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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题目：菜场可达性与布局均等性对家庭食物保障的影响 

              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人文地理学  专业  2015  级硕士生姓名：    汤淯媚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钟太洋  副教授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家庭食物需求的质与量都越来

越高，中国食物保障程度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及一些国家将食物保障概念从宏观的国家层面

延伸到微观的家庭层面，家庭作为食物供给的受体，其获取食物的能力和机会又

直接影响微观层面食物保障程度。在我国，菜场作为食物供给的主要载体和城市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其数量以及空间分布情况都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

水平和国民健康状况有重要的影响。虽然国内学者在宏观层面食物保障方面取得

了相关成果，但关于微观层面的食物保障研究缺乏实证基础；更鲜有研究从城市

规划角度出发，对食物供给点的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的角度对家庭食物保障影响

进行分析。本文以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食物供给点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

对居民食物保障影响，以为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配套设施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依

据，为食物保障研究提供相对完整的视角。 

本研究首先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理论为基础，以 GIS 空间分析技术为支撑，

综合考虑菜场本身规模和居民人口规模等指标影响，构建南京市菜场可达性潜力

测度模型，对南京市菜场时间成本可达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其次从空间和非空间

视角建立菜场布局均等性测度模型，探究南京市菜场空间分异规律；根据问卷调

查、网络抓取等方式获取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相关数据，建立家庭食物保障测度

模型分析南京市食物保障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分层线性模型，分别从家庭层和

区县层选取食物保障影响因素，深入探究前两者对后者的影响关系。文章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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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如下： 

（1）基于潜力模型的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具有“核心-外围”趋势，呈现一定

的圈层模式。以中心城区为最核心，交通沿线为“枝干”成星状零星均匀向边缘

地区逐渐降低，同时在溧水区和高淳区中央人口聚集地带，可达性相对较高。另

外，菜场可达性空间差异显著，可达性不足100的街道占南京市总街道数的82.2%；

区县间的可达性离散程度较大，其中秦淮区的可达性是溧水区的1746倍，充分说

明南京市菜场设施空间可达性空间分布严重失衡。 

（2）南京市菜场空间分布总体处于较均等状态，但区域间差异明显。通过

计算，得到南京市菜场基尼系数为0.22，,处于较平均等级；从洛伦兹曲线看出，

就享有菜场较少的常驻人口而言，10%的常驻人口仅享有5%的菜场资源，20%的

常驻人口仅享有不足10%的菜场资源；就享有菜场较多的常驻人口而言，10%的

人口享有11%的菜场资源，30%的常驻人口享有40%的菜场资源。空间上，区位

熵值平均值为0.95，菜场空间布局较均等，较高的地区仍集中在城中四区（鼓楼

区、秦淮区、玄武区和建邺区），南京市人均享有菜场的区位熵值总体呈现中部

高于南北部地区，北部高于南部地区的趋势。 

（3）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情况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明显城中地区及高

淳区的桠溪镇、东坝镇、固城镇等高于其他地区，而南京市外围地区——江宁区、

六合区及栖霞区，食物保障水平偏低。食物综合保障的整体趋势呈现出“中间高、

外围低，南北高于东西”的趋势，且空间分布不均。 

（4）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均对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起到积极作用。家

庭层面的菜场可达性对食物保障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中时间成本可达

性系数为-0.02，说明居民到达菜场所需的时间成本每增加1，食物保障得分就提

高0.02；区县层的菜场布局均等性对食物保障起到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其相关系

数为0.43，表示菜人均占有菜场比例越高，居民越容易获取所需食物，因而食物

保障程度会提高。 

因此，从家庭层面深入探寻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对居民食物保障

影响，为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配套设施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为食物保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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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相对完整的视角。 

关键词：食物保障；菜场；可达性；均等性；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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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Study on the Impact of Wet Markets Accessibility and 

Equalit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n Food Security in Household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SPECIALIZATION:         Human Geography                    

POSTGRADUATE:           Tang Yumei                        

MENTOR:           Associate Prof. Zhong Taiya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resident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food 

demand of the family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degree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is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O and some countries extend food security from a macro national level 

to a micro family level. And as the receptor of food supply, family's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to get food directly affect the level of food 

security at the micro level. In China, as the main carrier of food supply 

and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the city, the quantit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wet market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national health condition. Although domestic scholars have achieved 

some results in food security at the macro level，there is no empirical 

basis for food security research at the micro level; And let alone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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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the impact of food supply 

accessibility and layout equality on family food security is analyz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accessibility and layout equality of food 

supply on micro food security, attempt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provide a relatively complete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food security. 

In view of above all, this paper takes Nanj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supported by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cale of 

the wet markets and 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the model of the 

accessibility measure of Nanjing wet markets is constructed, using for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time cost accessibility of Nanjing city.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and non-spatial perspective,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wet markets layout equality of Nanjing is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law of the wet 

markets. And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network grabbing 

and other ways to obtain Nanjing family food security related data, 

establish the Nanjing family food security measure model to analyze the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in Nanjing city. Last, the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is 

established on the premise of getting the accessibility and layout equality 

of wet markets in Nanjing, selecting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ecurity 

from family level and county level respectivel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er two on the latter one deeply.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article are as follows： 

（1）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wet markets is shown a "core 

periphery" mode, forming a structure of circle of center of central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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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and decreasing progressively to the marginal area. With the traffic 

along the "trunk", accessibility is evenly distributed to the fringe area, 

while the accessibility i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central population zone of 

the Lishui and Gaochun districts. In addition,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s with 

less than 100 of accessibility account for 82.2% of the total number of 

residential districts in Nanj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Qinhuai district is 

1746 times as high as that of Lishui district. The degree of accessi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districts is relatively large, which fully indicates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in wet markets in Nanjing is 

seriously unbalanced. 

（2）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ble farms in Nanjing is 

generally at a relatively equal level,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is 

obvious.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Nanjing wet markets is 0.22, which is at 

a relatively average level. The Lorenz curve shows that 10%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enjoy only 5% of the wet markets resources and 20%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enjoy only less than 10% of the wet markets 

resources, and 20%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enjoy more wet markets, 

and 10% of the population enjoy 11% wet markets resources and 30% of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enjoy 40%. On the spatial level, the average 

location entropy value is 0.9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wet markets 

is equal.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entropy are still concentrated in the four 

districts (Gulou District, Qinhuai District, Xuanwu District and Jianye 

District), and the regional entropy of the per capita enjoyment of 

vegetable farm in Nanjing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the northern trend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  

（3）The food security of families in central of Nanjing and part of 

Gaochun District such as Yaxi town, Dongba town and Gucheng tow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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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areas. And the low level of food 

security concentrate on in Jiangning District, Liuhe District and Qixia 

District. The overall trend of comprehensive food security showed a trend 

of "high in the middle, low in periphery, high in North and South", and 

uneven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4）The accessibility and 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wet market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family food security in Nanjing.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level accessibility on food security: in the study, 

the time cost accessibility coefficient is -0.02,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ncrease of food costs per time is 0.02 when the time cost of residents 

arriving at the food market is increased by 1; the equalization of wet 

market distribution in the county and county level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food securit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43,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wet market per capita is, the 

easier it is for residents to get the needed food, so the level of food 

security will be improved 

Therefore, from the micro level, we will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accessibility and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wet markets in Nanjing on 

the food security of the resident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provide a relatively complete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food security. 

Key words：Food security; wet markets; accessibility; equality; 

Nan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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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食物是保障人们进行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居民食物保障程

度关乎该国家的民生，所以如何确保居民食物保障程度的提高一直以来都是政府

决策的首要关心的问题。关于食物保障的研究一直是各个国家研究的重点，我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食物问题不容忽视。从根本解决食物保障问题，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需要准确抓住影响居民食物保障的原因。文章主要从食物

的供给或获取角度出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均等性相关理论和研究进展

进行系统的梳理，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基础和方向。本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

研究进展、研究目的和意义、组织结构及技术路线。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温饱问题已经不是我国面临的首要问

题。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不同种类的食物生产力持续稳步提高，与此同

时居民对于食物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近几年，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人均食物

需求的量与质越来越高，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朝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在绝大多数家庭基本生活问题得到保障背景下，居民对于食物的选择也从粮食这

类基础食物过渡到膳食结构更加均衡、营养元素含量更高的食物，选择食物种类

更趋于多元化。因此，在研究食物问题时，如何使城乡居民都能够有同等的机会

获取满足自身需要的足够的食物才是国家当下关注的焦点。换言之，就是如何提

高居民的食物保障（food security）程度问题[1]。食物保障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被

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定义就是“确保人们有足够的食物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从宏观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物供给要想得到有效保障，意味着该区域食

物供给能力应远大于当地食物消费需求能力[1]。从数量上来看，食物供给量与消

费量之间的差值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食物保障水平高低，倘若食物供给量不

小于食物消费量，则说明该地区居民能够有机会获得足够的食物，其食物保障程

度相对较高；反之，则说明该地区没有能力保证其所属地区居民能够得到足够的

食物供给[1]。从微观角度看，即人人享有平等的获得足够食物的权利[2]，食物供

给能否得到保障则取决于食物供给点的服务范围与居民获取食物的难易程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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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居民到达食物供给点的可达性以及食物供给点空间布局显得尤为重要。如何

将食物供给点进行有效合理的分配，并且最大程度上满足居民需求成为当下研究

热点。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食物保障是“所有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实际机会（physical 

accessibility）和经济能力（economic accessibility）去够获取足够、安全、营养的

食物满足他们的饮食需求和食物偏好”。从食物保障的内涵来看，居民获取食物

包括是否有获取的实际机会和是否拥有购买的经济能力，而“实际机会”意味着

食物需求者到达食物供给点的物理过程，即空间可达性的概念。本文重点研究食

物供给点空间可达性（food accessibility）对家庭食物保障的影响，暂不考虑经济

能力（economic accessibility）对其产生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供给的

质和量上有更高和更多样化的要求[3]。然而，当居民收入突破了公共服务需求收

入弹性时，政府将根据社会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来对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进

行集中配置，导致公共服务在供给率和社会公平两方面无法做到平衡，从而促使

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质量与可达性之间的矛盾突出[4]。同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会因不同社会结构群体的空间分异而导致空间布局的不均等，造成城市需求者对

获取有限个城市公共服务形成不同的机会成本[5]，从而加深公社会资源分配的不

均等性。因此，在城市服务供体与城市服务受体地理空间不匹配的社会矛盾下，

实现和谐社会和公平社会的建设就需重新审视城市基础配套设施的空间布局[6]。

食物供给点作为一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其数量、质量、可达性及空间配置直接

影响居民能否有效的获取食物，进而影响食物保障问题。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

贫民区因没有食物供给点无法获得食物，导致该地区爆发一系列疾病。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农业部将离家500米没有食物购买点的地区定义为“食物沙漠”，日

本随之效仿[7]。宾尼法尼亚州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教授Stephen Matthews

认为，多开设一些出售健康食品的商店和超市，食物沙漠问题就会得到缓解。据

此，美国某些地区出现了“移动农贸市场（mobile farmers' market）”——“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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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卡车”1来抵御“食物沙漠”。在我国，菜场2（wet markets）作为食物供给的

主要载体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其数量以及空间分布情况都对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国民健康状况有重要的影响。 

2005 年颁发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表示：“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

市公共政策，指导城市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

重要公共政策之一”[8]。这一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政府在实施规划时均等性的理

念应该贯穿整个城市规划过程中，不仅指的是空间上的平均分布，更突出以人为

本的社会资源合理、均等地布局，使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范围能够辐射到不同阶

层群体的居民，其居民也有同样均等的机会获得服务[6]。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等重大会议上也明确提出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公

平化”、致力于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突出强调城市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重要性 [9]。而菜场作为一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公共服务，其

分布均等性自然不容忽视。 

因此，从食物保障的内涵和规划者角度出发，通过分析食物供给点可达性和

布局均等性对家庭食物保障是否存在影响，对解决微观层面食物保障问题和推动

社会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 相关理论 

1、公共服务区位理论 

1963年库帕（Cooper）将韦伯工业区位理论进行推广和延伸，对公共服务设

施区位研究做出杰出贡献[10]；1968年，麦克尔·忒兹（Michael Teitz）在库帕的

基础上正式提出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在考虑效率和公平的背景下如何更合理

的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11]。在数量时代中，效率和公平是公共服务设施区

位中必不可少的两个考虑因素，随着行为地理学的兴起，在行为理论和数量模型

                                                 
1马里兰艺术学院设计实践中心(CDP)的学生通过对卡车进行专门的改造，使之成为有复杂系统和合理

装置的移动农贸市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巴尔的摩城市的食物沙漠问题。 
2菜场，本研究包含菜市场、集贸市场、农贸市场（含生鲜副食品中心、超市、净菜超市、大型超市的

生鲜净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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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基础上完善了忒兹最初的模型，距离、模式、可达性等区位影响因素作用

更加凸显[10]。到了1970年后期，数量和行为地理学的不足日渐明显，越来越多

的学者对其进行质疑和批判，导致数量时代末期传统理论出现失调状态。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人们认知的加深，地理学者对城市公共设施传统区位理论内容进行补

充和完善，使理论内容更加丰富而广泛，研究更加详细而具体。之后以哈维

（Harvey）和琼斯（Jones）为代表的的地理学家认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取决于

资源总量、人口结构和布局、政治影响强度和居民需求表达，并且决定了公共服

务设施须公平分布[12]。自1980s后，迪尔（Dear）重新考虑数量区位关系，并与

沃琪（Wolch）等学者证明了社会服务模型，升华了以前的传统设施区位理论[11]。 

近几年来，随着各个国家的学者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其

内涵越来越丰富，角度越来越全面。  

2、城市空间系统理论 

1937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要素归类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提出“系

