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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货物运输集装箱化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集装箱运
输组织网络研究已成为交通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选取 112 家企业和
119 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借鉴城市网络研究方法和复杂网络理论，探讨了中国集装箱运输组
织网络的等级体系、空间格局、网络联系和复杂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节点城市的集装
箱运输组织能力差距明显，已形成由全国性、区域性、次区域性和地方性枢纽城市四个层级所
构成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形
成由 6 个核心区和 7 个集聚区所构成的“6+7”空间格局；网络联系以全国性和区域性枢纽城市
为主要空间指向，联系网络总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从全国性枢纽城市向地方性枢
纽城市逐渐拓展趋势；同时，整体网络结构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连通性和空间组织效率，且复
杂网络特征与节点城市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具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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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集装箱运输从陆上推至海上，成为世界货运体系的一场重
要技术革新，极大地提高了长距离货物运输的灵活性和安全性，使全球物流成本持续降
低[1]。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全球生产网络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和商
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动，推动了以集装箱运输为代表的现代物流的快速发展，使其成
为资源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载体，对全球贸易、区域发展、货运空间组织等产生深远影
响。以此为依托，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已成为交通地理
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者们对集装箱运输网络
建设与优化展开了广泛探讨，力图实现集装箱运输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集装箱运输系
统运行效率，相关议题主要涉及多式联运系统协调、运输线路优化、内陆场站布局、优
化模型构建等内容[2-3]。韩增林等[1]在分析世界集装箱运输发展与网络构成的基础上，基于
GIS 系统提出了中国集装箱港口、内陆中转站和主要运输通道的优化布局方案。Shintani
等[4]认为集装箱航运网络设计应综合考虑船舶和集装箱部署，并将其作为一个双阶段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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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一种启发式遗传算法用以优化集装箱航运网络。其次，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及
其空间效应分析也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焦点，侧重于组织网络发展机制、航线网络组织
模式与等级结构、及其对港口体系演化的空间效应等方面[5-8]。Wilmsmeier 等 [9] 提出集装
箱航运网络格局是市场规模与市场覆盖率之间战略权衡的结果，受港口设施、腹地可达
性、市场参与者策略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Notteboom[10]指出航运公司转向采用
轴辐系统组织全球集装箱运输，将改变全球枢纽港空间分布格局，促进东西向航线上新
枢纽港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兴起的图论、复杂网络理论等分析方法为揭示集装
箱运输网络拓扑结构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和应用[11-12]。如
Ducruet 等[13]基于 1996 年和 2006 年全球集装箱船队航行路径及其挂靠港口数据，运用复
杂网络理论探讨了全球集装箱航运网络结构与演化特征。再次，随着供应链管理理念发
展和运输管制的放松，市场主体对集装箱运输的影响愈发突出，有关集装箱运输链上的
企业行为研究不断增多，尤其关注航运企业、码头企业、物流企业等在港口供应链整合
过程中的行为及其对集装箱运输组织的影响[14-16]。Cullinane 等[17]学者指出航运企业所实施
的联盟、并购等横向整合战略及其对航线和挂靠港的决策将对全球集装箱运输网络、港
口竞争力等产生深远影响。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和尺度揭示了集装箱运输网络特征，为本文的研究
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已注意到企业行为在集装箱运输组织网
络发展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14, 18-19]，但更多的是关注海向集装箱航运组织，相关研究也多
采用航运企业的集装箱班轮数据，使研究对象局限于港口城市，客观上忽视了非港口城
市在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尝试以企业空间网络为切入点，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和复杂网络理论，力求更加全面和客观地揭示中国集装箱运
输组织网络的等级结构、空间格局、网络联系及复杂性特征，以期为中国集装箱运输组
织网络布局与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网络联系测度方法 航运公司、货代、船代等物流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集装箱货
物全球跨区域流动的主要组织者。作为典型的多区位网络型组织，出于快速响应市场需
求、提高空间网络服务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等考虑，物流企业大多倾向于在目标市场
所能覆盖的城市设立不同等级的分支机构，负责承接和组织集装箱物流业务，形成遍布
全国乃至全球众多大中小城市的企业空间网络[16]。同时，通过企业间紧密的垂直性和水
平性功能联系将众多节点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物质、资本、信息、技术等要
素的融合与快速流动，从而实现在区域、国家、全球不同空间尺度上集装箱流的组织与
协调。因此，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可理解为众多物流企业空间网
络及其内部功能联系的集合。
有关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空间联系的量化，本文借鉴 P.Taylor[20]等提出，并在城市联
系网络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方法，将企业 a 在城市 i 的得分值定义为企业 a 布局于该城市的
分支机构在其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并具体用 via 表示。则城市 i 和城市 j 间
的组织联系度 （rij） 可以表示为：
rij =∑rija ,
m
a

