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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 2019 年文化设施 POI 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最邻近指数和核密度估计相结

合的方法，首先测度了西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基于区位选址理论，结

合空间权重矩阵的思想，对比分析了高效化要素和均等化要素对西安市文化设施集聚

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西安市文化设施呈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钟楼

+ 小寨的双核心”空间集聚 ；第二，相较而言，以人口密度为代表的均等化要素能更

好地解释西安市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且这一影响对经营性文化设施更为明

显，而以交通便利程度为代表的高效化要素对于衡量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促进作用更

强，尤其是对于公益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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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oint of interest (POI) data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2019, we firstly used a 
combination measurement of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analysis,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d nuclear 
density estimation to measur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Xi’an. Then 
we analyze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is spatial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ocation selection 
and the idea of spatial weight matrix. The results are: First, cultural facilities in Xi’an are basically 
characterized by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ir agglomeration space is “double core that includes the 
Bell Tower and Xiaozhai in Xi’an”. Seco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zation represented by population density 
can better explai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 cultural facilities inside the core agglomeration area. While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represented by the degree of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can better explai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 cultural facilities outside the core agglomeration area.
Key words: spatial agglomeration; cultural facilities; spatial weight matrix; equalization; Xi’an

0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城市内部出

现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这些集聚

的空间多出现于工业和商业，以工业

园区和商圈的空间形态加以呈现 [1-2]。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文

娱旅游等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我国城

市文化设施的需求也持续增加 [3]。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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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工业和商业区位选址中仅追求

高效化以形成空间集聚的常规形态不

同，城市文化设施区位选址还需侧重

公平原则，特别是《国家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公共服

务均等化理念以来，文化设施的空间

形态已开始出现均匀分布的趋势 [4-5]。

那么现阶段，我国城市文化设施是否

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集聚的

空间在哪里？为什么会形成这一集聚

的空间？

文化设施是指城市文化活动所发

生的空间以及必要的设备 [6]，可以划

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其中公益

性文化设施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用

以满足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包括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会展中心、

老年活动中心等建筑物、场地和设备；

经营性文化设施以追求盈利为目的，

同时满足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包括

影院、剧院等。已有探讨城市文化设

施的研究多关注文化设施的空间形态

或其通达性议题，专门探讨文化设施

集聚特征的研究较少且仅分析其空间

集聚现状 [7]，缺乏对相关影响因素的

探讨。不仅如此，相关经验研究多分

析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缺

乏对内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城市的实

证研究。

西安市作为十三朝古都，不仅具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我国内

陆地区快速发展且具有战略地位的国

家中心城市 [8]。如何以文化设施合理

配置为导向，提升西安城市居民文化

生活质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

本文基于区位选址理论，选用 2019

年 3 月获取的文化设施 POI 数据，将

文化设施区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测

度西安市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现状 ；结

合空间权重矩阵的思想，探讨交通便

利程度和镇街尺度的人口密度对西安

市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现状的影响。这

一研究不仅将丰富区位选址理论在中

国内陆城市的应用，也将为地方政府

制定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等相关政策与

规划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
多数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文化设