统”一词[13]，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存在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我

国系统科学界对系统的界定是：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组成，是一个动态

统一的有机体。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由城市内部各要素构成的特殊系统，内部不同

区域通过交通网络实现相互连接[6]。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空间系统不是一

成不变的封闭整体，而是随经济进步和社会需求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低水平均

衡发展、集聚发展、扩散发展和空间一体化[14]。从空间形态来看，城市内部基

础设施的组合分布差异和结构模型差异都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应，公共服务设施

在地理空间上布局的集聚会导致社会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反之社会要

素的集散变化对城市地理要素空间结构也会产生影响[6]。 

3、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

学家廖什（A.L&ouml;sch）分别于 1933年和 1940年提出的， 50年代起开始流

行于英语国家，之后传播到其它国家，被认为是20世纪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9B%BD/1479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9%87%8C%E6%96%AF%E5%A1%94%E5%8B%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96%87%E5%9C%B0%E7%90%86%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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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它是研究城市群和城市化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

建立基础之一。受到杜能和韦伯区位论的影响，克里斯塔勒认为城市内部任何一

点都享有相同的机会到达中心地，这种假设是在理想地表的前提下成立的。同时

他提出中心地等级规模体系受到市场、交通和行政三方面原则的支配，原则不同，

中心地的结构也存在差异。 

1.2.2 可达性研究 

十九世纪，冯·杜能所建立的古典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中就隐含

了对可达性的探讨[15]。在前期地理学家对区位的研究中，Hansen在1959年将区

位论中模糊的概念清晰化，正式提出了“空间可达性”一词，指出可达性就是“一

个地方从目标起点到终点过程的难易程度”，包含了起点、终点和从起点到终点

的过程三方面要素[16]。从影响可达性的因素将可达性划分成广义可达性和狭义

可达性，狭义可达性仅考虑影响可达性高低的客观影响，广义可达性在此基础上

引入需求者的主观影响因素[17]。在一定地区内，可达性体现了不同地区之间发

生空间相互作用的难易程度[18]；在城市内部，可达性主要用来衡量城市居民到

达需求地的难易程度，并且因交通通达性和出行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19]。 

目前，国外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方面有丰富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研

究对象涉及了绿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Pacione建立潜力模型对城市

教育资源可达性进行科学的探究，并且对中学空间分布差异进行可视化表达[20]； 

Viniece等探讨了美国城市绿地提供的文化生态服务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之间

的关系[21]； Apparicio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空间数据分析来评估蒙特利尔城市

中城市资源的可达性，然后利用多元数据分析来开发每个公共住房项目的服务和

设施的可达性指标[22]；Talent则以公共运动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可达性与都市

区地区利用的关系[23]；Chang-Deok Kang通过考虑步行量和街道网络连通性，考

察了居民到零售点可达性和零售点集中度对汉城零售业影响，并根据零售业的类

型，运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发现行人的空间进入对零售业有不同的影响[24]。Gimpel

等通过计算投票箱的可达性水平，深入探究了其与居民参政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25]。在传统的可达性研究中，很多学者将重点仅放在可达性的时间成本和距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7%BE%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5%9C%B0%E7%90%86%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7%A1%80/327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9%87%8C%E6%96%AF%E5%A1%94%E5%8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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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而忽略了供需双方群体间的差异性。几年来，国外学者在完善可达性影

响因素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Elizabeth等基于空间可达性研究公共汽车运输系统

时，发现交通运输的空间可达性分布与居民的社会结构有紧密联系，中等收入水

平的居民是公共汽车可达性高，而收入处于两极端的阶层公共汽车可达性水平相

对较低[26]；Timothy等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通过测算南卡罗来纳州八个县超市可

达性探究食品环境研究中的尺度效应，研究表明使用普查区或街区作为研究尺度

时，中等家庭收入越高与较低的邻里超市密度和累积机会越低，邻里贫困与超市

密度和累积机会呈正相关[27]； 

国内关于可达性的研究起步较晚，从陆大道院士在1995年在地理学领域引入

可达性的概念之后国内很多研究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索[8]。随着对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可达性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受到重，国内学者在开展城市各类公共设施可

达性评价的同时，对影响空间可达性的因素也在不断摸索与完善。可达性是评价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的关键，掌握影响空间可达性的各类因子，对实现社会公

平意义重大。因此国内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研究日渐完善。在教育设施方面，

刘安生通过构建用最近距离和机会累积模型，计算对常州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空间

可达性，并定量分析城乡教育设施的均等程度[28]；孔云峰等对青少年获得教育

资源的可达性进行研究，定量分析青少年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情况[29]。在公共

绿地设施方面，马林兵等综合考虑绿地设施、路网、交通及人口等因素，设计一

个用于计算绿地景观的网格划分模型方法[30]；杨建思等人以两步移动搜索法的

可达性测度为基础，分析武汉市主城区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的时空布局[31]；岳

邦佳等人同样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基于不同出行方式，研究武汉市公园绿地可达

性，并分析可达性与低收入者在空间的匹配情况[32]；李博等在方法类比和实证

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评价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需要综合考虑绿地规模、人口分布

和交通成本因素[33]。 

1.2.3 均等性研究 

关于“均等”的界定及如何测度“均等”一直是多学科努力研究的热点。在

管理学领域，进行风险分析和建立设施区位配套模型等时常用到均等概念；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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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学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的内涵是指全体公民享有服务的机会均等、服务结

果基本一致[34]；在地理学领域中，均等性问题就是各地理要素空间分配问题，

本质上是探索城市各类基础设施等要素在空间布局差异性和合理性及居民享受

服务的机会同等性，综合不同领域的研究侧重点，城市公共服务均等性仍未有一

个确切权威的定义[35,36]。 

目前，城市公共服务均等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聚

集在城市中心；同一区域内，不同支付能力的需求者获得服务的难易程度也不尽

相同[37]。因此，公共服务均等性需要考虑设施规划配置与居民支付能力是否匹

配，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编制区域城市公共服务设置规划时，充分考虑地区差异，

合理配置资源。由于城市设施空间集聚，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结构的居民在

空间上存在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性，而解决这种地区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均衡

发展，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均等性是首要目标[38]。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中，

均等性是一个递进的动态过程，当不同个体和不同社会群体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公

共服务，此时才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状态。当前我国公共服务均等性程度还很低，

在完全实现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前，应首先着眼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

空间分配的平等性，确保公共服务设施人均占有量不存在太大的空间差异，逐步

推进公平社会的建设[39]。 

在使用公共服务设施过程中，与公共设施的邻近度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标准[8]。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均等性研究。

Joseli在梳理公平分配理论以及掌握公园和社会公平的空间演变过程的基础上，

探讨了城市公园在巴西库里蒂巴市的空间分布，以及它与周围社区的社会经济状

况的关系[40]。Kunzmann认为与满足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的平均分

布即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36]；Hashem Dadashpoor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和空间分析模型，结合哈马丹市不同服务区的15种设施，对其空间匹配

性进行了研究[41]。Kirsi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的人群

在使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存在差异性，年龄偏低的群体选择公共服务设施时，更

偏好优美有活力的环境中设施，年龄偏大的群体更倾向于周围环境较自然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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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Gobster通过研究发现，在芝加哥从事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对绿地公园的不同

模式存在差异化的选择[43]；Erkip探究了公园设施布局均等性与不同社会阶层的

居民需求之间的空间匹配问题[44]。 

我国关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均等性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在设施可

达性水平基础上研究空间分布情况。近些年，伴随 GIS 技术在我国的广泛应用，

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该领域，并出现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医

疗与绿地公园两类设施。张建中仅从空间角度构建了在的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基

础上，公共设施布局均等性评价体系[45]；江海燕在研究公园绿地时，考虑社会

经济因素认为公园绿地在高收入人群聚集分布，社会阶层和经济水平越高的区域

有更多的公用绿地为该地区居民提供服务，社会阶层与公园可达性存在正相关关

系[46]；王松涛等学者通过研究商品住房，得出在我国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的社会

群体在空间上的差异化布局会加剧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不均等性的结论

[47] 。 

1.2.4 食物保障研究 

食物保障一词最早出现在 1974 年 11 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大会上，FAO

首次提出“food security”的概念，联合国总部翻译为“粮食保障”，而 FAO 将

其译为“粮食安全”3。我们所说的“食物保障”并非一个静态不变的概念，不

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历史意义。“food security”内涵不断丰富，在 1982 年的

国际营养会议中新提出两个概念，分别是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4。随着对“food 

security”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入，1983 年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再次更新了“food 

security”的定义，其新概念的表述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

和经济上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48]强调了人们获取食物的两个必要条件-

——物质和经济。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糅合了之前“food security”中注入

的新的概念，完善了食物保障的内涵[49]
。受到国际对食物保障越来越重视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 1992 年首次提出食物保障概念，并认为食物保障是“能够有效地为

                                                 
3 资料来源：http://www.24en.com/p/133433.html 
4 资料来源：http://zhaikebing.blog.163.com/blog/static/110505606201152455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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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居民提供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各种食物”[50] 。从食物保障概

念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食物保障关注的内容实现了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到

微观的转变，家庭及个体层面的食物获得问题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焦点。 

根据FAO在2003年公布的数据，在1999-2001年世界仍然有8.42亿多人处于营

养不良的状态，世界上依然存在严重的食物短缺的问题；美国2011年《家庭食物

安全报告》表明：仅85.1%的美国家庭食物得到保障，其中5.7%家庭食物状况很

差[51]；《2012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2010-2012年全球营养不良人

口约8.7亿，占全球人数的15%[48]；美国农业部在报告中指出，在全美1750万户

家庭中，由于经济问题，14.3%的家庭在某些时候不能为家庭成员提供充足的食

物；在2013年，5.6%的美国家庭甚至无法保证正常的食物供应。总体而言，有380

万美国家庭不能为孩子提供充足并营养的食物。在单亲家庭、非洲裔及西班牙裔

家庭中，不能保障食物供应的现象尤为显著。受价格剧烈波动、经济危机等因素

的影响，2000年起家庭食物保障水平缓慢下降，这意味着家庭中的某些成员因资

金短缺或其他资源不足而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从而不得不降低食物消费质量和

数量、改变饮食习惯[52]。因此，提高国家层面的食物保障水平是各国共同任务，

也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工作的重点。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情，使得食

物保障问题更加不可忽视。从宏观的国际粮食供求来看，1994年中国禁止主要粮

食出口及1995年中国粮食大幅度进口（大米和玉米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到1996年我国主要粮食全部转变为净进口，致使粮食价格均比往年有所增长[53]。

1990-1992年间到1999-2000年间，我国营养不足人口虽然减少，但1999-2001年间

食物无法得到保障的人口数仍然高达1.35亿。随着我国主要粮食进口压力增大，

粮食市场在国际上虽表现为“买方市场”，但是国民营养水平仍面临这严峻的考

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物保障问题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996年国务院新闻

办发布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明确指出中国来那个是供需问题的基本方

针是“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54]；2004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促进农民增加

收入》提出“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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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国民食物保障水平，相关文件见表1-1。

由此可见食物保障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表 1-1 国务院下发食物保障相关文件 

年份 文件 内容 

2017年 《2017年食品安全重点

工作安排的通知》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高食品安全治理

能力和保障水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2015年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若干意见》 

指出粮食安全仍然是我国首要问题，针

对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出了许多细化要

求 

2014年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诺干意

见》 

提出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

农产品质量和视频安全监管 

2014年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2014—2020年）

的通知》 

“保障食物有效供给，优化食物结构，

强化居民营养改善”  

2011年 《关于开展2011年全国

粮食稳定增产行动的意

见》 

“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保障有效

供给，对于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消费

价格总水平、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

社会和谐稳定”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公开文件整理得到 

食物保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即使在食物供给充足的

国家，仍然存在食物无法得到保障的人群[55]。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日益成

为影响粮食等主要食物安全的重要因素，FAO和一些国家在重视保障国家粮食等

主要食物总量供应充足的同时，又强调必须使“每一个家庭都有获得足够粮食等

主要食物的能力”，将食物保障层次从国家、政府层面延伸到家庭、个人层面，

将“家庭食物保障”、“个人食物保障”作为确保国家食物保障全的新要求。上

世纪70年代食物保障研究多集中于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到80年代食物保障研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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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逐渐转向家庭层面[55]。至今为止，从国内现有的研究和统计资料来看，中国

食物保障相关研究仍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住户和个人营养保障方面研

究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尤其是从公共设施资源配置（即食物供给点分布）对食物

保障影响尚未得到重视，区域性和空间性的食物保障仍需进一步探究。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1.3.1 研究目的 

20世纪80年代后，市场日渐成为影响食物保障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社会细

胞的家庭，其食物保障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FAO和一些国家在确保国家食物

供给量充足的前提下，又重点提出必须使“每一个家庭都有获得足够粮食等主要

食物的能力”，将食物保障层次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府延伸到微观层面的家庭、

个人，将微观层面食物保障作为确保国家食物保障的新要求。作为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的菜场，其布局均等性不是简单的空间平均分布，而是使居民均等地享有使

用的权利。在自然经济社会属性差异的基础上探究南京是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

性状况，并基于空间分析和地理可视化方法，探究二者在空间上的差异分布；建

立食物保障测度模型分析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程度，在分层线性模型的基础上探

究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对家庭食物保障是否存在影响，存在怎样的影

响。 

1.3.2 研究意义 

1.3.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运用地理信息科学、交通运输学、空间分析学、计量经济学、区域经

济学及城市规划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56]，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食物保障问题