rija = via × v j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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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j 为城市 i、j 间的组织联系度；rija 为以企业 a 表示的城市 i、j 间的基本组织联系
量；m 为企业总数，则每个城市最多有 n-1 个这样的联系。
基于此，得到城市 i 在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的组织联系强度 （ Ri ），可以表示为：
Ri =∑rij , i ≠ j
n

（2）

j=1

组织联系强度是一个城市与网络中其他城市相互联系的总和，直观反映了该城市在
整个网络中的对外联系状况。为更加综合的反映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各节点城市的组
织枢纽功能，本文引入集装箱运输组织系数 （COI） 进行测度[5]，计算公式为：
R
COIi = n i
, i = 1, 2, …,n
（3）
æ
ö
ç∑Ri ÷ n
è i=1 ø
式中：COIi 是指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城市 i 的组织联系强度 （R）
与网络内所有城市组织
i
联系强度平均值的比值。 COIi 值越大，说明城市 i 对外连通性和对物流资源的控制强度
更高，集装箱运输组织与协调能力越强，在网络中的组织枢纽地位也越突出。
2.1.2 网络复杂性测度方法 复杂网络 （Complex Network） 是以复杂系统的实体及实体
间的相互作用或联系构建网络，并利用物理学方法分析网络结构及其动力学特征，为网
络结构复杂性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网络和城市经济网络
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21-22]。对于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而言，最为重要也最为直接地反映
网络结构复杂性特征的指标有度中心性、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本文将借助网络分
析工具 UCINET 计算相关指标。
（1） 度 （Degree, D)，用以测度网络中与城市 i 直接相连的其他城市的个数，反映该
城市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程度。度值越大，城市中心性越高，拥有的网络资源也越多。
（2） 平均路径长度 （Average Path Length, L），用以测度网络中任意两城市间最短路
径边数 （拓扑最短距离） 的平均值，反映网络的整体性质。计算公式为：
1
L=
d ij
（4）
1 n(n - 1)∑
i>j
2
式中：L 是平均路径长度；n 为节点数；dij 为城市 i 和城市 j 间最短路径边数；L 越小，说
明网络的连通性越好，网络空间组织性能和效率越高。
（3） 聚类系数 （Clustering Coefficient, C），用以测度网络的集团化程度，反映了网
络中一个城市的邻接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是一种关于网络连接局部属性的指
标。城市 i 的聚类系数 Ci 等于所有与城市 i 相连的城市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与理论最大边
数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Ci =

2Ei
ki ( ki - 1)

（5）

式中：Ci 为城市 i 的聚类系数；Ei 为城市 i 的邻接城市间实际存在的边数；ki 为城市 i 的度
数；显然 Ci 是一个介于 0 和 1 之间的数值，Ci 的值越大，城市 i 的邻接城市间联系越紧密。
若对网络中所有城市的聚类系数取平均值，即为整体网络的聚类系数C，计算公式为：
C = 1∑Ci
n i=1
n

