该函数控制网络的生长可以再
现重要的统计特征. 但是, 真实的网络并不是按照某

i 和 j 间建立新边时, 这两个节点被选择的概率为

Π ij ∝

式 , 均不能得到与实际网络相符的度分布 . 当然 , 完
全有可能精心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仅仅包含距离因

分布图(图 1)相差甚远.
模型 2

的度分布无法用双段幂律形式拟合 . 我们也在合理

种精心预设的函数在生长 , 当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2)

这里 F(rij)是两个城市间地理距离 rij 的增函数. 本文
研究两类距离函数形式: (ⅰ) 幂函数 F(rij) = r α [6], 其
中参数α 不能取太大的值, 否则长距离的航线都没有

足够复杂的时候, 我们也很难从这个“成功的函数”里
面获得真正的关于演化机制的认识 . 这一点也适用
于后面的关于模型机制的讨论.
另外, 同时考虑人口和距离的作用, 在两个已存

办法建立 , 网络就只包含最近邻连接 ; 参数 α 也不能

在节点 i 和 j 间建立新边时 , 这两个节点被选择的概

取太小的值, 否则距离长短与否影响不显著. 本文在

率为

仿真中对幂指数α 取了相当广泛的一个范围, 包括从

0.1 到 10 多个值. 在α = 0.1 的时候, 距离影响基本消
失 , 网络生长类似于仅具有优先连接机制的内部连

Π ij ∝

Pi Pj
F (rij )

.

(3)

我们进行了大量数值实验 , 发现在 (3) 式的框架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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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以距离作为优先连接概率因素的模型度分布图

(a) 幂函数形式距离, 其中α=2; (b) 指数函数形式距离

下也无法重现真实网络的度分布特征.

本质的联系 . 要准确地反映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内

3 经济因素决定了城市在航空网络中的地位

在联系, 需要进行偏相关分析(关于相关性分析、偏相
关分析和双尾 t 检验的细节可参考文献[20]).

本文将经济总量分解为三次产业的产值 , 分别

偏相关分析是指, 在诸多相关的变量中, 剔除了

讨论全国 1989~2004 年三次产业的产值与航空客运

(控制了 )其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变量的影响后 , 两变量

之间的相关性(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 并进

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 剔除了一个变量 Z 的影响后,

行偏相关分析.

两个变量 X 和 Y 之间的偏相关系数是

Pearson 相关系数 r 是用来检验两个变量 x 和 y

rxy , z =

是否相关的参数, 定义为:
rxy =

∑ ( xi − x)( yi − y) ,
2
∑ ( xi − x)2 ( yi − y)

−1 ≤ rxy ≤ 1,

(4)

其中 xi 与 yi 为变量 x 和 y 的样本, x 和 y 为变量 x 和

y 在给定样本下的均值. r 为正值时, 两变量间为正相
关; r 为负值时, 两变量间为负相关; 相关系数的绝对
值 | r | 愈大 , 两变量间相关程度愈密切 . 但由于会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 这种相关系数反映的往往是非
938

rxy − rxz ryz
(1 − rxz2 ) (1 − ryz2 )

.

(5)

三次产业产值和航空客运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1990~2005》, 分析中所用 3 次产业的产值
都已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1985 年不变价). 第一、第
二产业产值与航空客运量的相关分析以及偏相关分
析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到, 第一产业产值和航空客运量的
相关系数为 0.972, t 检验显著性概率为 0.000; 第二产
业产值和航空客运量的相关系数为 0.989, t 检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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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产业产值与航空客运量相关系数表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与航空客运量直接 Pearson 相关系数
0.972
0.137
0.989
0.322

直接相关
偏相关(控制变量为第三产业产值)
直接相关
偏相关(控制变量为第三产业产值)

双尾 t 检验显著性概率
0.000
0.626
0.000
0.261

性概率为 0.000, 说明第一、第二产业产值与航空客
运量之间都高度相关.
但是剔除第三产业影响后做的偏相关分析却发
现, 第一产业产值和航空客运量的相关系数为 0.137,

t 检验值为 0.626>0.05, 说明没有显著的可能性认为
第一产业产值与航空客运量之间有相关关系 . 说明
第一产业通过第三产业与航空客运量相关 . 同样地 ,
在不考虑第三产业后 , 第二产业产值和航空客运量
的相关系数为 0.322, t 检验值为 0.261>0.05, 也没有
显著说明第二产业产值与航空客运量之间有相关关
系 . 表明第二产业依然是通过第三产业与航空客运