施多呈向心式空间集聚 [6,9-11]，不论是

通过统计数据还是网络 POI 数据 [6-11]，

不论是选用空间统计法还是核密度分

析法，相关研究均证实了这一发现 [10]。

城市商业与公共服务设施多呈空间集

聚分布的现状 [12-13]，也为城市文化设

施的空间集聚特征理论提供了现实支

撑。然而，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

的提出，我国城市文化设施的向心式

单核集聚格局发生转变，集聚的空间

开始向周边腹地延伸 [13]，形成从单核

到多核的演变趋势 [14]。例如，北京

市的文化设施已从最初的二环以内向

心集聚转变为沿三环线分散集聚 [6,11]，

而西安市的文化设施也从最初的以钟

楼为核心的单核集聚转向 2010 年以

来以“大钟楼→小小寨”为半径的圈

层集聚 [15]。

区位论是解释城市文化设施空间

集聚现状的基础理论。其一，商业区

位选址多关注城市交通便利程度和空

间邻近性两大要素。交通便利程度

是商业区位选址的基本要素，奎因

（Quinn）通过分析商业交通成本，发

现交通节点是商业区位布局的基本原

则 ；空间邻近性是商业区位选址的另

一核心要素，霍特林（Hotelling）提

出当需求无弹性时，企业布局在距直

线市场的中点处，当需求有弹性时企

业分散布局在距直线市场的端点 1/4

处 [16]。其二，与商业区位论不同，公

共服务业区位选址需同时实现效率与

公平的最大化 [17]。库珀（Cooper）最

初构建了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区

位—分配模型”，提出效率追求型公

共设施寻找需求地点和设施区位点间

的最短距离，而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

设施突出在距离设施一定范围内尽可

能向更多的居民提供服务 [18]。泰茨

（Teitz）将其扩展到公共服务设施选

址的一般理论模型，强调“效率与公

平”两大原则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中的核心因素 [19]。后续学者研究明

确了公平原则的评价标准为平等、需

求、偏好和支付意愿等维度，其核心

是满足不同群体的基本需要，包括不

同收入水平、种族和政治等群体 [20]。

实证上，交通便利程度和居民需

求程度是影响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的两

大核心因素。一方面，交通通达性能

显著影响商业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区位

选址，可达性较高地区的公共设施分

布和利用率也普遍较高 [21-22] ；另一方

面，城市居民需求是影响文化设施特

别是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因素，尤其

是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公共

服务均等化发展理念的相继提出，城市

居民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城市文化设施选

址（集聚）极为重要的因素 [23-24]。学界

通常采用镇街尺度的人口密度指标衡

量城市居民需求要素 [25]。此外，区

位环境、历史因素和自然资源等要素，

也是影响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的重

要因素 [26-28]。

综上所述，城市文化设施多呈向

心式空间集聚特征，然而随着这一空

间集聚形态从单 核逐步演变为多核，

需要进一步测度现阶段中国城市特别

是内陆传统单中心城市文化设施的空

间集聚特征。在影响因素上，交通便

利程度和人口密度程度是影响文化设

施空间分布的两大核心因素，然而上

述要素仅限于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影

响因素，仍需实证探讨上述要素是否

以及如何影响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特

征。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在测度城市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

特征时，需首先分析空间分布格局，

随后判定集聚特征，最后明确空间集

聚的分布格局。第一，选用标准差椭

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SDE）度

量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该方法

以平均中心为起点，对样本点空间

分布的长轴（x 坐标）和短轴（y 坐

标）的标准差进行测算，从而形成椭

圆的轴，以判定样本数据的空间分布

形态及方向。采用 ArcGIS10.3 平台的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工具进行测

度 ；在结果判定上，长轴与短轴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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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别表示文化设施在城市空间分布

的趋势方向，而长轴与短轴的长度表

示文化设施在空间分布趋势方向上的

主次离散程度。第二，选用最邻近指

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判定

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程度。该方法首

先测量每个要素的质心与其最邻近要

素的质心位置之间的距离，随后计算

所有这些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采用

ArcGIS 平台的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工具进行分析，若该平均距离小于假

设随机分布中的平均距离，则会将所

分析的要素分布视为聚类要素 ；反

之，则会将要素视为分散要素。第

三，选用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测度文化设施的空间

集聚分布格局，核密度估计是用来度

量样本要素空间分布的常用方法，该

方法不仅使分布结果更加平滑，还

能获得未知区域的密度属性。采用

ArcGIS 平台的 kernel density 工具，选

用高斯核密度对城市各类文化设施的

集聚中心进行估计。

在解释城市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

特征时，首先探讨文化设施是否集聚

的影响因素，随后分析文化设施集聚

程度的影响因素。在分析是否集聚的

影响因素时，其一，选用热点分析

（Getis-Ord Gi*）判定文化设施是否

处于核心集聚区，该方法通过查看邻

近要素环境中的每一个要素，对数据

集中的每一个要素计算 Getis-Ord Gi*

统计（z 得分）和 P 值。采用 ArcGIS

平台的 Hot Spot Analysis（Getis-Ord 

Gi*）工具，对某个要素及其相邻要素

的局部总和与所有要素的总和进行比

较，当局部总和与所预期的局部总和

差异较大，以致于无法成为随机产生

的结果时，会产生一个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的 z 得分。本文明确了小寨路

街道、大雁塔街道、太乙路街道、南

院门街道等 13 个街道是西安市文化设

施的核心集聚区（图 1）。其二，选用

Logit 回归方法构建计量模型，以“1”