（6）

式中：C 为网络平均聚类系数；Ci 为城市 i 的聚类系数；n 为网络的城市总数；C 值越大，
表示整个网络的局部连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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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集装箱运输的组织与参与者主要包括航运企业、货代企业、船代企业、集装箱租赁
公司、集装箱堆场和货运站等，基于企业运营特征和数据完整性考虑，本文选取集装箱
运输主要组织者航运企业和货代物流企业作为分析样本。参照 2015 年全球集装箱班轮公
司 100 强排名 （前 50 名） ①和 2015 年度中国货代物流企业百强排名②，逐一对企业官网进
行 访 问 查 询 （数 据 收 集 时 间 为 2016 年 6 月）， 结 合 全 国 企 业 信 息 查 询 平 台 （www.
tianyancha.com），将在中国大陆两个以上 （含两个） 城市设有分支机构的企业纳入研究
名单中，进行机构分布数据采集。剔除信息不完整和未涉及集装箱业务的企业，最终获
得 33 家航运企业和 79 家货代物流企业 （本文将二者合称为物流企业），共计 112 家物流
企业在全国 176 个城市的分布数据，包括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达飞轮船、长荣海
运、赫伯罗特、中远集运等航运企业和中国外运长航集团、中国物资储运、敦豪全球货
运、厦门象屿速传、锦程国际物流集团等货代物流企业。样本企业在全国集装箱运输市
场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代表性强，数据可有效反映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情况。
企业数据具体说明为：① 采集的企业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② 如物流企
业在同一个城市拥有两个及以上分支机构，以高等级机构为准对城市进行赋值；③ 将外
企在中国的最高统筹协调机构定义为在中国总部；④ 本文所指城市均为地级以上城市，
县、市、区企业数据归并到地级市；
⑤ 由于大型物流企业通常都开展综
合物流服务，企业数据实际上涉及集
装箱运输组织中航运、货代、船代、
集装箱租赁等诸多方面情况。
然后，按照物流企业在各城市分
支机构 （总部、区域分公司、地方分
公司和办事处） 的等级规模分别赋值
4、3、2、1 和 0 分，如企业总部所在
城市赋值为 4 分，未布局的城市则赋
值为 0 分，以此类推。从而得到 112
家企业在全国 176 个城市分布的 112×
176 初始矩阵，实现企业资料向矩阵
数据转化。考虑到部分城市总得分较
低，本研究选取总得分高于 3 的城市
图 1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节点城市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node-cities in Chines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做进一步分析，共获得 119 个城市数
organization network
据 （图 1）。

3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分析
3.1 网络的等级结构特征
根据公式 （1） ~ （3），计算得出 119 个节点城市的集装箱运输组织系数 （COI），以
此综合考察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各节点城市的组织枢纽功能。从计算结果可以直
观的看出 （图 2），各城市的组织系数差距较大，呈现出明显的位序—规模递减趋势，组
① 航运界网：http://www.ship.sh/news_detail.php?nid=17100。

② 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http://118.26.162.39:801/hdtz/hybtz/2016-07-01-28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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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系数超过 1 的城市仅有 39 个，占总
数的 32.78%，数量较少。基于组织
系数，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法 （组间连
接） 可将各节点城市划分为全国性枢
纽城市、区域性枢纽城市、次区域性
枢纽城市和地方性枢纽城市四种类型
（表 1）。全国性枢纽城市仅有上海，
其组织系数高达 5.08，远高于网络中
的其他城市，处于组织网络的核心地
位，国际化程度较高，深刻影响甚至
图 2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组织系数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COI in Chines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主导着全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运
organization network
行。这可能要归因于上海凭借其国际
大都市和全国重要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以及全球吞吐量最大的上海港所
形成的庞大集装箱运输市场，吸引了大量物流企业 （特别是总部） 集聚，成为众多物流
企业空间网络的重要节点，进而使上海成为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组织核心。区域
性枢纽城市包括天津 （3.54）、青岛 （3.45） 和深圳 （3.44） 等 8 个城市，数量较少，主要
承担各运营区或跨省级大区域的集装箱运输组织与协调职能，除北京外均为中国东部沿
海重要枢纽港口城市。这些港口城市均为全球集装箱航运网络的主要挂靠港，是集装箱
运输服务要素的天然聚集点，使其成为航运公司、货代等物流企业开展全球业务的理想
区位。而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广阔物流市场，还能
够凭借“信息不对称”为企业提供大量政策信息与市场信息，对物流企业布局也具有极
大的吸引力。次区域性枢纽城市包括南京 （2.64）、武汉 （2.54） 和重庆 （2.16） 等 24 个
城市，主要承担次区域或省内集装箱运输组织与协调职能，一般为省区级经济中心或重
表 1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等级体系
Tab. 1 Hierarchy system of Chines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
类型