进行整理。并将菜场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通过建立模型计算分析供需点

的时间距离成本和菜场空间布局情况，从微观层面深入探寻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和

布局均等性对居民食物保障影响，为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配套设施水平的提高提

供理论依据，为食物保障研究提供相对完整的视角。 

家庭食物保障与区域发展、居民收入以及社会公平密切相关，了解区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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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和食物获取情况，从城市规划角度解决家庭食物保障问题和社会公平性问题

是发展地区经济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全球呼吁食物保障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希望

通过对食物供给点布局及与可达性分析，从政府决策制定者的角度提高家庭食物

保障水平，为国家制度的完善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促进经济发展

并全面提高我国国民个人食物保障水平。 

1.3.2.2 现实意义 

（1）家庭层面食物保障事关国家层面食物保障整体水平提高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社会制度的根本[57]。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发

展水平较高，宏观层面的食物保障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未来食物保障

的重心应该放在微观层面食物保障上，家庭层面食物的得到有效保障是一个国家

食物保障水平高的表现。国家受各种因素对城市服务设施投入不平衡，及家庭自

身收入水平限制，都将限制我国微观层面食物保障水平的提高。通过对家庭食物

保障的获取权进行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营养状况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而居民食物保障与食物营养状况

关系到家庭生活生产能力，对家庭成员健康尤其是青少年健康产生了直接影响。

家庭没有稳定的收入、食物供给点分布不均、交通通达性地等因素都会对家庭食

物保障造成影响，阻碍家庭获得需要的食物。目前，宏观食物保障处于较高水平，

那么从微观食物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家庭住户能否得到有效的食物供给是从根本

解决食物保障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的前提 

（2）从可达性角度分析食物保障状况是了解我国是否存在“食物沙漠”的

必经之路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成为关系国家和地区健康

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9]。限于各种因素导致了城市食物供给点的有限性，集中、

规模化的配置方式使菜场与可达性之间矛盾凸显，从而造成城市食物沙漠，居民

食物保障得不到有效实现。因此，在资源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条件下，从空间视

角运用地理信息分析工具对南京市菜场空间可达性进行测度，进而评价其社会公

平性水平。为南京市菜场空间规划和改善提供科学指导，为公平而有效的食物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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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具体可操作的科学建议[58]。 

（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性是城市规划的核心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有效的保证城市功能正常有序运行，提高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的服务效率是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的最终目标[59]。本研究

在食物保障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性，解决公共服务资源

供给与城市公共服务受体空间不匹配问题，对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建立平等和谐

社会至关重要。因此，从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出发研究居民对食物的需求状况

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状况意义重大。 

1.4 章节安排技术路线 

1.4.1 章节安排  

第一章，为文章绪论部分。在梳理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均等性

等相关理论和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阐述了本研究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并确定文章的研究将路线。 

第二章，研究区介绍及数据获取。对研究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进行描述，

并详细介绍了研究所需的数据的获取过程，对南京市菜场和居民点布局进行初步

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第三章，南京市菜场可达性测度。结合南京市菜场、居民点和路网的实际情

况，运用ArcGIS软件的网络分析模块对菜场的时间成本可达性进行评价；考虑

到供需点的引力情况，计算对南京市居民点到菜场的潜力可达性，讨论空间的差

异性。 

第四章，南京市菜场布局均等性测度。从空间的角度和非空间的角度，分别

采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和区位熵值测算南京市菜场分布均等性，分析南京市

菜场布局情况。 

第五章，是可达性和均等性对食物保障影响。运用家庭食物调研数据，以食

物保障内涵为基础，构建南京市食物保障评价模型，得到居民的食物保障情况，

并计算家庭食物保障得分。在根据第三章和第四章得到的菜场时间可达性和均等

性值，构建分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和区县层分别讨论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和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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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家庭食物保障的影响。 

第六章，是结论和展望。总结研究成果，对本次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进行归

纳，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4.2 技术路线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在梳理和理解食物保障、城市服务设施可达性和布

局均等性等相关内涵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南京市现状，在空间上从家庭住户层

面及区县层上分析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对食物保障的影响。技术路线

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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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提出

菜场可达性测度分析 菜场布局均等性测度分析

数据搜集 菜场布局分析

建立潜力模型

菜场可达性评价

制定调研

随机抽样

菜场调研

非空间角度 空间角度

基尼系数
区位熵值

洛伦兹曲线

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测度体系构建

构建分层线性模型

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对家庭食物保障影响评价

菜场区县布局均等性评价

控制变量

层一变量
层二变量

自变量

可达性值
区位熵值

家庭食物保障得分

空间分析方法 统计计量方法

  

图 1-1 技术路线图 

 

 

第二章 研究区介绍及数据获取 

本章主要介绍了南京市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详细说明了研究数据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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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尤其是调研数据从设计问卷到抽样方式再到选取样本的分布状况以及入户

调查的标准整个过程，空间基础数据的网络爬取过程。基于得到数据，初步探讨

南京市居民点和菜场设施分布概况，对数据空间分布进行简单梳理。 

2.1 南京市自然及社会概况 

南京市地处中国东部江苏西南部，跨江而居，与江淮平原和长三角毗邻[60]，

作为江苏省省会、是中国东部发达程度较高的城市。南京市是国家东部战区司令

总部驻地，是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发展的重要枢纽城市，是中国四大古都、首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对位置如图 2-1。 

南京地跨北纬 31°14″至 32°37″，东京 118°22″至 119°14″。2016 年南京建成

区总面积是 1125.78 km²，占地区总面积的 17.09%。自 2013 年调整后到 2018 年

为止，南京市区划包括 11 个区县（市辖区），90 个街道办事处、10 个镇、923

个社区居委会、319 个社区村委会[61]。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南京市常驻人口不断增加，2018 年城市建成

区面积由 619 km²拓展到 773 km²，城镇化率达到 82.3%；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1715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54538 元和 23133 元，年均分别

增长 8.9%和 10.1%5。 

                                                 
5 资料来源：《2018 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http://www.nanjing.gov.cn/xxgk/szf/201802/t20180206_5266438.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A4%A7%E5%8F%A4%E9%83%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97%E9%81%93%E5%8A%9E%E4%BA%8B%E5%A4%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5%8C%BA%E5%B1%85%E5%A7%94%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1%E5%A7%94%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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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南京市地理位置图 

2.2 研究数据的获取 

基于文章研究内容，所需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用于进行空间分析的基

础底图数据，二是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数据列表及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列表 数据来源 

基础底图数据 

菜场空间位置 

居住小区空间位置 

交通路网空间位置 

市区行政区划图 

Google Earth 下载、百度地图、谷歌

地图和平板电脑定位、航拍路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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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数据 

菜场摊位数 

人口密度 

人口特征 

职业教育 

经济状况 

调研获得、统计年鉴、文献资料 

 

2.2.1 社会经济数据的获取 

2.2.1.1 进行家庭食物保障调研 

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调研 

（1）调研问卷的设计与获取。为取得研究区家庭食物保障程度及家庭结构

相关数据，需要制定南京市家庭住户调研问卷，对南京市家庭食物消费、家庭食

物安全认知情况及家庭结构等信息进行深入调查。此次调研利用平板电脑上

ODK数据收集软件，在后台信息库调取本次调研问卷，进行入户调查，在填写

问卷的同时可以利用软件上的GPS进行家庭定位。 

（2）调研对象的选择。基于统计数据的数量上合理性，调研拟抽取1200个

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在样本的选择上采取科学合理的抽样方法：多阶段分层整群

随机抽样法和简单随机抽样法相结合。 

首先，是调研区域的选取，为了保证南京是样本分布均衡性，在统计出南京

市130个街道的基础上，对街道进行随机抽样；按照相同的方法对选择的街道继

续抽取100个社区样本，通过查询样本社区人口数量，把1200份样本按比例分配

到社区中。 

其次，是社区住户的选取。同时为确保同一社区样本分布随机性，调研人员

到达指定社区后，根据社区内不同小区的规模按照调研人数成比例的进入到不同

小区。到达小区后，以调研人员位置为原点，正面对应的方向为Y坐标、右手方

向为X坐标，根据坐标象限定位第一象限对应的楼栋；再利用平板电脑随机抽样

软件随机抽取楼层，对楼层右手边住户进行问卷调查。若抽取的住户无法配合完

成有效问卷，则对同楼层的另一住户进行询问。在同一楼栋中样本数量应<3，前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19 

 

往下一栋楼进行调研时，按照同样的方法选择对应的楼栋，直到完成该小区样本

量为止。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调查的样本对象应是

在家庭处于主导地位或者熟悉家庭食物消费等情况的成年人；每完成一份问卷都

要进行一次位置的记录。 

本次入户调查共获取1210个样本，涵盖南京11个区县，100个社区居委会，

部分调研图片如图2-2。 

 

 

图 2-2 住户调研人员及入户调研 

资料来源：笔者于2015年7月南京市住户调研时拍摄 

 

南京市菜场服务能力调研 

相比住户调研，菜场的服务能力调研相对简单。首先在网络抓取南京市分街

道菜场数据（352个），利用SPSS软件随机抽样功能，随机抽取10%个样本进行

实地调研，样本信息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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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人员根据样本菜场的经纬度定位到指定的地方，在准备的手绘纸上绘制

出菜场摊位布局图，并对每个摊位进行编号，其标准是调研人员进入菜场右手边

第一个摊位记作“1”，随后按照螺旋式向中心缩小的规律编号依次加1。接着，

调研人员随机询问总摊位数10%的摊主的营业时长，取其平均数作为该菜场的工

作时长，同时记录下菜场每分钟的人流量（表2-2）。部分菜场调研图和记录如

图2-3、图2-4。 

表 2-2 样本菜场菜场属性信息表 

区县 街道 菜场名称 摊位数/个 

鼓楼区 宁海路街道 天津新村社区菜市场 11 

鼓楼区 华侨路街道 峨嵋岭社区菜市场 15 

鼓楼区 凤凰街道 凤凰花园城社区菜市场 35 

鼓楼区 宝塔桥街道 金大农贸市场 33 

鼓楼区 宝塔桥街道 金陵小区集贸市场 100 

鼓楼区 小市街道 中央北路菜场 82 

秦淮区 红花街道 汇景家园农贸市场 39 

秦淮区 大光路街道 光华门菜市场 31 

秦淮区 中华门街道 开源农贸市场 20 

栖霞区 尧化街道 天盾菜市场(尧佳路) 60 

栖霞区 迈皋桥街道 丁家庄农贸市场 30 

栖霞区 燕子矶街道 化工一厂农贸市场 14 

栖霞区 燕子矶街道 联珠集贸市场 60 

栖霞区 龙潭街道 龙潭街道江畔人家临时农贸市场 68 

雨花台区 赛虹桥街道 大东春辉农产品平价集贸市场 13 

雨花台区 铁心桥街道 春晓农贸市场 39 

浦口区 泰山街道 桥北农贸市场 123 

浦口区 江浦街道 滨江和园菜场 15 

浦口区 永宁街道 永宁镇农贸市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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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区 梅园街道 后宰门集贸市场 76 

玄武区 红山街道 北苑农贸市场 43 

玄武区 新街口街道 香铺营集贸市场 78 

资料来源：根据于2017年7月南京市菜场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图 2-3 调研菜场实况图 

资料来源：笔者于2017年7月南京市菜场调研时拍摄 

 

 

图 2-4 调研菜场手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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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于2017年7月南京市菜场调研时拍摄 

2.2.1.2 统计年鉴查阅 

由于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数据来自2015年调研，为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和结果

的准确性，文章通过查阅2016年《南京市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获得

南京市区县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外来人口数量以及南京市常驻

人口数量。 

2.2.2 基础底图数据的获取 

2.2.2.1 南京市菜场和居住区数据获取 

作为可达性分析的基础数据，南京市菜场和居住区数据坐标位置的准确性很

重要。南京市菜场和居住区数量多，单纯通过手动拾取坐标系难免出现错误和遗

漏。为了更高效率的获取高质量数据，文章运用Python语言抓取南京市全部菜场

和居住区数据，具体过程如下：在爬取数据之前先注册百度开放平台，获取平台

的访问应用（AK）；通过调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API获取南京市bounds值，界定

了需要兴趣点（POI）的范围；由于每个坐标范围最多获取400个兴趣点，而南

京是菜场和居住区数据可大于400，因此需要对南京市菜场和居住区数量进行预

估，将南京市分为若干坐标系；文章利用ArcGIS中渔网工具生成南京市格网，

根据格网预估菜场和居民区的疏密度，进而计算南京市划分坐标范围的数量。 

经过计算，将南京市划分为18个坐标范围，由于研究区边界非正规长方形，

获取的兴趣点中可能包含区界外的菜场或居民区，经过筛检，共得到352个菜场

和6985个居民小区，分布如图2-5。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23 

 

 

图 2-5 南京市菜场和居民点分布图 

2.2.2.2 南京市其他数据获取 

本研究中为了具体分析南京市不同地区的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差异，将

研究范围缩小到街道单元，文章所需要的街道级行政区划矢量图采用二调时期的

测绘数据，南京市共分为118个街道行政区。 

城市道路网的布局体现了整个城市的路网框架建设，对于研究结果的精度有

重要的影响，考虑到研究居民的实际出行时间，文章能够获取采用高精度、大比

例尺的路网数据网站——开放式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OSM）。为了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采用手动选择区域的方法界定路网范围。将导出的数据使用

ArcGIS的插件ArcGIS Editor for OSM进行转换，根据得到的研究区范围把多余的

路网裁剪掉，得到完整的南京市道路网地图，如图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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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南京市道路网图 