代表文化设施处于核心集聚区，以“0”

代表不处于核心集聚区，构建文化设

施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的回归方程 ：

                

   (1)

式 中，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为 交 通 便

利 程 度（ ） 和 人 口 密 度 要 素

，二者分别反映文化设施区

位选址中的高效化和均等化原则，其

中交通便利程度用目前可测度的地铁

线路缓冲区指标（距离地铁线 500m

以内、500~1000m 的虚拟变量）衡量，

人口密度用样本点所在街道的人口密

度（街道常住人口 / 街道面积）衡量；

控制变量 X i 包括区位要素（样本点

距市中心的距离的倒数）和周边环境

（最邻近楼盘价格，最邻近学校、医

院距离等虚拟变量）；εi 为随机扰动

项。

在分析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影响

因素时，尝试借鉴空间权重矩阵的方

法量化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程度。已

有量化空间集聚程度的指标多分析宏

观区域层面议题，其基本思想与空

间临界关系的空间邻接矩阵（spatial 

contiguity matrix） 基 本 一 致。 实 质

上，空间权重矩阵作为基于距离衰

减原则度量空间相互作用的一般途

径 [29]，能够较好地衡量样本点的空

间集聚程度 ；除了空间邻接矩阵，基

于地理距离的空间核函数权重矩阵

（spatial kernel weights matrix）也是空

间权重矩阵的重要构造方法，本文的

文化设施集聚程度指标，正是基于地

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思想。空间权

重矩阵的构建方法为 ：首先建立 1 点

对多点的线矩阵，并利用 ArcGIS 平

台的 XY to Line 工具生成线段图，其

次计算样本点之间的欧氏距离，最后

生成各样本点间的权重矩阵。不仅如

此，本文选用学界通用的 1 阶、2 阶

和 4 阶最邻近文化设施间距离的倒数

（ ），作为衡量空间集聚

程度的被解释变量①。

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中，依然选取

交通便利程度（ ）和人口密度

要素 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

区位和周边环境要素作为控制变量，

构建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回归方程 ：

                       

   (2)

式中，控制变量 与公式 (1) 的要

素一致， 为残差项。

2.2 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为西安市城六区（新城

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

雁塔区），包括绕城高速公路以内的

51 个街道办事处。依据《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2018）》标准，选取最

具代表性的 8 类公益性文化设施（包

括博物馆、会展中心、美术馆、老年

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馆、

文化馆和文化广场）、2 类经营性文化

设施（包括影院和剧院）。文化设施

POI 数据来源于西安市 2019 年 3 月

的全要素 POI 数据（获取于高德地图，

佐证于百度地图），通过运用 Python

软件，最终得到文化设施 POI 数据

437 处，其中博物馆 77 处、会展中心

8 处、美术馆 40 处、老年活动中心

74 处、青少年活动中心 4 处、图书馆

49 处、文化馆 14 处、文化广场 14 处、

影院 120 处、剧院 37 处。

在影响因素相关数据获取中，地

铁线和地铁站点数据源自高德地图，

人口密度数据中的常住人口数据来源

于 2010 年镇街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

学校、医院等兴趣点数据来源于 2019

年 3 月运用 Python 爬取的全要素 POI

数据（依据高德地图），而房价数据

通过爬取 2019 年 3 月西安市的搜房

网、58 同城等网站的二手房价格获得。

3 西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现
状

图 1 是西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

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 ：当前西安市

文化设施多集中分布于二环以内，沿

地铁线呈西南—东北方向分布格局，

且公益性文化设施与经营性文化设施

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类似。

其一，文化设施多分布于西安市

二环以内的碑林、雁塔和新城区，这

三者的文化设施分布量占全体样本的

比重分别为 21%、24% 和 22%，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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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分布于西一路街道、大雁塔街道、