城市

组织系数(COI) 均值 数量(个)

比重(%)

全国性枢纽城市

上海

5.08

5.08

1

0.84

区域性枢纽城市

天津、青岛、深圳、北京、厦门、大连、广州、
宁波

3.02~3.54

3.26

8

6.72

南京、武汉、重庆、福州、苏州、杭州、成都、
连云港、郑州、西安、中山、烟台、东莞、合
次区域性枢纽城市
肥、南通、汕头、佛山、沈阳、昆明、长沙、嘉
兴、无锡、南宁、珠海

1.19~2.64

1.63

24

20.17

石家庄、济南、南昌、哈尔滨、常州、温州、江
门、淄博、湛江、海口、营口、秦皇岛、济宁、
临沂、泉州、丹东、潍坊、惠州、唐山、威海、
芜湖、太原、扬州、日照、吉林、呼和浩特、锦
州、金华、贵阳、九江、镇江、长春、襄樊、洛
阳、东营、保定、乌鲁木齐、防城港、廊坊、宜
昌、徐州、绍兴、泰州、沧州、肇庆、兰州、包
头、湖州、钦州、漳州、西宁、北海、莆田、银
川、菏泽、南阳、延边、株洲、盐城、台州、安
庆、荆州、邢台、聊城、岳阳、龙岩、黄石、柳
州、梧州、衡阳、绵阳、泰安、邯郸、衡水、三
明、宿迁、淮安、潮州、滨州、遵义、呼伦贝
尔、泸州、晋中、平顶山、自贡、盘锦