2.3 研究方法 

（1）实地调研的方法 

实地调研是指由调研人员亲自搜集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当研究者得不到所需

要的二手资料时，必须收集原始资料。在实地调研获取资料的过程中，数据的质

量和可靠性存在风险，原因是调研人员是否制定有效的问卷和调查方案，被调研

者是否积愿意并积极配合回答，真实有效的提供所需信息。 

比较科学的调研通常包括预调研和实地调研两部分，文章在进行菜场调研和

家庭住户调研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咨询专家和相关人员对南京市菜场和食物

状况有了大致了解。然后根据南京市的基本特点设计和修改问卷。在进行南京市

家庭住户食物保障调研时，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样本分布的区县、

街道、社区以及居民小区；采用与街道人口成正比例的方式确定研究区的样本量。

调研的方式则基于平板电脑的 ODK 软件，区别于传统的纸质问卷，每做完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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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实时上传的数据，避免人为的丢失；同时为了提高被调研者的积极性，保

证问卷的质量，在实地调研前对调研人员的调研技巧进行培训，确保被调研者提

供最有效的配合。 

（2）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的方法分为描述统计分析和推断统计分析，研究者以数据的形态

建立一个用来解释其随机性和不确定的模型，用来推断和预测发展趋势，这种

方法为推断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则是描述数据过程。文章在南京市菜场

均等性测度的章节里，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南京市人均菜场占有量

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第三章及第五章中，均建立模型对南京市

菜场可达性和食物保障影响因素进行推理分析。 

计量分析是根据理论和观测的事实，运用合理的推理方法使之联系起来，通

常以建立数学模型为基础，通过结果数据来解释社会现象，属于定量分析的一种。

计量分析在每个科研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根据文章研究问题，考虑到数据结构

和食物保障影响因素，本文在了解计量分析理论基础上，利用HLM6.08软件构建

分层模型，在家庭层面选取包含可达性在内的7个解释变量，在区县层面选取包

括布局均等性在内的5个解释变量，分别讨论各个影响因素对食物保障的影响。

分层模型顾名思义，是一种可以同时包含不同层面变量的嵌套性模型，由于食物

保障不仅受到个体的影响，还受到个体所处的区域环境的影响，因此构建分层模

型十分必要。 

（3）空间分析方法（Spatial Analysis，SA） 

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最根本和核心的功能，通过研究地理空间数据及其

相应分析，挖掘地理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揭示地理现象及形成该特征的运行机

理。空间分析方法广泛运动在地理学、测绘学和建筑学中，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工

具。 

文章通过基于百度地图 API 抓取菜场、居住区数据和路交通网及南京市行

政区划等空间数据图层，导入 ArcGIS 中建立统一的参照坐标系统和地理对象之

间的空间对应关系。利用 ArcGIS 构建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根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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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南京市道路网赋予一定的时间成本值，并对错综复杂的路网进行拓扑检验，

保证路网的完整和通畅。通过数据连接和道路时间成本赋值，利用菜场和居民点

基于网络分析功能计算出南京市菜场时间成本可达性，并分析其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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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京市菜场可达性测度分析 

本章主要介绍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理论和测度方法，把网络抓取的菜场和居

住点的数据导入ArcGIS软件中，进行投影和坐标的统一转换，为数据模型的建

立奠定基础。接着，对处理过的基础地图分别进行时间可达性分析和引入菜场服

务能力和居民点人口势能的潜力模型可达性分析，对得到的结果从成本可达性和

潜力模型可达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3.1 城市服务设施可达性理论基础和测度方法 

3.1.1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理论基础 

空间可达性度量方法有很多种，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为目标，针对该类供给

点进行空间可达性分析，选择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型是准确测度其空间可达性水平

的基础前提。在菜场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研究中，考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总体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交通可达性，二是菜场的质量可达性。交通可达性涉及

到两点之间的距离和在交通上的时间成本。其中基于路网的路径实际距离更能反

应两点之间的空间距离，这就要求路网数据的精度较高，后续考虑的因素包括不

同道路的车速、道路交叉口形式，公共交通可能性等问题。菜场质量的可达性，

则是考虑了菜场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可通过菜场面积、摊位数、菜品新鲜程度、

菜场等级等因素来反映。此外，还包括对菜场服务设施的需求因素，包括人口数、

居民年龄结构等。在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空间可达性评价时，我们不仅要考

虑模型的理论优势，也要考虑模型计算的可行性。 

在研究特定区域空间可达性时一般将研究区根据实际情况分成若干基本空

间单元，通常采取单元人口重心或居民小区位置坐标来表征该区域内需求点。本

文基于现有数据选取整个南京市作为研究区，用获取的百度地图居民小区兴趣点

（POIs）数据作为需求点，以南京市菜场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立网络数据模

型进行可达性分析。 

3.1.2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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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受到供需双方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不同等级

规模的菜场对居民购买食物的行为的影响，设置不同的极限出行距离（时间）来

体现菜场设施等级规模对居民购物选择行为的影响，构建潜力模型。得到如下表

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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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ij为需求点i到供给点j的潜力可达性； A
p

i 表示需求点i对所有供给点

的潜力可达性值；Vj表示第j个供给点周围潜在的需求人口指标；Sij表示菜场j的

服务能力；Pk表示街道居民点的人口数量；dij表示街道居民点与菜场之间的交通

时间成本；β表示阻抗系数，并随着服务设施规模、人群特征的不同而不同，且

当β取值介于1.5-2.0时对研究结果影响不大[62]；n，m分别表示供给点和需求点的

数量。此时Sij<0，计算中应将Sij的所有负值设置为0。根据南京市菜场可达性测

度潜力模型，对模型中每个参数具体的计算和处理过程如下： 

1）进行道路分级。根据道路等级赋值相应的限速值（km/h）和阻抗，具体

赋值情况如表3-1。计算行驶每千米花费的时间（min/km）作为行进成本值，并

将其他陆地部分赋值10min/km[63]。 

表 3-1 不同道路类型的行进成本值 

 道路类型 

 国道 省道 县道 高速公路 城市道路 乡村道路 

时间（km/h） 70 50 40 80 30 20 

行进成本值

（min/km） 
0.86 1.2 1.5 1.3 2 3 

数据来源：2017年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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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成成本栅格。将路网图层、菜场图层和居民小区图层栅格化，分辨率

为1m*1m。利用聚合工具（Aggregate）将分辨率为1m的数据叠加，重新采样成

100*100分辨率，镶嵌得到成本栅格。 

3）时间成本距离分析。基于O-D成本矩阵法计算南京市所有居住小区到菜

场服务设施的出行时间，计算公式： 

                                                    （4） 

其中，Ti 表示第 i 个居民到达菜场所需的时间，Li 表示居民通过 j 等级道路的长

度，Vj 表示居民通过 j 等级道路时的平均速度。首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赋予城市道路网中不同等级道路以相应的速度值，

创建城市道路网网络数据集。创建 O-D 成本矩阵，统计这个区域所有地方到这

些有限个数菜市场的时间成本，得到南京市菜场时间成本可达性图 3-1。 

4）检索居民点可达性。在 ArcGIS 中打开居民点小区信息，利用上一步中

得到的南京市时间成本可达性，检索出整个南京市 6985 个居民点到达有限个数

菜市场的时间成本，并进行克里金插值得到图 3-2。 

5）确定阻抗值（β）。对于β的取值Reggiani基于439个地区居民日常通勤

流量采用回归分析计算得到不同距离衰减函数下的β值[64]；Peeters通过汇总前人

的研究，归纳出β的取值范围应在[0.9,2.29]之间[65]；有研究将β取值为1.0，1.5，

1.8，2.0等不同的值[12]，其中有学者通过走访居民日常评价出行时间，发现当β

=1.8时，得到个点的出行时间与实际较吻合，故本文也将β取值为1.8。 

6）确定菜场需求人口势能（Vj）。创建包含菜场和居民点的成本矩阵，并

在出行矩阵中增加“人口势能”一列，其计算方法如公式V=Pop*Ti
-1.8所示（β

=1.8）。然后，把不同空间位置的菜场的V进行汇总，得到Vj值，即第j个供给点

周围潜在的需求人口指标值。 

7）确定菜场服务能力（Sj）。菜场服务能力根据服务人口来确定，按照公

式Sj=60*mj*tj*nj计算每个菜场的服务能力，其中mj表示菜场每分钟招待人数，tj

表示菜场每天工作时间（h），nj表示菜场摊位数。汇总Sj值，填加到矩阵表的服

务能力一列。文章采集了42个菜场的摊位数、工作时长及每分钟服务人数，其余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30 

 

菜场的规模获取自该菜场官方网站，工作时长每个摊位摊主时间不一，文章用所

在菜场白天营业时长表征，并将规模相似的菜场赋予同等的工作时长和服务人

数。 

8）计算引力可达性值（Ai）。根据以上计算每个居民点引力aij，每个区叠

加内部所有引力值得到Ai。随之进行可视化表达，图3-3。 

3.1.3 基础底图数据处理过程 

将第三章中搜集的南京市路网数据、居民区数据及菜场数据进行运算前的处

理。  

（1）图形矢量化 

运用Arcgis软件将南京市街道区划图矢量化处理，把居住小区、菜场服务设

施等要素生成点图层；城市道路网生成线图层；南京市街道区划生成面图层，并

进行统一的投影坐标转换，得到用于数据分析的基础底图。由居住小区、菜场服

务设施构成点图层。道路网包括铁路、省道、高速、县道地铁、乡镇村路、行人

道路等。 

（2）确定属性字段在菜场图层建立名称、服务能力等属性字段；在街道区

划图层中建立街道名称、常驻人口数、菜场数量等属性字段；在城市道路图层中

增加道路长度、机动车行驶速度、时间成本等属性字段。 

（3）建立道路网拓扑关系 

通过Arccatalog建立个人地理数据库以及要素集，导入道路图层。将拓扑道

路图层拉进ArcMap中进行进行拓扑检查，错误的拓扑结构进行编辑修改，确保

路网之间不重复、交叉，使网络数据集能够顺利建立。 

（4）建立网络数据集 

对路网数据、居民点数据和菜场数据处理后，在ArcGIS中选择ArcCatalog目

录，建立GIS空间数据库和网络数据集，将菜场、城市道路网、居住点要素导入

数据库。 

3.2 南京市居民点到菜场的可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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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基于道路网的南京市菜场的可达性分析 

    利用ArcGIS软件，在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t）模块的基础上，创建OD

成本矩阵，计算352个菜场到南京市任意一点的时间成本可达性，如图3-1所示。 

从图3-1中可以看出，南京市菜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并以人口聚集地为

中心，交通沿线为“枝干”成星状零星均匀的散布在浦口区、高淳区、溧水区、

栖霞区东部以及江宁区南部地区。因此，南京市菜场设施空间可达性空间格局总

体上呈现出以玄武区为最核心，鼓楼区、建邺区、秦淮区以及栖霞区西部包围的

核心向外围和边缘地区逐渐降低的模式。同时在溧水区和高淳区中央人口聚集地

带，到达菜场的时间成本<1h，可达性相对较高。中部城区街道服务设施完善，

数量和规模较其他区域有明显的优势，路网密集也为居民购物提供了便利的条

件。 

自六合-浦口-江宁-溧水-高淳交通沿线将雄州街道、葛塘街道、泰山街道、

江浦街道、谷里街道、秣陵街道、禄口街道、永阳镇、洪蓝镇、和凤镇和淳溪镇

部分区域串联在一起，因此沿线附近的居民到达菜场可达性较好。说明交通设施

的改善能够提高服务设施的通达性，节约居民购买食物的时间。溧水区西南部和

高淳北部、东北部地区居民点数量较少且位置分散、偏远，区域内服务设施配套

不完善，居民往往到就近街道（镇）购物，因此空间可达性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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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基于时间成本的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分布图 

3.2.2 基于道路网的南京市居民点到菜场可达性分析 

在测算出南京市菜场时间可达性的基础上，检索6985个居民点的时间成本可

达性值。从整个南京分析，图3-2表明菜场基于成本可达性受到空间分布不均衡

的影响，南京市城中四区可达性整体水平最高，江宁区的西南部分及高淳区和溧

水区的大部分可达性水平处于偏低地位。 

从南京市中心城区分析，通过表3-2发现，鼓楼区的时间成本可达性最低，

只有0.72h，其次是玄武区0.78h，建邺区1.07h和秦淮区1.09h。在城中四区中，时

间成本可达性的平均值为1.79h，相比整个南京4.47h平均缩短2.68h，节省了将近

自身时间的两倍。由收集的资料统计可知，城中四区共有43个街道，其中时间成

本不足1h的有21个，覆盖城中50%的地区。结果显示，城中四区时间成本最高的

是建邺区的双闸街道，可达性值为8.31h，最低的是秦淮区的五老村街道，时间

成本是0.1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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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时间成本可达性从核心的城中四区逐步向外增加，其中江宁区的横溪

街道时间成本可达性值高达13.71h，溧水区的石湫镇的时间成本可达性19.23h。

除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和鼓楼区之外其他8个区县的成本可达性平均值是

6.47，约为城中区的3.61倍；同时不同街道的可达性方差为5.42，比城中区2.24

高出一倍，说明南京市非城中区的街道可达性分布离散，区域间的差异较明显。

经过对菜场数量和居住点数量的布局初步分析，发现溧水区二者数量均处于南京

市低端水平，该条件似乎与溧水区的时间成本可达性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溧水

区对于居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布局贴近人口分布规律，即居民聚集的地方配有

相应的菜场设施，公共资源布局较均衡，使居民花费更少的时间成本获得家庭所

需的食物。 

以上结果表明城市交通的发达极大削弱了中心城区居民购买食物的时间距

离，而在可达性较低的地区主要受限于地理位置、菜场数量以及交通路网。可达

性空间分布格局更多的依赖于南京市路网的密度，通过改善南京市食物购买的交

通环境，从而缩短居民点与菜场直接的时间距离。 

表 3-2 不同区县时间成本可达性平均值 

区县 
玄

武 

秦

淮 

建

邺 

鼓

楼 

浦

口 

栖

霞 

雨

花

台 

江

宁 

六

合 

溧

水 

高

淳 

可达

性值

（h） 

0.78 1.09 1.07 0.72 3.46 1.39 1.42 1.39 9.56 2.96 
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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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基于克里金插值的南京市居民点到菜场可达性分布图 