文艺路街道等通勤系统完备、人口密

度较大的街道。其二，沿地铁线分布

是当前西安市文化设施分布的基本特

征，其中地铁换乘点即五路口、大雁

塔、小寨和通化门成为文化设施的核

心集聚点，且文化设施更多沿镐京站

（主城的西南角）到港务区站（东北

角）的地铁 3 号线分布，形成文化设

施沿地铁线呈西南—东北方向分布格

局。其三，椭圆分析结果显示，公益

性文化设施与经营性文化设施的总体

格局一致，均沿西南—东北方向分布，

而且与公益性文化设施相比，经营性

文化设施的分布更集中且多沿新建的

地铁 3 号线分布。

西安市的文化设施是否呈明显的

空间集聚特征？表 1 反映了通过采用

最邻近指数分析测度的文化设施空间

聚集程度。研究发现，西安市文化设

施呈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现象。

具体地，全体文化设施的最邻近

指数（NNI）为 0.66，而公益性和经

营性文化设施的 NNI 指数分别为 0.72

和 0.67，三者数值均小于 1，且 P 统

计量为 0，表明当前西安市文化设施

呈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虽然

与公益性文化设施相比，经营性文化

设施的 NNI 指数略低，即经营性文化

设施的总体空间集聚程度更高，然而

本文仍无法明确各细分项经营性文化

设施的空间集聚程度均高于公益性文

化设施，其原因在于 ：其一，各细分

项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较大，

甚至部分公益性文化设施存在空间不

集聚现象 ；其二，各细分项文化设施

的样本量偏小，影响准确衡量空间集

聚程度的稳健性。

那么，西安市文化设施集聚的空

间分布在哪里？图 2 反映了西安市各类

文化设施集聚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

“钟楼 + 小寨的双核心”集聚空间是

当前西安市文化设施的主要集聚空间，

且与公益性文化设施相比，经营性文化

设施的双核心空间集聚特征更为明显。

具体地，公益性文化设施呈“钟

楼主核区 + 小寨次核区”集聚特征，

图1　西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

表1　西安市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分析结果

分类
样本量
/处

观测距
离/m

期望距
离/m

最邻近指数
（NNI）

z检验值 P值

公益性
文化设
施

博物馆 77 841.77 1157.72 0.73 -4.58 0.00
会展中心 8 3965.16 1970.81 2.01 5.48 0.00
老年活动中心 74 968.02 1159.96 0.83 -2.72 0.00
美术馆 40 1531.94 1590.11 0.96 -0.44 0.66
青少年活动中心 4 5589.37 1045.77 5.34 16.62 0.00
图书馆 49 1118.13 1442.75 0.77 -3.01 0.00
文化馆 14 2547.17 1873.2 1.36 2.58 0.00
文化广场 14 2369.82 2168.61 1.09 0.66 0.51
共计 280 487.41 715.51 0.72 -10.21 0.00

经营性
文化设
施

影院 120 659.45 942.51 0.68 -7.34 0.00
剧院 37 724.77 991.4 0.72 -5.32 0.00
共计 157 630.35 925.88 0.67 -7.65 0.00

全体文
化设施

437 400.22 602.63 0.66 -13.43 0.00

图2　文化设施的核密度分析结果

核心集聚空间（钟楼主核区）位于西

一路街道，是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

市人大、政协等职能部门所在地，次

级集聚的空间位于雁塔区的长延堡

街道和大雁塔街道，特别是小寨商

圈。经营性文化设施呈明显的“钟楼

+ 小寨的双核心”集聚特征，两大核

心区主要位于西一路街道和长延堡街

道，其中集聚空间逐年增强的长延堡

街道，不仅拥有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

还是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本文还进

一步测度了 9 类细分项文化设施集聚

的空间（图 3）②，研究结果不仅佐证

了钟楼和小寨商圈依然是文化设施集

聚的空间，还发现在公益性文化设施

中，具有文化教育性质的文化设施（图

书馆、美术馆、文化广场等）多集中

于小寨商圈，而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

文化设施（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

动中心、会展中心等）多集中于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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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4 西安市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的影
响因素
4.1 文化设施是否集聚的影响因素