0.05~1.09

0.57

86

72.27

地方性枢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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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通枢纽。地方性枢纽城市包括石家庄 （1.09）、济南 （1.09） 和南昌 （1.03） 等 86 个
城市，物流企业分支机构布局数量和对外联系相对较少，集装箱运输组织与协调能力最
弱，处于整个组织网络的底层与边缘，服务于地方集装箱运输市场。4 种类型枢纽城市
的数量比例为 0.84∶6.72∶20.17∶72.27，且各类型的组织系数均值依次降低，即整体上呈
现明显的金字塔型结构特征。
总体来看，众多物流企业市场组织行为及其空间集散过程的集合推动了中国集装箱
运输组织网络中各节点城市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的差异化发展，并已形成较为明晰的规
模等级结构。处于等级体系上层的少数枢纽城市集聚了大量企业分支机构，承担着全国
主要的集装箱运输组织与协调职能，并具有影响和控制整个组织网络运行的能力。此外，
虽然港口城市在高等级枢纽城市中占据较大比重，但随着等级降低，非港口城市 （如北
京、昆明、郑州等） 所占比重表现出不断增长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非港口城
市在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是组织网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2 网络组织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
在前文基础上，利用 ArcGIS 中的核密度估计方法验证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空
间分异特征 （图 3）。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空间分布非均衡性突出，区位倾向性特征
明显，高密度区和较高密度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除小面积较高密
度区和中等密度区外皆为大面积低密度区，整体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地带性差异及向环渤
海、长三角、东南沿海和珠三角地区集聚分布的特征。具体来看，围绕全国性枢纽城市
和区域性枢纽城市，在区域层面上形成了 6 个连片的集装箱运输组织系数高值核心区：
① 辽东半岛核心区：以大连为组织核心，包括沈阳、锦州和营口等城市组成；② 京津
冀核心区：以天津和北京为组织核心，包括石家庄、秦皇岛和唐山等城市组成；③ 山东
半岛核心区：以青岛为组织核心，包括连云港、烟台和潍坊等城市组成；④ 长三角核心
区：以上海为组织核心，宁波为副核心，包括南京、苏州和杭州等城市组成，枢纽城市
集聚程度最高，覆盖范围也最广；⑤ 东南沿海核心区：以厦门为组织核心，包括福州、
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组成；⑥ 珠三角核心区：以深圳和广州为组织核心，包括中山、东莞
和汕头等城市组成。与此同时，围
绕武汉、重庆、成都、郑州、西安、
昆明、长沙和南宁次区域性枢纽城
市，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集聚形成 7 个
相互“孤立”且覆盖范围不一的集
聚区 （重庆和成都联系紧密，共同
构成一个集聚区）。虽然集聚区在集
装箱运输组织能力方面远弱于核心
区，但对促进广大中西部地区的集
装箱运输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的辐射带动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集装箱运输组
织能力空间分异特征同全国区域经
济发展格局和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表
现出较高的空间耦合性。改革开放
图 3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空间分异
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实现快速发
Fig. 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of
展 ，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尤 其 是 环 渤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地 理 学 报

1526

72 卷

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和长江沿岸地区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发生地，进出口货
物贸易繁荣，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集装箱货源地和目的地，集装箱运输市场广
阔，吸引大量物流企业在此布局，促进了沿海沿江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发育。同时，
由于物流企业对大型交通设施和交通区位强烈的依附性[23]，使重大交通干线节点城市和
多式联运枢纽城市成为物流企业集聚的重要区位，特别是作为海陆多种运输方式交汇地
的沿海沿江港口城市，正发展成为集装卸、运输、仓储、包装、加工、信息处理等多种
物流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中心和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吸引众多航运公司、
货代等企业集聚，从而影响全国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的空间分异。
3.3 网络联系的空间结构特征
为进一步揭示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联系的空间结构特征，按网络中各节点城市
间的组织联系度从高到低排序，分别提取前 0.1%、0.1%~0.5%、0.5%~2.5%和 2.5%~10%
4 种网络联系城市对，从而简化密集的联系网络以便于分析。然后，借助 ArcGIS 软件分
别绘制成图 （图 4）。
图 4 中，前 0.1%联系网络共有 7 组城市对 （图 4a），组织联系度处于 360~486 之间，
涉及上海、天津、青岛和深圳等 8 个城市，均为网络中的全国性枢纽城市和区域性枢纽
城市。网络联系主要发生在上海—天津 （486）、上海—青岛 （458）、上海-深圳 （457）
等城市间，表现出明显的以上海为空间联系指向核心的特征。前 0.1%~0.5%联系网络共
有 27 组城市对 （图 4b），组织联系度处于 213~350 之间，在已有节点城市的基础上加入
了大连、南京、武汉和重庆，使城市数量增加到 12 个。联系网络除分别增加了南京、武

图4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空间联系结构(前 10%)