3.3 基于潜力模型的南京市居民点到菜场可达性分析 

3.3.1 菜场空间可达性处于较高水平，但分异性明显 

在实际生活中，居民购买食物时对菜场的选择往往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比

如菜场的等级、服务能力、菜场菜品的丰富度以及人口需求规模等。南京市人口

密度差异较大，为进一步考虑人口空间分布与菜场可达性关系，单纯的计算供需

点的出行成本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文章加入人口势能和菜场服务能力等指标对菜

场和居民点直接的可达性进行运算。 

从整体来看（图3-3），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存在空间差异性，根据结果统计

得知全市菜场的可达性平均值为188.43，最大值为5147.32，最小值0.18，方差为

570.04，通过分析发现南京市各个街道之间菜场离散程度很大，空间可达性水平

分化明显。统计计算的南京市潜力可达性，发现可达性值<10的街道有71个，占

南京市的60.17%；可达性<100的街道个数高达97个，占南京市总街道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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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可达性值>1000的街道一共有5个，分别是秦淮区的洪武路街道、五老

村街道、夫子庙街道，鼓楼区的湖南路街道以及玄武区的新街口街道，其中可达

性值最高的是秦淮区的五老村街道，其值高达5147.32。菜场潜力可达性值>100

的地区中，鼓楼区有8个街道，建邺区3个街道，秦淮区11个街道，玄武区4个街

道，雨花台区3个街道，因此潜力可达性值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玄武区、建邺区、

鼓楼区为中心的二环以内以及江宁区的淳化街道，中部区域街道的菜场设施规模

和数量具有明显的优势，约占南京市总数的24.58%。综合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说

明南京市菜场设施空间可达性整体水平偏低，空间分布严重失衡。 

在11个区县中，潜力可达性由高到低以此为秦淮区>玄武区>鼓楼区>建邺

区>雨花台区>栖霞区>六合区>江宁区>浦口区>高淳区，其中秦淮区的潜力可达

性为1049.13，是玄武区（431.21）的2.43倍；位于末尾的高淳区和溧水区可达性

值仅是秦淮区的1/1746，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性。在总体可达性水平低的地区，

溧水区的永阳镇和高淳区的淳溪镇，潜力可达性值分别为7.11和4.94，高于所在

区县的整体水平。从人口-菜场分布来看，永阳镇和淳溪镇人口分布密集，但菜

场设施较少，导致其潜在服务人数多。在可达性总体水平较高的建邺区，江心洲

街道的潜力可达性近为0.04，远远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以上数据说明南京市菜场

可达性在区县层面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也存在街道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当居民点周围配置相应需求的菜场设施时，居民可达菜场可达性较好。外围

地区菜场可达性查的主要原因是：①菜场服务设施供应不足，部分地区没有达到

《南京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标准》规定“居住社区级公共设施以服务半径500-600

米内的3-5万左右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要求；②南京市不同地区路网发达程

度有差异，非中心城区的道路网设施较城中区来说不够完善，交通通达性偏低，

该地区居民无法确保有效的获得食物。所以要扩大菜场设施对城市外围地区服务

辐射范围，提高居民购买食物的可达性就要从以上因素着手。首先政府可根据可

达性和居民聚集度在空间上的匹配程度，对有居民聚集但可达性程度偏低的区域

规划建设若干规模较小的菜场，从供给点的数量和位置上缩短居民获取食物的时

间；其次针对居民出行方式，通过完善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如地铁、公交等，提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36 

 

高城市路网的完善程度，降低居民获取食物的时间。 

 

 

图 3-3 南京市菜场潜力可达性分布图 

 

3.3.2 菜场可达性呈“核心-外围”模式 

在ArcGIS中以南京市城中四区的核心为中心，做半径为10km的十层缓冲区，

得到南京市圈层结构图3-4，由内自外分别定义为1-10层。连接缓冲区属性表与

菜场、居民点、潜力可达性属性表，统计各圈层三者的分布情况表3-3。 

表 3-3 按圈层结构的南京市可达性分布表 

圈层 菜场数量（个） 居民点数量（个） 可达性值 

1 198 3589 395.24 

2 75 2070 66.67 

3 22 458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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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7 345 34.10 

5 13 163 1.99 

6 10 116 0.47 

7 5 12 1.24 

8 6 177 0.74 

9 5 55 1.44 

10 1 0 0 

从图3-4可以看出，南京市中心城区的菜场可达性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且

由内向外可达性逐步降低，呈现明显的可达性圈层结构。由表3-3可以发现，在

第一个半径为10km的圈层中，包含198个菜场，3589个居民小区，其潜力可达性

平均值为395.24，在十个圈层中最高，潜力可达性方差为128.34，相比其他圈层

可达性离散程度最低。第二圈层的可达性为66.67，相比圈层1下降了83.13%；潜

力可达性随着圈层的向外扩展，其值逐步减少，由最初的395.24降低到0.47，街

道之间可达性的离散程度不断升高。在圈层结构中，位于圈层6和圈层8中街道包

括江宁区的禄口街道、汤山街道、江宁街道，六合区的龙袍街道、化工园区，浦

口区的永宁街道、桥林街道、星甸街道、汤泉街道，其可达性的平均值不足1。

其中，圈层六在中心城区的边缘街道，街道面积较大，菜场人均占有量不足，同

时道路网密度低于中心城区，从而造成菜场空间可达性低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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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南京市菜场潜力可达性圈层分布图 

 

3.4 本章小结 

通过对南京市菜场可达性的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基于道路网南京市菜场可达性街道之间差异性大。南京市菜场设施空

间可达性空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以玄武区为最核心，鼓楼区、建邺区、秦淮区以

及栖霞区西部包围的核心向外围和边缘地区逐渐降低的模式。 

（2）菜场空间可达性处于较高水平，但分异性明显。其中可达性值最高的

是秦淮区的五老村街道，其值高达5147.32，最低为溧水区的晶桥镇，可达性值

仅为0.18，可达性数值之间差距巨大，表明各街道居民获得食物的机会成本差距

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聚集更多的菜场，加之道路网发达，可达性水平

明显更高。 

（3）基于潜力模型的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分布呈现出“核心——外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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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可达性分值高的街道通常有更多的菜场服务设施分布，并且以城中四区为核

心，可达性值呈圈层状向外递减。可见菜场的集聚度越高、菜场摊位数越多越能

够辐射更多的居民得到服务，但菜场对居民的引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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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京市菜场均等性测度分析 

本章从空间和非空间角度，综合分析南京市菜场布局均等性程度。非空间角

度利用用来衡量社会财富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进行测算，将基尼系

数分值区间划分为五个等级，根据系数得分直观的分析南京市菜场分配的公平

性；空间角度则是考虑到人口的因素，引入区位熵值的概念，计算各街道的区位

熵，从空间的角度观察南京市人均菜场拥有量的空间异质性。在宏观和微观共同

考虑的前提下，较全面的对南京市菜场均等性进行测度。 

4.1 南京市菜场空间布局均等性初步分析 

4.1.1 菜场和居民点数量上空间分布 

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南京市已经建立了由菜市场、农贸市场、

集贸市场、大型超市等组成的较完整的菜场服务体系。到2015年，南京市共建菜

场352个：其中菜市场14家，农贸市场172家，集贸市场45家，大型综合类超市121

家。从南京市菜市和居住点的整体布局来看，菜场和居住点主要密集分布在城中

四区（鼓楼区、秦淮区、玄武区、建邺区）及雨花台区、栖霞区，而溧水、高淳

六合和浦口分布数量较少。 

 

图 4-1 南京市各区县菜场数量和居民点数量对比图 

区县单元 

由各个区县的菜场和居民点数量图4-1可以看出，区县菜场数量由多到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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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江宁区>秦淮区>鼓楼区>栖霞区>六合区>浦口区>雨花台区>建邺区>玄武

区>高淳区>溧水区。其中江宁区的菜场数量分布最多，该地区有54个菜场，是

菜场数量最少的溧水区的3.38倍；菜场数量超过50个的区县有两个，分别是鼓楼

区和江宁区，两个区县的菜场数量和占南京市总菜场数量的30.42%；高淳区和溧

水区菜场数量均不足20个，菜场分布量处于南京市区县的末端；由表可知，南京

市城中四区（鼓楼区、秦淮区、玄武区、建邺区）分布138个菜场，占南京市菜

场总量的二分之一。 

从区县居民点数量来看，秦淮区居住点数量位于南京市各个区县的首位，江

宁区的居住点数多218个；城中四区的居民点数总和占整个南京市总居住点数的

51.16%，说明南京市鼓楼区、秦淮区、玄武区、建邺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比其他

地区。 

图4-1表明，南京市区县的菜场数量与居民点数量基本趋于一致。居住点数

量较高的秦淮区、鼓楼区、栖霞区、江宁区都分布较多数量的菜场，而高淳区和

溧水区菜场数量和居住点数量水平均不高。由此可发现，在城市中公共服务设施

的空间集聚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区域的发展程度对人口的居住

具有引力作用，经济发达的地区基础设施、就业机会、教育资源等都吸引更多的

人口涌入，当地区常驻人口增多，政府就需要建设更多的服务设施满足地区容纳

范围内人口的需求，因此居住点越多的地区菜场数量与之呼应。 

街道单元 

根据得到的资料统计，南京市118个街道中菜场分布的标准差为2.54，平均

值为2.71，其中菜场分布>10的街道只有江宁区的东山街道；菜场数量大于5个而

小于10个的街道有25个，雨花台区和鼓楼区分布有个四个街道菜场数量位于此区

间，是南京市11个区县中包含街道数最多的地区。菜场数量介于1到4之间的街道

有74个，占南京市总街道的56.92%。  

从表4-1中可以看出，以街道为研究单元，居住点数量>200的街道有江宁区

的东山街道、秣陵街道、淳化街道，六合区的雄州街道以及浦口区的泰山街道；

居住点数量介于150和199之间的街道一共有12个，介于100到149之间的有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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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到99之间街道数量为18，整体来看南京市菜场数量低于50的街道占南京市总

街道数量的50%以上。 

表 4-1 南京市不同居民点数量区间的街道个数 

居民点数量（个） >200 150-199 100-149 50-99 <50 

街道数量（个） 5 12 19 18 63 

南京市区县在居民点分布区间的街道个数如表4-2所示。离主城区较远的高

淳区和溧水区居民点数量不足50的街道数高于该区域总数据的90%以上，相比于

二者的常驻人口总数量，溧水区约为高淳区的3.37倍，仅次于秦淮区、江宁区和

雨花台区，而居住点数量却处于南京市末端。与主城区其他区县相比，溧水区和

高淳区城市化水平仍在低位徘徊，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对产业和人口的吸

引力不足。粗放的发展模式无法吸引高素质人口，城镇小区的建设数量和配套设

施服务低于其他地区。而栖霞区、玄武区和秦淮区，绝大部分街道的居民点数量

都超过50，处于南京市领先地位。 

表 4-2 南京市各区县在不同居民点数量区间的街道个数 

居民点数量

（个） 
>200 150-199 100-149 50-99 <50 

高淳区 0 1 0 0 11 

鼓楼区 0 0 4 4 5 

建邺区 0 1 0 3 4 

江宁区 3 0 1 0 6 

溧水区 0 1 0 0 8 

六合区 1 1 0 2 10 

浦口区 1 1 1 0 10 

栖霞区 0 3 2 1 6 

秦淮区 0 1 5 5 1 

玄武区 0 2 4 1 0 

雨花台区 0 1 2 1 5 

4.1.2 菜场和居民点布局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南京市菜场资源与居住小区总体分布上是否匹配，文章运用

SPSS软件将菜场设施与居民点在数量上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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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住区数量与菜场分布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0.82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该数据说明居民点数量较多的街道，菜场的

分布越密集，其服务人口和范围广。从整体来看，南京市菜场资源在居民点中分

布具有一定的均等性，说明总体符合一元线性规律。单从二者相关系数无法看出

区域间的具体差异，因此需要空间角度具体分析南京市各街道菜场资源分布的均

等性问题。 

4.2 非空间南京市菜场均等性分析 

一般来说，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是用来描述社会分配公平性的曲线，

也广泛应用于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研究[66]。其绘制方法通常是以累计人口百

分比为横轴，以累计设施数量百分比为纵轴，将各点连接。所形成的曲线偏离y=x

这绝对公平线的程度，表征社会设施的均等程度，当曲线离绝对公平线越近，说

明该社会资源分配情况越均等，反之均等程度越差。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

基于洛伦兹曲线，它的计算方法是洛伦兹曲线与x轴围成的面积比上绝对公平线

与x轴围成面积。基尼系数同样是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分配状况，常常与

洛伦兹曲线一同用作分析社会公平性，并量化分配情况。由于社会公共服务设施

的分布均等性与社会收入分配均等性相似，在理解社会公平理念内涵的基础上，

本研究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的非空间社会绩效评价方法[67]。基尼系数计

算公式为[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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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PP 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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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IG
−−