图4

以第三产业产值作为优先连接指标得到的航空网络
度分布图

量相关.
以上结果说明 : 城市的流通和服务业的规模对
于航空客运的重要程度将可能会对航空公司计划安
排航线产生作用.
既然第一、第二产业都通过第三产业与航空客运
量相关 , 那么第三产业产值是否会对中国航空网络
的结构也产生主要的影响呢?
模型 3

只考虑第三产业产值的作用. 在两个节

点 i 和 j 间建立新连边时, 这两个节点被选择的概率为
Π ij ∝ TI i × TI j ,

(6)

这里 TI (Tertiary Industry)表示第三产业产值.
图 4 给出了按照(6)式进行数值模拟的结果, 将
图5

此图与真实网络的度分布图相比较 , 发现结果拟合
很好(见图 5). 该结果暗示第三产业产值影响了两个
城市之间航线的连接 , 如果两个城市的第三产业产

双段幂律拟合效果比较 a)

表2

真实网络

值都高 , 那么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建立航线的概率就
大, 反之则小.
表 2 总结了真实网络和仿真网络双段幂律的拟
合效果 . 由于以距离为优先连接指标的仿真网络无

度分布对比图

KC
γ1
γ2

29
−0.47
−2.07

以人口为优先连接指 以第三产业产值为优先
标的仿真网络
67
−0.57
−2.74

连接指标的仿真网络
35
−0.41
−2.57

a) KC 表示交点横坐标, γ1 和 γ2 表示幂指数

法用双段幂律拟合 , 故此处我们只比较了以人口和
第三产业产值为优先连接指标的两个仿真网络 . 通

进一步分析, 仿真网络的平均距离 L=2.10, 直径

过表 2 可以看到, 以第三产业产值为优先连接指标可

D=4, 簇 系 数 C=0.511, 尽 管 和 真 实 网 络 的 簇 系 数

以更好地模拟真实的网络.

0.784 有差距, 但已经表明该网络具有明显的聚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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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表 3 是真实网络和仿真网络统计性质的对比.

的因素进行仿真, 结果发现, 以城市的第三产业产值
为驱动因素生成的航空网络与真实网络非常类似 .

表3

真实网络与仿真网络的统计特征对比

度分布
网络平均距离
网络直径
网络簇系数

真实网络
双段幂律分布
2.22
4
0.784

这个结果表明 , 现有的中国城市航空网络在网络规

仿真网络
双段幂律分布
2.10
4
0.511

模的不断扩大中, 实际上遵循了一个隐含的规律: 在
考虑航线连接时 , 城市的流通和服务行业的规模是
一个重要的指标 , 其影响超过了城市的人口数和城
市之间的距离. 该结论有重要意义, 可以为中国航空

这些网络的统计性质表明 , 在中国城市航空网

公司建立新航线提供理论借鉴 . 在以前关于网络模

络中 , 节点的第三产业产值是影响网络结构的重要

型的研究中 [24,25], 节点连边的影响因素都主要来源

因素 . 事实上 , 一个城市的流通和服务业越发达 , 就

于网络自身几何和拓扑的因素 , 一般不考虑外在于

越有可能以各种方式与其他城市发生联系.

网络的其它属性. 这是因为传统物理学的模型, 讲究
自洽和自证. 也就是说, 如果要通过一个模型再现一

结论

4

个系统的某些几何特征 , 那么模型所能够使用的参

通过对人口和距离建立优先连接的概率模型进

数就应该只是一些几何参数和一些自由参数 , 而不

行仿真, 结果发现, 人口和距离对中国城市航空网络

倾向于引入一些外在于几何特征的参量. 但是, 真实

航线连接的影响都不显著 . 如果从层次性的角度来

系统, 或者说复杂系统, 往往没有经典的物理系统那

看 , 受地理因素强烈影响的网络是缺乏层次性的 [21].

么简单 . 而且 , 复杂系统的主要特征之一 , 就是开放

但文献 [14]分析网络的簇度相关性时发现 , 中国城市

性 , 和外界有相互作用 , 受外界环境影响 . 航空网络

航空网络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 , 说明距离对中国城

本身是一个社会经济产物 , 社会经济因素必然是其

市航空网络的作用并不显著 .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中非常重要的内在驱动因素 , 因此本文选择用经济

了尽管距离在中国城市航空网络中是一个重要的参

因素作为模型演化生长的重要动力 . 通过引入第三

数 , 但是它的作用并不足以影响网络的结构 . 然而 ,

产业产值 , 本文成功再现了真实城市航空网络的结

在世界航空网络中 , 同时包含度和距离的优先连接

构特征 , 展现了利用外部属性建立网络模型的可行

[6]