表 2 是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

集聚区”的 Logit 回归结果。研究发

现，在控制区位环境等变量时，人口

密度指标的系数为正，且在 1% 水平

上显著，而地铁线缓冲区指标的影响

系数并不显著，表明与交通便利程度

相比，广大居民的需求程度更能显著

影响西安市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集

聚区，这一影响对经营性文化设施更

为明显。

模型 1—模型 3 是全体文化设施

样本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人口密

度是影响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

集聚区”的重要因素。具体地，人口

密度要素对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

集聚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

0.083， 在 选 用 15~64 岁 人 口（ 劳 动

人口）密度要素替代时这一结果变化

不大 ；而距离地铁线 500m 以内和距

离地铁线 500~1000m 要素对文化设施

“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的影响系数

不显著。在控制变量上，区位要素“1/

到钟楼距离”能够显著促进文化设施

的区位选址。需要指出的是，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结果仍然无法证明人口密

度要素能够显著促进文化设施的区位

选址。为此，模型 3 进一步选用 2011

年施工以来的文化设施样本点为被解

释变量，用 2010 年街道尺度的人口密

度数据、2011 年以前开始施工的地铁

1 号线和 2 号线缓冲区，以及 2011 年

以前选址的学校缓冲区数据③，测度

了 2011 年以前历史年份的解释变量

对 2011 年以后文化设施区位选址的

影响。研究结果证明了各解释变量影

响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即人口密

度对随后的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

集聚区”选址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

距离地铁线 500m 以内、距离地铁线

500~1000m 要素的影响系数仍不显著。

模型 4—模型 7 进一步对比了公

益性和经营性文化设施的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经营性文化设施

“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的影响作用

更大。具体地，人口密度、劳动人口

密度要素对公益性文化设施集聚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 0.064 和

0.067 ；对经营性文化设施的影响系数

分别为 0.137 和 0.138，是对公益性文

化设施影响系数的 2 倍多，且系数显

著水平也有明显提升。在控制变量上，

“1/ 到钟楼距离”对公益性和经营性

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均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高房价对经营性

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

4.2 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影响因素

表 3 是 文 化 设 施 集 聚 程 度 的 回

图3　各细分项文化设施的核密度分析

表2　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的Logit回归结果
总体 公益性 经营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距离地铁线
500m以内

0.030 0.032 0.013 0.026 0.027 0.025 0.027
(0.753) (0.790) (0.185) (0.610) (0.629) (0.355) (0.387)

距离地铁线
500~1000m

0.054 0.056 0.082 0.034 0.035 0.086 0.087
(1.419) (1.458) (1.204) (0.849) (0.866) (1.168) (1.189)

ln（人口密
度）

0.083*** 0.106** 0.064** 0.137**
(2.889) (2.293) (2.080) (2.529)

ln（15~64岁
人口密度）

0.084*** 0.067** 0.138**
(2.907) (2.143) (2.546)

1/到钟楼距离
0.226*** 0.225*** 0.177*** 0.243*** 0.241*** 0.194*** 0.193***
(11.327) (11.248) (5.177) (8.408) (8.346) (7.155) (7.072)

高房价
0.115** 0.113** 0.055 0.054 0.195* 0.191*
(2.011) (1.983) (0.911) (0.897) (1.886) (1.851)

中房价
0.036 0.034 -0.005 -0.007 0.057 0.056
(0.737) (0.703) (-0.104) (-0.133) (0.703) (0.686)

距离小学
500m以内

-0.038 -0.037 0.007 -0.015 -0.015 0.008 0.010
(-1.209) (-1.193) (0.126) (-0.473) (-0.475) (0.130) (0.166)