=

+−−=                （5） 

其中：Pi为居住人口变量的累计比例，k=0，1，2……n，P0=0，Pn=1；Rk为菜场

可达性变量（研究采用可达性值作为Rk）的累积比例，k=0，1，2……n，R0=0，

Rn=1。G取值范围是[0,1]，数值越小表示南京市菜场在常驻人口中分配越均匀，

社会公平性越高[69]。 

在进行菜场布局均等性研究中，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广泛应用于各公共服

务设施均等性衡量[68]。根据公式（5），计算出南京市菜场基尼系数为0.224。根

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的分值及对应均等程度如下表4-3[12]： 

https://www.baidu.com/s?wd=%E8%81%94%E5%90%88%E5%9B%B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PjP-ujuWPy79PyR3mhN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m1PjR1rHDsn1mkrjTdnj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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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基于基尼系数的均等程度划分表准 

分值区间 <0.2 [0.2,0.3] [0.3,0.4] [0.4,0.5] >0.5 

均等程度 绝对均等 比较均等 相对均等 差距较大 差距悬殊 

根据对应的均等程度可以发现，分值0.4是“均等”和“差距”的临界值，

所以很多研究普遍将0.4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水岭”。由此可知南京市菜

场分配的基尼系数处于比较平均等级。但由于菜场设施资源的分配与基尼系数专

门衡量的收入分配不完全相同，故基尼系数不能对菜场分配进行完全的判断，这

需要大量实证研究进行验证。本研究将研究区以街道为单元，按照人均享有菜场

由低到高进行排序，以10%常驻人口作为一个区段，计算该区段内常驻人口享有

菜场的比例，并绘制成洛伦兹曲线（图4-2）。 

根据洛伦兹曲线可知，菜场的分布在南京市常驻人口分布中仍存在一定的差

异。就享有菜场较少的常驻人口而言，10%的常驻人口仅享有5%的菜场资源，

20%的常驻人口仅享有不足10%的菜场资源；就享有菜场较多的常驻人口而言，

10%的人口享有11%的菜场资源，30%的常驻人口享有40%的菜场资源。 

 

https://www.baidu.com/s?wd=%E6%94%B6%E5%85%A5%E5%88%86%E9%85%8D%E5%B7%AE%E8%B7%9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PjP-ujuWPy79PyR3mhN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m1PjR1rHDsn1mkrjTdnj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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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菜场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图 

4.3 空间上南京市菜场均等性分析 

4.3.1 区位熵计算公式 

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仅反映南京市菜场供给能力与居民需求力宏观上的

供需平衡情况，并不能表达菜场供给能力与居住区居民需求力在微观上的“空间

匹配”的具体情况。因此，通过引入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分析菜场空

间布局均等性格局。区位熵是用来衡量地区集中度或专门化率的指标[70]。通常

情况，区位熵的计算方法是某个区域的某项指标占高层次区域的该项指标的比

例。本文的区位熵值表示街道或区县的人均菜场占有量与南京市人均菜场占有量

的比值。各个空间单位的区位熵为该空间单元内常驻人口数量人均享有的菜场数

量与整个研究区范围内常驻人口数量人均享有的菜场的比值[68]，公式： 

                                           （6） 

其中，LQj为第j个街道区位熵，Nj为第j个街道的菜场数量，Pj为j街道常驻人口数

量，N为南京市菜场总数量，P为南京市常驻人口总量。若LQj>1，说明空间单元

菜场人均享有水平高于研究区范围总体水平；若LQj<1，说明空间单元内菜场人

均享有水平低于研究区范围总体水平。 

4.3.2 南京市菜场空间布局均等性综合分析 

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将南京市各街道区位熵值分为五个等级（表4-4），

并生成基于区位熵值的分等级人均享有菜场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图4-4）。统

计各区县结果，表4-4表明区位熵在极低和较低等级中街道数量占50%以上，而

较高和极高等级中仅占不足10%，地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 4-4 区位熵分等级的街道数量和比例表 

等级 区位熵值 街道数量 所占比例（%） 

极低 <0.33 38 32.20 

较低 0.33-0.78 42 35.59 

中等 0.78-1.40 28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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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1.40-2.30 8 6.78 

极高 >2.30 2 1.69 

 

4.3.3 南京市各区菜场空间布局均等性分析 

图4-4中可以看出，区位熵值在南京市各街道的分布具有差异性。整体来看

城中心地区颜色较深，区位熵值相对较高，但存在不均等性；南京市西部外围街

道菜场人均占有量明显较少。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南京市区位熵值最大的街道是玄武区的玄武门街道，为 

7.65，区位熵平均值是0.95，方差0.96，总体来看南京市菜场空间布局较均等。

在南京是118个街道中，区位熵值在0到0.5之间的街道有44个，占街道总数的

37.29%，分布主要集中在高淳区和栖霞区；介于0.5到1之间的街道有34个，超过

1的有52个，约占整个南京市的百分之五十。区位熵值在0.00到0.78之间的地区分

布在环南京边缘，南京市人均享有菜场的区位熵值呈现中部高于南北部地区，北

部高于南部地区的趋势。综合以上分析，南京市有一半的街道菜场依赖人口聚集

程度的布局比较合理。 

 

 

图 4-3 各区县的人均享有菜场水平差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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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区县区位熵值的差异，由图4-3可以看出，区位熵值>1的区县有五个，

约占南京市区县数50%，在0.8-1之间有三个区县，有72.73%的区县区位熵值>0.8，

才能够区县单元来看南京市菜场分布处于较平衡状态；秦淮区、玄武区和雨花台

区的区位熵值明显高于其他八个区县，街道数量菜场分布的均等性相比与其他区

县有绝对的优势；其中高淳区的值仅为0.22，仅为玄武区1.28%，处于南京市末

端，人均占有菜场量较低。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南京市区县层面的区菜场分布区

域间差异明显。 

  

 

图 4-4 南京市人均享有菜场的空间分布图 

4.4 本章小结 

通过对南京市菜场布局均等性的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从南京市菜场和居民点分布来看，城中四区的菜场数量占南京市菜场

总量的 50%；其中江宁区的菜场数量处于南京市首位，是菜场数量最少的溧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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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38 倍。南京市居民点分布趋势与菜场基本吻合，同样集中在江宁区、栖霞

区、玄武区、秦淮区撤，除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区域面积的优势也能容

纳更多的居民居住。 

（2）由南京市菜场的基尼系数（0.224）和洛伦兹曲线，可知南京市菜场分

配的基尼系数处于比较平均等级，整体菜场布局均等性较高，但其分布在南京市

常驻人口分布中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3）在计算出南京市菜场区位熵的基础上，发现该值在极低和较低等级中

街道数量占 50%以上，较高和极高等级中不足 10%，地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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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菜场可达性与布局均等性对南京食物保障影

响分析 

本章首先基于住户调研中关于南京市家庭对食物的认知程度获得的1210个

有效样本构建南京市食物保障评价模型。从数量、营养和安全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和赋予选择问题的不同分值，利用熵权法计算出每个指标的权

重进而得出南京时不同准则层的食物保障得分，最终汇总得出南京市家庭食物综

合保障分值。以第三章和第四章得到的南京市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作为解释

变量，家庭食物综合保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利用HLM.6.08，

从区县和家庭两个层次分布别选取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定量分析南京市菜场可达

性与布局均等性对南京是食物保障影响。 

5.1 南京家庭食物保障评价分析 

5.1.1 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评价体系构建 

以FAO的权威定义为基础，结合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食物消费情

况，构建的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评价体系（表5-1）[54]。利用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测算住户的食物保障程度。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的方法，从家庭层面和区

县层面分别选取解释变量，构建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定量

分析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对食物保障影响。 

表 5-1 京市家庭食物保障测度体系[54]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描述 

足够程度 

家庭食物不保障频率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Access Scale，HFIAS） 

过去一个月家庭食物短缺出现频次 

获取足够食物月份数

（Months of Adequate Household 

Food Provisioning，MAHFP） 

过去一年家庭能够获得数量保障的月

数 

营养程度 

家庭食物多样性（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Score，HDDS） 
在过去一周小时消费食物的种类数。 

家庭食物营养（Food 按照营养价值对不同种类食物赋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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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Score，FCS） 值，根据过去一周各类食物消费的频率

进行加权求和。 

安全程度 

家庭食物购买来源（Food 

Source Saty，FSS） 
对食物来源渠道是否正规进行量化。 

家庭认证食物购买（Certified 

Food Purchase，CFP） 

对过去一年购买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

无公害食品的购买频率。 

家庭可追溯系统了解度

（Food Traccability System 

Utilization，FTSU） 

使用菜场的食品可追溯系统查询食物

来源的频率。 

 

5.1.2 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评价指标体系 

从食物保障内涵出发，结合南京市具体经济情况，将南京是食物保障评价指

标分为3个准则层，在此基础上，考虑能反应准则层程度的指标（表5-1）。文章

在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择7个指标层作为体现食物保障程度的因子。对食

物数量保障的衡量主要看家庭能否获取足够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在一般的国际

研究中常用特定时间内能取得和不能取得足够食物的频数来表征；对食物营养保

障的衡量中，通常考虑家庭食物多样性程度，包括食物种类数和不同种类的食物

的营养成分；在家庭食物安全保障准则层中，绿色、有机、无污染是常用的指标，

结合国外的研究食物来源也是评价家庭食物安全保障的指标之一。最终汇总各指

标如表5-2所示。 

表 5-2 南京市食物保障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符号 

数量保障 
家庭食物不保障频率 HFIAS 

获取足够食物月份数 MAHFP 

营养保障 
家庭食物多样性 HDDS 

家庭食物营养得分 HFCS 

安全保障 

家庭食物购买来源 FSS 

家庭认证食物购买 CFP 

家庭可追溯系统了解度 FTSU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51 

 

①家庭食物不保障频率。设计的问卷问题是“由于经济问题您或者您的家庭

成员是否不能吃到各自想吃的食物？”，对应的选项及量化分值为：否=0分，很

少=1分，数次=2分，经常=3分，分值区间为[0,3]。 

②获取足够食物月份数。通过询问住户“过去一年，有几个月份能够获取足

够食物”问题来获取数据，该指标分值在[0,12]之间，能够获取足够食物的月份

赋值1分，以此类推。得分越高说明住户获取足够食物的月份越多，食物保障情

况越好。 

③家庭食物多样性。根据FAO将食物分为9大类：谷物类、根茎类、蔬菜类、

水果类、肉类等。通过住户24小时内消费食物种类加和，得到住户膳食多样性得

分，分值区间在[1,9]。 

④家庭食物营养得分。家庭食物消费得分是根据食物营养价值进行赋值[54]。

根据日常食用食物营养成分将其分为9类，按照美国农业部（USDA）营养成分

数据库6和食物金字塔综合判断食物种类的营养成分，对应类别的食物和分值如

表5-3： 

表 5-3 按营养成分划分的不同种类食物得分 

类

别 
谷类 薯类 豆类 蔬菜类 水果类 坚果 肉类 乳类 蛋类 

得

分 
1 1 2 2 3 3 4 4 4 

⑤家庭食物购买来源。通过食物来源渠道进行赋值，具体分类如下：菜场（包

括集贸市场、菜市场、农贸市场）=4，自家种植（包括亲戚赠送等）=4，他人

提供（与他人一起食用、工作单位供给、学校供给）=3，网购、小商店、流动摊

贩=2。 

⑥家庭认证食物购买。所谓的认证食物指的是带有有机、绿色、无污染标志

的食物，这一指标通过询问家庭住户在近一个月内有无购买过此类食物，若购买

过其中一类得10分，以此类推。 

⑦食物可追溯系统了解度。追溯系统就是对产品进行不定向追踪的控制系

                                                 
6 资料来源：https://ndb.nal.usda.gov/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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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食物可追溯系统，就是指在食物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供应

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够追踪到食物信息的控制系统[71]。问卷设计时，将食物可追

溯系统的了解度分为五个等级：家庭经常使用食物可追溯系统、有时使用食物可

追溯系统、偶尔使用、听说但从未使用过和没有听说过[54]，具体得分情况如表

5-4。 

表 5-4 食物可追溯系统了解度等级划分 

等级划分 经常使用 偶尔使用 有时候使用 听说没使用 没听说 

得分 4 3 2 1 0 

5.1.3 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评价综合分值计算 

在上述构建的住户食物保障指标体系中，由于指标的权重不同，往往会对食

物保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关于属性权重的确定方法很多，根据计算权重

时原始数据的来源不同，可以将这些方法分为三类：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

组合赋权法。其中主观赋权法又称特尔菲法和专家打分法，即通过一定方法综合

各位专家对各项给出的权重进行赋值，其根本依据是专家经验总结和主观判断，

因此避免不了赋值结果主观性强的弊端[72]。从赋值的科学客观的角度出发，客

观赋值法虽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应用广泛。属常用的客观赋权法有：主成份分析

法、熵值法[73,74]、离差及均方差法、多目标规划法等。其中熵值法用得较多，这

种赋权法所使用的数据是决策矩阵，所确定的属性权重反映了属性值的离散程

度。本文选用熵值法对指标权重进行处理[75]。 

经过计算，得出住户食物保障测度各项指标权重，如下表 5-5： 

表 5-5 南京市住户食物保障测度模型指标权重值 

准则层 数量 营养 安全 

指标层 HFIAS MAHFP HDDS HFCS FSS CFP FTSU 

指标权重 0.13 0.15 0.14 0.15 0.14 0.15 0.14 

 

根据之前构建的南京市住户保障测度体系，利用表 5-5 中指标权重值计算各

类指标得分如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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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南京市城镇住户食物保障测度结果统计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数量保障 5.58 1.41 2.01 

营养保障 5.60 0.44 3.73 

安全保障 10.62 0.15 4.22 

食物综合保障 17.36 1.47 9.95 

 