[7]

模型 以及包含点权和距离的优先连接模型 却重现

性和重要性 . 这种尝试体现了网络建模方法论的新

了真实网络的重要性质, 意味着节点的度、权重和节

思路——从封闭系统的建模到开放系统的建模. 它可

点间的距离在影响航线连接上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

以拓展网络建模研究的视野,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所研究的世界航空网络的

尽管本文所讨论的是交通输运网络的建模 , 但

节点数多达 3800 个, 度分布为幂律分布 [6,7,10,22]; 而

是本文所设计的模型, 并不能用来解释公路网络[26,27]

中国[8,14]、美国[9]和意大利[15]的航空网络节点数从 42~

和铁路网络 [28]. 这是因为公路和铁路网络的边是实

215 不等, 度分布都是双段幂律分布; 印度航空网络

际的物理连接 , 而在航空网络中 , 边是虚拟的 , 并无

的节点数虽然小于 100, 度分布却又类似世界航空网

物理连接 . 事实上 , 对公路和铁路网络来说 , 由于距

[23]

. 可见, 全球航空网络和一国的航空网络在拓扑

离带来的成本对网络拓扑性质有明显的影响 , 度分

结构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 不同国家的航空网络在结

布不是无标度的 , 而呈指数下降 . 我们认为 , 复杂网

构特征上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 这既有可能是规

络的研究正在经历从发现不同网络共性到深入挖掘

模带来的差异 , 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同国家地区航空

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网络的特性这一过程 . 在开展复

络

运输业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 . 由于航空网络真实生

杂网络研究的最初几年 , 推动研究的主要力量是隐

长动力学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黑匣子 , 目前

藏在各种各样网络中的统计共性, 例如小世界现象、

尚无法断言国内航空连接和国际间航空连接以及其

无标度效应、社团结构等等; 最近两三年, 大量的研

他国家航空连接是否在产生机制上存在本质的不同.

究开始关注一些有代表性的网络具有的不同于其他

以城市的第三产业产值作为优先连接概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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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计算机互联网独特的外围增长激励机制 [30], 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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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 , 特别是与之对应的社会经济指标 ( 人口 ,

现象, 等等. 正是受这种

经济发展水平等等 ), 并对这些网络进行类似的分析 ,

从一般到特殊, 从共性到个性的研究趋势的影响, 我

找出这些航空网络生成机制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 是

们深入研究了中国城市航空网络的连接机制 . 共性

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计划. 另外, 本文是基于一维数据

和个性是辩证的统一体, 发现共性很重要, 凸显个性

分析航空网络的平面特征 , 航空网络具有的空间效

也很重要 , 如果只强调普适性 , 那么 “ 天下网络一般

应还没有被研究到, 在今后的研究中, 将利用城市的

黑”, 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说, 本文的意义, 并不在于

二维空间数据分析空港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结

发现了适用于所有网络 , 或者所有航空网络的某种

构特征 , 亦即建立中国航空网络的空间计量经济学

“普适性”, 而是在于以一种简单新颖且具有启发性的

模型 . 将外在的经济因素与其他的优先连接模型结

方法 , 解释或部分解释了中国城市航空网络的连接

合 , 以及考虑航线建立对节点城市的经济推动从而

形成机制.

探讨网络结构演化与节点特征以及网络功能的反馈

学家合作网的富者俱乐部

收集更多世界航空网络和其他各国航空网络的

和互动作用, 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兴趣和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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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nect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ity
airline network
LIU Hongkun1, ZHANG Xiaoli2, CAO Lang3, WANG Binghong4,5, ZHOU Tao4,6
1

School of Statistics, South 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0, China;
3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Informatics, Graduat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153-8505, Jap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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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lex System Scienc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6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Frigourg, CH-170 Fribourg, Switzerland
2

Airline network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economic and society. We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city airline network, where nodes and edges denote cities and direct fights, respectively. Empirical data shows a double power-law degree distribution. Extensively numerical study on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mechanism indicates that neither the shorter geographical distance nor the
larger city size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perferential ingredient. We think the economic level
mainly determines the role of a city in the airline network.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ize of tertiary industry has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the throughput of
air-transportation of a city. Accordindly, we propose a model for airline network with the output
value of tertiary industry the preferential ingredient, which can reporduce the double power-law
degree distribution very close to what we observed in the re al network. Our work highlights the
role of external features of nodes in determining the network topology,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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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planation of the underlying connect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ity airline network, but
also extends the horizon of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network modeling.
airline network, complex networks, evolution model,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economic ingre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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