Fig. 4 Linkages of Chines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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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重庆 3 个次区域性枢纽城市同上海间的联系外，其余均为包括新增加的大连在内的
全国性枢纽城市和区域性枢纽城市间相互联系的进一步加密，特别是宁波、广州和深圳
等对外联系数量增加明显。前 0.5%~2.5%联系网络共有 135 组城市对 （图 4c），组织联系
度处于 79~210 之间，城市对主要包括上海—苏州 （210）、上海—福州 （204）、重庆—天
津 （161）、福州—深圳 （159） 等，在原有网络基础上进一步接入了成都、福州、杭州、
连云港、苏州和中山等次区域性枢纽城市。同前两类联系网络相比，前 0.5%~2.5%联系
网络主要是次区域性枢纽城市同全国性枢纽城市和区域性枢纽城市之间联系的建立，具
有强烈的东部沿海地区空间指向性，网络联系向沿海 6 大核心区集聚的趋势开始显现。
前 2.5%~10%联系网络共有 506 组城市对 （图 4d），涉及全国性、区域性、次区域性和地方
性枢纽城市四类共 69 个城市，组织联系度处于 30~78 之间，整体联系度水平相对较低。
这部分网络联系空间分布情况表现出与前 0.5%~2.5%联系网络相类似特征，在继续加密
东部节点城市间联系网络的基础上，覆盖范围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地方性枢纽城市 （如
南宁、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城市） 拓展，使网络联系空间结构更加复杂和稠密。
综合来看，上海、天津、青岛、深圳等全国性枢纽城市和区域性枢纽城市间拥有相
对较高的组织联系度，彼此联系十分紧密，构成了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联系的核心
与基本框架。而数量众多的次区域性枢纽城市和地方性枢纽城市则倾向于通过与高等级
枢纽城市建立联系，进而融入全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但其组织联系度要明显弱于高
等级枢纽城市之间的组织联系度。同时，由于具有强烈的空间指向性，网络联系更容易
建立在东部沿海城市之间，中西部地区城市间联系较弱且在联系网络中所占比重相对较
低，从而形成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联系东部地区稠密、中西部地区相对稀疏的基本
空间格局。
3.4 网络结构的复杂性特征
利用 UCINET 软件分别测算网络的度中心性、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以便更为
直观地揭示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空间联系特征、网络发育程度及其服务水平。从
度中心性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节点城市的度值普遍较高，整体
网络平均度值达 113.41，即每个城市平均与其他 113 个城市有直接联系。其中，有 27 个
城市的度值达 118，占城市总数的 22.69%。说明组织网络节点城市间连接紧密，对外直
接联系便捷，对邻近城市的依赖性较低。从网络连通性来看，平均路径长度达 1.04，即
组织网络中任意城市对之间最少通过 1.04 条边就可以建立组织联系，略高于同等规模的
随机网络最短路径理论值 （LER ∝lnN/ln<k > ≈ 1.01），其中有 96%的城市之间存在直接联
系。可见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节点城市间具有相对较高的连通性和空间组织效率，
信息传递十分便捷。从网络的集团化程度考察，组织网络的聚类系数达 0.98，略高于随
机网络聚类系数理论值 （CER = k/n ≈ 0.95），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反映出中国集装箱运
输组织网络节点城市之间形成紧密组织联系的可能性较大。
在此基础上，基于节点城市的组织系数、度和聚类系数 3 个指标数据，分析网络结
构复杂性特征与节点城市集装箱运输组织枢纽功能的内部关联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节点城市的组织系数与度值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343 （显著性水平达
0.01），即度值越高的城市，其组织系数也越高。随着对外直接联系数量的增加，节点城
市越发靠近网络的中心位置，其所能掌握的物流资源、信息和在网络中的话语权不断增
加，对集装箱运输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得到持续增强。同时，节点城市的组织系数与聚类
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676 （显著性水平达 0.01），呈显著负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来说
聚类系数低的城市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外直接联系的城市数目普遍较多[24]，所集聚的