食物保障综合得分平均值为 9.95，南京市家庭保障水平不高，且家庭之间差

异性较大。 

基于熵值法对南京市住户食物保障得分分区统计，可发现无论是食物数量保

障、营养保障还是安全保障，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和建邺区（城中四区）得

分均高于其他地区。市区经济水平较高，住户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水平处于领先，

在食物数量得到良好保障的情况下，对食物安全和营养更加注重；加之城中菜场

分布密集、路网发达，住户到达购物点所需时间成本低，为城中居民较高水平食

物保障提供了便利条件。食物综合保障程度最低的区县是溧水区和六合区；高淳

区和溧水区在食物数量保障层面处于末端水平；食物安全保障和营养保障层面，

各个区县差别不大，城中发达地区住户有意识的选择绿色、有机、无公害的食物

购买，县级住户则偏向于自家种植或邻里赠与，使得南京市在食物安全保障上处

于较高水平。 

对南京市住户食物综合保障程度潜在趋势分析后，基于克里金插值将数据进

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如图 5-1。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高淳区的桠溪镇、东坝镇、

固城镇、漆桥镇以及和凤镇、古柏镇、淳溪镇的大部分区域插值颜色深红，食物

综合保障程度高；城中区环双塘街道为食物保障程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但空间差

异性大，其中光华路街道和孝陵卫街道的食物保障水平处于南京市末端；而南京

市边缘地区——江宁区、六合区及栖霞区，食物保障水平偏低。南京市整体食物

综合保障的趋势呈现出“中间高、外围低，南北高于东西”的趋势，且空间分布

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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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克里金插值南京住户食物综合保障程度 

 

5.2 南京市菜场可达性与布局均等性对家庭食物保障的影响 

5.2.1 南京市食物保障影响因素分析 

食物保障程度影响因素的分层结构决定于家庭住户生活状态，家庭住户必然

会受家庭人数、年龄结构、家庭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家庭又是街道社区

的基本组成单元，社区环境中生活区域环境质量等也可能会对食物保障产生影

响。文章研究菜场可达性和菜场布局均等性对家庭食物保障影响，其中包括家庭

层面变量和区县层面变量，故采用分层模型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模型适用于

被解释变量存在不同层级影响因素，运行机理是先建立只包含低层次（层一）解

释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即模型一，随之建立以层一解释变量系数和截距为

被解释变量、层二变量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模型[76]。该模型不仅考虑不同层

级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还考虑到层二变量在层一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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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时是否存在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有多大。该模型有效的把不同等级的数据

结合在一起，修正了传统回归方法的弊端[77]。 

5.2.2 分层线性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择 

5.2.2.1 模型解释变量的选择及说明 

根据已有资料数据，以可达性值和布局均等性值为自变量，从家庭和区县两

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表5-7），利用HLM6.08进行分层回线性归分析，。 

表 5-7 模型变量及其说明 

解释变量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预期 变量说明（单位） 

因变量 食物保障 食物保障值 Security  家庭食物保障分值 

区县层面 经济 地区生产总值 d_gdp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d_dispo +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布局均等性 区位熵值 d_lq + 菜场与人口比值（%） 

 人口比 外来人口比例 d_reg - 

非户籍人口占当地人

口比例（%） 

家庭层面 可达性 菜场可达性 h_acc - 

菜场时间成本可达性

值 

 

人口特征 

家庭人数 h_pop +/- 住户总人数（人） 

 年龄结构 h_age +/- 18-60岁比例（%） 

 性别结构 h_gen +/- 

男性人口占总人口比

例（%） 

 

职业教育 

教育程度 h_edu + 

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

（%） 

 工作人数比例 h_work + 有收入群体比例（%） 

 经济状况 家庭总收入 h_inc + 住户家庭总收入（元） 

其中，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特征、职业教育和经济状况在内的三层，

共6个变量。 

①家庭人数。指被调研者在当时调研年份中生活在一起超过半年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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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通常来讲，家庭总人口数越多对食物数量保障要求越高，同时消费的食物种

类可能越丰富，所以家庭人数对食物综合保障的影响无法判定。 

②年龄结构。根据联合国儿童公约规定，将60岁以上定义为老年人，18岁以

下定义为儿童，则18-60岁为青中年人。用青中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年龄

结构指标，该比例越大说明整个住户食物需求量越大；考虑到青年劳动收入是家

庭总收入的大部分占比，所以无法预计其影响方向[54]。 

③性别结构。因家庭的主要劳动为男性，故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

说明住户食物保障情况越好；与此同时男性人口食物需求量，对食物保障又存在

反向作用[54]。综合以上，性别结构对食物保障的影响尚不确定。 

④教育程度。家庭住户平均受教育程度水平越高，则更加注重食物安全和营

养，对食物保障存在正向作用[54]。 

⑤工作人数比例。利用家庭中有经济来源的工作人口占全家人口的比例衡量

家庭住户保障影响，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中从业人员越多，越能担负起购买食物

的花费，食物保障情况会越好[54]。所以工作人数比例对家庭食物保障有积极影

响。 

⑥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收入指在家庭中参与劳动及工作一个月内获得的酬劳

之和，是衡量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是实现食物有效保障的重要前提所以家

庭总收入越高，食物保障程度越高。 

区县层面的变量包括：菜场布局均等性、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

外来人口比例。 

①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预计地

区生产总值对家庭食物保障存在积极的影响。 

②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

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一般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反映居民生

活水平，并且二者成正相关，所以该指标对家庭食物保障存在积极作用。 

③外来人口比例。是指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与地区常驻人口的比例。南

京地区存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的现象，而外来人口的流入会与当地人口形成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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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关系，并且其稳定性低于当地居民，所以该指标估计方向为负。 

④区位熵值。指各区县内常驻人口数量人均享有的菜场数量与研究区南京常

驻人口数量人均享有的菜场的比值，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其菜场布局的均等性越

高，所以预计与食物保障呈正相关。 

5.2.2.2 构建分层线性模型 

通过前面的梳理，发现家庭层面各变量水平及区县层面条件均可能对家庭食

物保障产生影响。因此文章设立能够反应家庭因素和区县因素的二层模型。 

为验证分层线性模型分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建立零模型（The Null 

Model）进行检验。顾名思义，零模型就是在每个层级中均不加入任何解释变量

的条件下对数据进行无条件方差分解分析，这是检验模型分层是否合理的重要一

步[78]，如表 5-8。该模型的具体研究假设是：认为食物综合保障由于分属于不同

经济收入水平的家庭类型，其保障程度水平存在差异；同时家庭所在具体区域环

境差异也会导致家庭食物保障状况存在显著不同。 

表 5-8 零模型方程组 

层级 层级方程组 

层一 
 ，  

层二 
，  

总方程 
 

其中security表示家庭食物综合保障分值，层一有i个家庭嵌套在层二的j个区

县中。β0j为随机变量，在层一中α2为组内方差；层二随机变量为u0j，方差为τ00。 

为验证家庭食物保障的总体变异是如何受层一变量和层二变量影响，构建完

整模型（The Full Model），见表5-9。 

表 5-9 完整模型方程组 

层级 层级方程 

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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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二 
  

 

…… 

 

总方程 

 

在层一方程中， β0j代表第j区县的截距，h_accij、h_popij、h_ageij、h_genij、

h_eduij、h_workij、h_incij为层一回归方程解释变量，代表第j个区域第i个家庭的

变量取值；β1j、β2j……β7j表示与层二区县j有关的层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在层二方程中，d_lqj、d_gdpj、d_dispoj、d_regj 表示层二第 j 个区县的解释

变量；γab (a=0,1,2,3,4,5,6,7、b=1,2,3,4)是层二方程解释变量的回归斜率；γ00、

γ10……γ70 代表层二方程的截距；u0j、u1j……u7j 表示层二方程的残差或随机项。 

5.2.3 解释变量的可靠性性检验及描述性统计 

5.2.3.1 变量的可靠性检验 

1）样本筛选。为了保证研究结果具有真实可靠性，对调研数据进行探索数

据分析(EDA)，基于Geoda软件，创建南京市住户食物综合保障与可达性散点图

5-2，通过散点的蓝线为最小二乘回归曲线，红色为去除刷光点（红色点）后回

归曲线。图中显示剔除离散点对二者关系总体趋势不变，故将数据较极端的红色

刷光点剔除。2）变量变换。并将第四章中样本所在的小区对应的成本可达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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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提取，作为解释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使数据更加平稳[79]，对食物综合

保障值、可达性值、年龄结构、家庭人口、性别结构、教育程度、工作人数比例、

家庭总收入变量及区县层面的区位熵值、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外来

人口比例进行对数变换lnh_sec、lnh_acc、lnh_age、lnh_pop、lnh_gen、lnh_edu、

lnh_work、lnh_inc、lnd_lq、lnd_gdp、lnd_dispo、lnd_reg。同时检验数据的异常

性，在这些经过对数变换的数据中，有些家庭如性别结构指标存在0或100，鉴于

0取对数无意义，故剔除此类数据，仅针对结构均衡的家庭进行讨论分析。最终

剩余782个样本数据。3）验证样本数据分布。将经过对数处理的南京市住户食物

综合保障值生成直方图（图5-3）并生成样本数据P-P图（图5-4），其直方图服

从正态分布，P-P图成直线分布，无明显离群值。4）共线性诊断。运用条件数对

筛选过的样本值对应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从表5-10结果可见，最大

条件数为k8=41.80<100，且该条件数下变量之间两两相关系数均<0.5，认为变量

共线性不强，可以用来进行分析。 

 

图5-2可达性与食物保障刷光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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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因变量数据分布直方图 

 

 

图 5-4 样本数据常规 P-P 图和去除趋势的常规 P-P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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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影响住户食物保障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诊断表 

维度 特征值 

方差比 

(常数项) 
家庭

人数 

性别

结构 

年龄

结构 

教育

程度 

工作

结构 

家庭

收入 

可达

性值 

1 7.6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0.19 0.00 0.97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3 0.1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89 

4 0.02 0.00 0.01 0.00 0.01 0.05 0.02 0.85 0.00 

5 0.01 0.01 0.00 0.24 0.00 0.55 0.03 0.04 0.04 

6 0.01 0.00 0.00 0.38 0.00 0.11 0.70 0.01 0.01 

7 0.01 0.00 0.00 0.07 0.83 0.28 0.11 0.00 0.02 

8 <0.01 0.29 0.00 0.30 0.15 0.00 0.14 0.09 0.02 

 

5.2.3.2 数据描述性统计 

数据完成处理后，对其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5-11。 

表 5-11 食物保障测度指标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lnh_sec 0.39 2.84 2.25 0.30 

lnh_pop 0.69 4.60 1.09 0.62 

lnh_gen 3.00 4.61 3.92 0.31 

lnh_age 3.00 4.61 4.27 0.36 

lnh_edu 2.41 4.61 4.07 0.46 

lnh_work 2.81 4.61 4.29 0.36 

lnh_inc 4.55 12.62 8.62 1.28 

lnh_acc -2.48 5.05 2.76 1.07 

lnd_gdp 6.20 7.41 6.7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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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d_dispo 10.61 10.84 10.71 0.07 

lnd_reg 0.01 4.49 2.79 1.85 

lnd_lq -1.44 0.54 -0.14 0.58 

 

5.3 分层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是在把样本分为 11 个区县基础上，将家庭食物

保障差异的总方差分解为组间方差和组内方差，计算组内相关系数，来判断食物

保综合障影响因素的是否有必有进行分层设置，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 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差 T 自由度 P 值 

家庭食物保障 10.03 0.19 53.79 15 0.00 

随机效应 标准差 方差 卡方值 自由度 P 值 

U0 0.56 0.52 38.81 15 0.00 

R 2.69 7.21    

结果可知，家庭食物保障截距为 10.03，家庭食物保障在层一的方差变异 R

为 7.21，而区县层不同地区的方差变异 U0=0.52，由此可以计算出组内相关系数

ICC:U0/(U0+R)=0.067>0.059，卡方值为 38.81，P 值趋向 0.000。说明区县的差异

可以解释 6.70%家庭食物保障的差异，因此需要建立分层线性模型。 

模型 1 是在零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包括菜场可达性的可能影响南京家庭食物

保障的家庭层面变量，研究这些因素是否会对家庭食物保障产生影响，并且假设

菜场可达性、家庭人数、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变量对家庭食物保障影响在 11

个区县存在无差异的同等效应。模型 2 则是在层一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可能调节

层一变量对食物保障影响的区县级变量，其调节系数如表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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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广义分层线性模型结果 

变量名称 符号 模型一系数 模型二系数 

固定效应截距  
10.69*** 

（7.55） 

26.73*** 

（8.15） 

家庭层面    

家庭人数 h_pop 
0.06*** 

（3.23） 

0.08*** 

（3.51） 

性别结构 h_gen 
0.07** 

（2.02） 

0.07** 

（2.80） 

年龄结构 h_age 
-0.03 

（-0.69） 

-0.03 

（-0.61） 

教育程度 h_edu 
-0.11 

（-0.46） 

-0.15 

（-0.55） 

工作比例 h_work 
0.03* 

（0.96） 

0.04* 

（1.41） 

家庭收入 h_inc 
0.04*** 

（4.03） 

0.04*** 

（4.31） 

可达性 h_acc 
-0.02** 

（-1.71） 

-0.02** 

（-1.76） 

区县层面    

地区生产总值 d_gdp  
0.86*** 

（8.97） 

人均可支配收入 d_dispo  
0.18* 

（5.60） 

外来人口比例 d_reg  
-0.14* 

（-5.40） 

区位熵值 d_lq  
0.43*** 

（6.30） 

 

表 5-14 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标准差 方差 P 值 标准差 方差 P 值 

U0 0.59 0.64 0.00 0.67 0.72 0.00 

R 2.60 6.75  2.58 6.68  

 