距离中学
500m以内

-0.077** -0.077** -0.107* -0.052 -0.052 -0.115* -0.116*
(-2.348) (-2.339) (-1.845) (-1.467) (-1.459) (-1.940) (-1.946)

距离大学
500m以内

0.016 0.017 0.030 -0.001 -0.000 -0.001 0.001
(0.486) (0.519) (0.491) (-0.030) (-0.008) (-0.019) (0.023)

距离医院
500m以内

-0.080 -0.079 -0.097 -0.045 -0.044 -0.186 -0.187
(-1.324) (-1.313) (-0.984) (-0.682) (-0.672) (-1.538) (-1.554)

N 437 437 122 280 280 157 157
R2 0.535 0.535 0.418 0.640 0.641 0.464 0.465
注：1）本文还选用了“地铁站点500m范围内”指标衡量交通便利程度，发现与表中结果基本一致；

2）表中系数是可比较的边际效应值；3）括号内为t值；4）*、**、***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

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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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结 果。 研 究 发 现， 距 离 地 铁 线

500~1000m 指标和人口密度指标均对

文化设施集聚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而且地铁线缓冲区指标的影响程

度更高，且对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影响

更大。这一结果表明，交通便利程度

和人口密度要素均能显著提升西安市

文化设施的集聚程度，交通便利程度

的促进作用更强，尤其是对公益性文

化设施。

模型 1—模型 5 是选用全体文化

设施为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 是被解释变量为 1 阶最邻近文化

设施间距离的倒数的结果，研究发

现 3 个核心解释变量中，仅距离地铁

线 500m 以内指标在 10% 水平上显著。

模型 2 和模型 3 进一步选用 2 阶和 4

阶最邻近文化设施间距离的倒数作为

被解释变量，研究发现，模型的解释

程度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均获得

提升，核心解释变量中，距离地铁线

500m 以内、距离地铁线 500~1000m

和 人 口 密 度 指 标 均 为 正， 且 在 1%

水平上显著，然而前两者的系数在

0.2 以上，后者的系数仅为 0.13 左右。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选用劳动人

口密度指标衡量人口密度要素，研究

结果依然佐证了交通便利程度的影响

更高。模型 5 进一步测度了 2011 年

以前历史年份的解释变量对 2011 年

以后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影响，研究

结果证明了各解释变量影响文化设施

集聚程度的因果关系，即距地铁线

500m 以内、500~1000m 和人口密度

均对文化设施集聚程度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且地铁缓冲区指标的影响程

度更高。

模型 6 和模型 7 进一步对比了公

益性和经营性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交通便利程度对

公益性文化设施的集聚程度有更显著

的作用，而人口密度要素对经营性文

化设施的影响作用更大。具体地，距

离 地 铁 线 500m 以 内 和 距 离 地 铁 线

500~1000m 指标对公益性和经营性文

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358、0.403 和 0.214、0.273 ；而 人

口密度指标对公益性和经营性文化设

施集聚程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05

和 0.166。控制变量中，邻近医院要

素对公益性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影响

更显著，而邻近学校要素对经营性文

化设施集聚程度的影响更显著。

5 结论
本文选取 2019 年 3 月的文化设施

POI 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最

邻近指数和核密度估计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测度了西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集

聚特征。研究发现，当前西安市文化

设施基本上呈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即“钟楼 + 小寨的双核心”空间集聚。

这一研究结论是已有西安市文化设施

空间格局相关研究的延续，表明西安

市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中心已由“钟

楼单核心”到“大钟楼→小小寨的圈

层”，转变为“钟楼 + 小寨的双核心”。

进一步基于区位选址理论，本文

对比了交通便利程度和人口密度这两

个能够代表均等化和高效化的要素对

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与交通便利程度相比，以人口密度为

代表的均等化要素更能显著提升西安

市文化设施的区位选址是否处于核心

集聚区的概率，这一要素对经营性文

化设施的解释作用更为明显。而以交

通便利程度为代表的高效化要素，更

能显著提升西安市文化设施区位选址

的集聚程度，尤其是对公益性文化设

施。

本文发现“钟楼 + 小寨的双核心”