1528

地 理 学 报

72 卷

企业分支机构数量和等级规模也优于聚类系数较高的城市，使其在集装箱运输网络中拥
有相对较大的组织能力，即更高的组织系数。可见，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拓扑结构特征
对网络节点城市的组织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尝试利用企业空间网络数据刻画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拓扑结构，使网络不
仅仅局限于班轮航线所联系的港口城市，而是覆盖到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交通枢纽等
多种具备集装箱运输组织与协调功能的城市，为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集装箱流空间
组织特征提供了有益信息。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各节点城市
的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基于组织系数可将节点城市划分为全国性枢纽城
市、区域性枢纽城市、次区域性枢纽城市和地方性枢纽城市四种类型，总体上呈现出明
显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特征，等级越高，节点城市数量越少。② 以节点城市为空间载体
的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具有明显的
东西地带性差异及向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和珠三角地区集聚的特点，大体形成由
东部沿海 6 个核心区和中西部 7 个集聚区所构成的“6+7”空间分布格局，这可能与全国
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以及集装箱运输业自身特点等具有密切关系。③
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的全国性枢纽城市和区域性枢纽城市间具有紧密而广泛的网
络联系，成为众多节点城市空间联系指向的核心。同时，东部地区网络联系密度要显著
高于中西部地区，联系网络整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从全国性枢纽城市向地
方性枢纽城市逐渐拓展的趋势。④ 基于企业功能联系的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中的节
点城市间联系紧密，集聚性特征明显，网络结构具有相对较高的连通性和空间组织效
率，网络结构复杂性特征与节点城市集装箱运输组织协调能力具有显著相关性。
4.2 讨论
综合来看，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众多物流企业市场组织行为
长期耦合作用的结果，节点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与对外连通性不仅与自身发展条件密切
相关，众多物流企业空间网络设置所引起的城市间分支机构等级与集聚数量差异更是塑
造节点城市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和集装箱运输运输组织网络结构特征的关键力量。因
此，物流企业空间网络布局与选址为优化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结构、扩大覆盖范围
和提高节点城市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整体而言，不仅要进一步加
强节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物流园区、集装箱物流中心等硬件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增强
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还应在财政、金融、税收和土地供应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优惠扶
持政策，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有效促进物流企业集聚与发展。就不同区域而言，
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大型物流企业 （特别是骨干物流企业） 向组织网络相对稀疏的中西部
地区布局，提高网络覆盖范围和密度；而东部沿海沿江港口城市要特别重视对大型航运
公司的吸引，以提高港口城市对外连通性和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须注意的是，拓扑网络并非真实网络的简单投影，两者仍存在一定差距[22]。本文基
于 112 家航运企业和货代物流企业的数据也难以完全反映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全
貌，且对样本城市的筛选也可能影响网络复杂性特征的精确性。今后将进一步补充企业
数据，从组织网络形成与演化机制、枢纽城市竞合关系、城市内部企业组织网络特征等
方面对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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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YE Shilin1, 2, CAO Youhui1, WANG Jiawei3, WU Wei1
(1.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Containeriz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global freight
system, has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global trad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reight
spatial organization. At present,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globa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commodity flows. Thus,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Literature
relevant to this area also continues to grow.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112 typical container
shipping lines and freight forwarders, which are the main organizers of the inter-regional flows
of container cargo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economy. A total of 119 cities,
where these shipping lines and freight forwarders are located, are taken as study object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spatial pattern, network connection, and complexity features of China's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concerning urban network and complex network. Our study revealed that: (1) Gaps
exist in 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 each node- city in China's
organization network for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This network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namely, national hub city, regional hub city, sub- regional hub city, and local hub city. This
network is characterised by a typical pyramid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is significantly
imbalanced. Significant zonal differences and agglomeration can be observed in the Bohai
Ri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south-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6+7" spatial structure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six core
areas and seven agglomeration areas of 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presents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3)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national hub
cities and the regional hub cities are close and extensive, which constitute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linkages network and the main direction of linkages among node-cities. The density of the
network linkag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y contrast, network linkages generally tend to expand from the eastern coast
area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from the national hub cities to the local hub cities.
(4) The results of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show that China's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 has strong spatial concentration, connectivity,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efficiency.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al ability of a node city.
Keywords: enterprise network;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 spatial
structure; complex network;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