表 5-14 中可以得出，在引入层二变量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提高，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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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家庭食物保障的差异，说明家庭层面和区县层面对家庭食物保障差异均有

一定的解释能力。 

5.4 不同层级的因素对家庭食物保障影响分析 

通过模型一和模型二的结果，分别从家庭层面和区县层面的变量进行讨论。 

（1）家庭层面 

从表6-11可以看出：家庭层面的因素对家庭食物保障具有明显的作用，显著

性变量符号基本符合预期。其中时间成本可达性是在5%显著水平左右对家庭食

物综合保障有着负向作用，弹性系数为-0.02，这说明住户到达最近菜场时间成本

每增加1，几天食物综合保障分值降低0.02。居民到达菜场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越

高，对家庭的食物保障程度越低。从食物保障内涵出发，在家庭经济能力同等作

用的前提下，食物保障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住户是否有机会获取所需食物。在城

镇化水平较发达背景下，中国家庭的私家车保有量在不断増加，私家车的普及大

大缩短居民获取食物的时间，此时居民出行获取食物会弱化空间实际距离；其次

城市路网的不断完善使居民点到菜场的实际距离不再是家庭选择购买食物地的

最大限制因此，居民倾向于所花时间成本低、人口引力大的菜场购物，当居民出

行时间成本距离大于极限出行距离时，则会放弃，所以城市菜场的合理有效布局，

直接关系到居民购物地点选择。 

从家庭总收入变量对食物保障影响的作用方向来看，家庭收入在1%的显著

性水平上对食物保障有正向影响，表明住户收入越高，食物保障水平越高。近年

来，南京市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使

许多地铁站周围居住密度逐步扩大，随之吸引更多地产开发，造成地铁站周围房

价的上涨[80]。高收入的家庭能够支付得起交通便捷的临近地铁的高房价，居住

环境的交通通达性改变，直接影响家庭食物获取的容易度，进而使食物保障程度

提高。另一方面，家庭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善居民家庭的出行方式提供更多的选

择，居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时间成本更低的出行方式。 

家庭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变量对家庭食物综合保障影响不显著，P值

均>0.45，其中家庭受教育程度变量符号与预期不符，即使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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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更加健康的膳食模式[81]，实际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与青年群体就餐地点

往往在工作地与学校，不参与家庭食物购买和消费活动，故对家庭食物保障的影

响不大。 

人口特征中，家庭人口数、性别比例和家庭工作人口比例三个解释变量，分

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影响，且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均为正。表明

家庭人口数越多，对食物多样性需求越大，因此对食物营养保障起到促进作用，

因而家庭食物保障程度相对较高；性别比例中，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

所占比例越大，家庭就有更多的可能性购买到满足家庭需要的足够的是食物，则

家庭食物保障程度越高；工作人口比例高，则家庭收入来源越稳定，拥有稳定收

入的群体，购买力偏高，从而家庭食物保障程度高。以上指标表明住户结构越趋

于完整和稳定，住户的食物保障程 [81]度越高。 

（2）区县层面 

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家庭食物保障水平除受层一变量影响外，还受到区县

级的菜场布局均等性、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13]。 

层二的菜场布局均等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家庭食物保障产生影响，表

明区县内菜场人均占有量越多，家庭越容易获取满足需求的食物，进而食物保障

程度越大。受市场经济和规划者决策影响，南京市菜场优先集中配置在城中区或

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显著的区域倾向性导致菜场设施资源产生空间集聚。

当不同空间区域的居民不能平等的获得相同数量和质量的菜场资源时，就导致菜

场在空间布局上无法与区域居民的需求相匹配[82]，在这种资源与需求产生空间

错位的条件下，居民的食物保障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菜场布局的均等性

与家庭食物保障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就要求决策者在进行规划时需要考虑区

县家庭的需求。 

区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家庭食物保障存在影响，意味

着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庭食物保障程度越高。地区的消费环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

物质条件。地区生产总值高的区县，其公共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网

较发达，加之市场体系的完善，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83]，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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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消费方面也更加多元化和膳食化。此外，区县生产总值的差异主要体现的是南

京市城乡间差异，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居民消费观念的差异。在地区生产

总值较低的农村地区，固化的节俭理念使家庭食物保障在营养和安全方面意识比

较落后，造成家庭食物综合保障程度不高。 

外来人口比例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作用，且系数

方向与预期一致。外来人口占比越高，食物保障程度越差，说明外来人口流入对

南京市常驻人口食物获取形成一定的竞争力。而区县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食物

保障程度越高。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表示，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

素[84]，区县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拉大了其在消费水平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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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菜场设施作为一项重要的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其均等性布局不仅能够促进

家庭住户的食物保障水平，而且能够提高整个城市的社会公平性，实现区域的快

速有效发展。本研究基于改进的潜力模型，在计算出南京市所有菜场时间成本可

达性的基础上，检索南京市所有居民点到达附近有限个菜场的可达性时间成本，

并得到菜场的引力可达性值；从非空间视角和空间视角建立南京市菜场布局均等

性测度模型，探索南京市菜场设施空间布局现状；建立分层线性模型探索可达性

和布局均等性与食物保障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计算菜场的时间成本可达性值和改进的引力模型对南京市菜场可

达性进行测度，得到基于克里金插值的时间成本可达性分布图和基于改进的引力

模型的可达性分布图。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南京市菜场设施空间可达性空间格局

总体上呈现出以玄武区为最核心，鼓楼区、建邺区、秦淮区以及栖霞区西部包围

的核心向外围和边缘地区逐渐降低的模式；道路沿线附近的居民到达菜场时间成

本可达性较低；同时在溧水区和高淳区中央人口聚集地带，可达性相对较高。 

（2）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对菜场分布进行非空间视角分析，发现南京市菜

场分布处于较平等阶段；通过绘制洛伦兹曲线，可以看出南京市菜场分布与常驻

人口直接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失调”，换言之，南京市菜场布局均等性存在

空间差异。为了量化空间视角上菜场布局均等性情况，文章通过计算区位熵方法

探索菜场分布与常驻人口的空间格局匹配，得出南京市50%以上的街道区位熵等

级在中等以下，低于南京市平均水平，且南京市人均享有菜场的区位熵值呈现中

部高于南北部地区，北部高于南部地区的趋势。 

（3）建立南京市食物保障测度体系，结果表明：高淳区的桠溪镇、东坝镇、

固城镇、漆桥镇以及和凤镇、古柏镇、淳溪镇的大部分区食物综合保障程度高；

城中区环双塘街道为食物保障程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但空间差异性大，其中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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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街道和孝陵卫街道的食物保障水平处于南京市末端；而南京市边缘地区——江

宁区、六合区及栖霞区，食物保障水平偏低。南京市整体食物综合保障的趋势呈

现出“中间高、外围低，南北高于东西”的趋势，且空间分布不均。 

探究菜场可达性与布局均等性对家庭食物保障的影响，本研究对样本点的家

庭信息进行整理，以食物保障分值为因变量，菜场时间成本可达性值和区位熵值

为自变量，基于分层模型选取家庭层面和区县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

现菜场可达性和布局均等性对住户食物综合保障有着显著作用。其中菜场时间成

本可达性对食物保障存在负向影响，居民出行所需时间越久，越不利于食物保障

程度的提高；菜场布局均等性对食物保障存在正向作用，说明人均占有菜场值越

大，居民越容易获取满足生活水平的食物，食物保障程度也就相应越高。 

6.2 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1）研究方法上，建立潜力可达性模型，加入人口规模系数、菜场等级因

子充分考虑到南京市菜场及居民点自身因素对可达性影响，能够真实、科学反应

不同等级的菜场可达性水平；从空间和非空间两种时间对菜场布局进行评价，更

准确的判断南京市社会均等性程度。 

（2）研究视角上，国内现有研究大多注重国家及区域层面的食物保障，微

观层面特别是城市家庭食物保障问题研究相对稀缺。虽然近年来家庭和个人层面

的健康和食物保障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但鲜有将城市食物供给点作为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探究其可达性对居民食物保障的影响。本文拟从城市规划角度深入研

究菜场分布的合理性，对提出如何消灭食物沙漠从而实现居民食物保障政策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6.3 不足与展望 

（1）在进行菜场可达性的测度中，由于稳定性的原因仅考虑菜市场、农贸

市场、集贸市场及大型综合超市，没有将街道、市场附近的流动摊贩、网络购物

及中小型便利店作为食物供给点进行综合考虑，其对可达性的削弱作用也应该作

为影响可达性水平的指标。同时，本研究将研究区同一化——没有将城市和农村

分开研究，忽略了乡镇地区食物自产的情况。在后续的研究中，考虑以上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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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购买食物可达性的影响，更加完善科学的测度菜场的可达性水平。 

（2）探究菜场布局的均等性时，用来表征均等性指标的区位熵值，简单的

采取人均菜场占有量来计算，没有考虑菜场规模和食物种类多样性对其影响。今

后进行研究菜场空间布局时，此类影响因素有待补充。 

（3）在食物保障测度中，问卷的设计和指标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局限

于具体的研究区域，若要推广至其他省市需要重新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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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花香袭满校园的季节里，离别悄然而至。三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恍惚间，

自己的硕士时光即将画上句号。回想起这不长不短的三年，仿佛电影情节一样，

一帧一帧的从眼前闪过，如果要给这个“电影”取个名字，我想便是《感恩》吧。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钟太洋老师。时光倒流到 2015 年那个春节，考研

的初试成绩刚刚发布，怀揣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给钟老师发了一封求师信。意外

的是，钟老师在第二天就亲自打电话来询问，犹记得当时那种受宠若惊的心情，

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我。入学之初，老师坚持每周一次组会，分享

学术进展和文献阅读心得，这种厚积薄发的教学方式和理念使我从学术小白，一

点一点的了解什么是科研、如何做好科研，并且让我养成了自主学习、自主动手、

善于思考的好习惯。在撰写论文和学术报告中，每当遇到困难和瓶颈，钟老师无

论多晚都会认真的回复和指导，逐字逐句地琢磨文章语句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一

丝不苟的反复推敲；更是在论文的选题、构思、资料收集等各个环节给予细心的

指引和教导。平时的组会中，小到生活中日常礼仪，大到工作中如何与人相处，

钟老师都教给我们为人处世之道，他不仅是一位学术上的导师，更是人生的导师。 

硕士期间，黄贤金老师每周组织的师门学术沙龙也对我的学术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黄老师在论文汇报中给予的建设性意见，总是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每年

黄老师的新年寄语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从“做有志者、有智者”到“带着春风为

人处世”，都让我感到温暖和动力。在整个黄老师的团队里，不仅有浓厚的学术

氛围，更有胜似亲人般的浓浓暖意，让人倍感亲切。徐国良师兄无论是学术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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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中都如兄长般的无微不至关怀，给了我很多自信，面对我幼稚的问题师兄

总是耐心的解答，让人如沐春风；周艳师姐在论文写作中提供了我很多数据资料，

也对我的整体架构给了有用的建议，更是在各种活动中对我照顾有加。 

在论文的完成过程中，感谢张秀英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我的毕业论文

构架和内容提出中肯的意见；感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翔老师提供的

规划数据上的支持，感谢李禕老师提供的数据帮助；进行住户食物保障调研的过

程中感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Cameroon 博士和司振中博士给予的指导；感谢我的

闺蜜郑倩倩，工作之余帮我在文章的语言文字上面做了润色，并在我文章没有进

展的时候给我加油打气；感谢 2015-2017 年间不论寒冬与酷暑，积极参与过调研

活动的 52 位小伙伴；感谢南京大学校车队的师傅们，总是尽职尽责的把我们按

时运送到指定的调研地点，并且时常关注学生们的安全情况，确保我们顺利完成

调研；感谢师妹刘芳在周末牺牲自己休息时间帮忙整理调研数据。 

在紧张的学术之余，我有幸结识了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他们与我一路同行，

共同分享着喜悦和泪水。感谢我的舍友，唐静、王茜雅、刘云，缘分使我们共处

一室、朝夕相处，谢谢你们不仅在学习上给我鼓励，生活中遇到困难更是乐于倾

听我的唠叨，积极的为我出谋划策，认识你们是我一生的财富；感谢我的师姐徐

智颖和陈宇琼，是他们在我硕士懵懂时期不厌其烦的给我学术和生活上的指导；

感谢师妹高燕语、赵泽慧和闫梦露，在论文数据收集、调研、报账等工作中，提

供了热心的帮助与支持。因为有他们，我的三年硕士之旅才变得如此丰富多彩。 

最后要感谢的，是一直在背后默默付出、给予我无限动力的父母和家人。父

母从小教育我做一个勇敢善良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初心，虽然他们不善言

辞，但他们对我的爱与支持使我不断拓展人生的宽度。感谢我的姥姥、舅舅、舅

妈，每做一次人生选择时，他们总能给我巨大的力量，让我所谓畏惧。同时，感

谢我的男朋友，在学习上总是想方设法帮忙解决难题，生活中更是给予我很多包

容和关心，使我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坦然面对。谢谢他们，给了我人生无限的可能，

我将带着这份爱踏上新的征程。 

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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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淯媚 

                                          2018 年 5 月 10 日于昆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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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期间主要科研情况 

一、论文发表情况 

汤淯媚; 钟太洋; 陈宇琼; 徐智颖. 用地审批权配置对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 

资源科学 2017, 39, 1812-1822. 

二、课题参与情况 

[1] 加拿大 IPaSS 基金项目：Hungry City Partnership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政策制度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及其反馈机制

研究 

[3] 国土资源部科研专项：巢湖流域土地资源节约及环境友好一体化评价技术研

究 

[4] 海洋公益性科研专项：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技术体系与决策系统研究与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