是当前西安市文化设施空间集聚的特

征，然而这一发现是处于静态的，随

着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小寨为

核心的文化设施集聚是否会持续，是

今后需深入探讨的一个议题。另一个

有意义的发现是，文化设施的核心集

聚区多考虑均等化原则而其空间集聚

程度多考虑高效化原则，然而这一发

现仅是初始的和探索性的，对均等化

和高效化原则代表性指标体系的构建，

将是今后深入研究的另一方向。

注释：
① 1 阶、2 阶和 4 阶最邻近文化设施间距离

表3　文化设施集聚程度回归结果
总体 公益性 经营性

模型1(1阶) 模型2(2阶) 模型3(4阶) 模型4(4阶) 模型5(4阶) 模型6(4阶) 模型7(4阶)
距离地铁线
500m以内

0.287* 0.271** 0.336*** 0.339*** 0.265** 0.358*** 0.214**
(1.918) (2.414) (4.497) (4.529) (2.450) (3.415) (2.078)

距离地铁线
500~1000m

0.148 0.215* 0.398*** 0.401*** 0.402*** 0.403*** 0.273**
(1.000) (1.933) (5.396) (5.424) (3.445) (4.394) (2.250)

ln（人口密
度）

0.094 0.132** 0.129*** 0.174*** 0.105** 0.166***
(1.179) (2.209) (3.252) (2.831) (2.081) (2.667)

ln（15~64
岁人口密
度）

0.123***

(3.068)

1/到钟楼距
离

0.353*** 0.271*** 0.281*** 0.283*** 0.245*** 0.317*** 0.220***
(3.967) (4.062) (6.323) (6.343) (3.458) (5.217) (3.679)

高房价
-0.265 -0.295* -0.250* -0.251** -0.462*** 0.169
(-1.181) (-1.748) (-2.2231) (-2.231) (-3.262) (0.942)

中房价
-0.284* -0.359*** -0.382*** -0.384*** -0.552*** -0.069
(-1.707) (-2.879) (-4.602) (-4.628) (-5.126) (-0.541)

距离小学
500m以内

-0.175 -0.069 -0.030 -0.026 0.090 -0.139* 0.248***
(-1.433) (-0.750) (-0.484) (-0.434) (0.944) (-1.747) (2.744)

距离中学
500m以内

0.052 0.039 0.047 0.049 0.169* -0.068 0.173*
(0.402) (0.409) (0.728) (0.758) (1.662) (-0.840) (1.714)

距离大学
500m以内

-0.241* -0.098 -0.140** -0.139** 0.007 -0.236*** 0.053
(-1.808) (-0.976) (-2.102) (-2.080) (0.066) (-2.796) (0.515)

距离医院
500m以内

0.570*** 0.322** 0.426*** 0.432*** 0.243 0.540*** 0.336*
(2.914) (2.194) (4.362) (4.427) (1.615) (4.488) (1.970)

常数项
-3.317*** -5.386*** -6.589*** -6.494*** -7.460*** -5.857*** -7.839***
(-2.639) (-5.706) (-10.504) (-10.373) (-7.498) (-7.015) (-8.633)

N 437 437 437 437 122 280 157
R2 0.169 0.215 0.453 0.452 0.481 0.498 0.504
注：1）表中系数是可比较的边际效应值；2）括号内为t值；3）*、**、***分别表示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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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数分别为 ：最邻近文化设施间距离的倒

数，第 1 和第 2 邻近文化设施间距离平均值

的倒数，以及前 4 名邻近文化设施间距离平

均值的倒数。

②本文发现 8 类公益性文化设施的空间差异

较大而 2 类经营性文化设施的空间格局基本

一致。为了清晰呈现公益性文化设施细分项

的空间集聚差异程度，图 3 将影院和剧院这

两类经营性文化设施合并作为参照组。

③表 2 模型 3 中的解释变量不包括房价数据，

其原因在于目前无法准确获取 2011 年以前西

安市内各楼盘的二手房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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