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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序列的区域物流网络
演化模型的实证分析
陆

华１，一，刘

凯１

（１．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２．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北京１０１１４９）

摘要：为探究区域物流网络产生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首先分析了区域物流网络结构的演化机
理、过程和阶段．然后，借鉴评估产业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和区域分布非均衡系数两个参数，构建
区域物流网络的时间序列演化模型，以此为工具分析区域物流网络内物流量在各节点分布的离散
度和均衡性，从而揭示了物流网络演变及物流枢纽产生的过程．最后，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其演化
过程和状态，结果表明武汉物流区域中轴辐式物流网络结构明显，而荆宜和襄十两个物流区域处于
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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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物流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区

有助于把握物流网络发展过程和阶段，进而科学地

域物流网络化发展对促进物流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构建层次清晰、布局合理、高效运作的区域物流网

有着积极的作用．为了对区域物流网络合理布局，需

络，以支持区域内部和不同区域之间产业要素的合

要研究区域物流网络的演化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这

理流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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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物流网络演进和发展的研究不多．国外

区域物流网络生长及各要素相互作用机理的解释模

主要是针对运输网络的建模研究，以揭示运输网络

型【７｜．从“点一轴一网”理论的角度看，网络形成的初期

形成和发展规律，例如Ｍａｒｉａ等【１ Ｊ以拉丁美洲作为
分析案例，研究了运输网络中基础社会规划与区域

各节点问相对孤立，相互往来推进了节点之间的“轴

经发展的关系，指出拉丁美洲的运输网络的整合有

“网”的过程，也就是由“点”及“线”再及“网”的过程．

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ＴａｇｅＳｋｊｏｔ—Ｌａｒｓｅｎ等雌Ｊ以丹麦

区域物流网生长和演进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如下６

和瑞典两国共同建设的Ｏｒｅｓｕｎｄ大桥为研究案例，

个阶段…８，如图１所示．

线”的建立，通过“轴线”的牵引作用，逐渐发展成为

分析该大桥对运输通道和区域网络效率的影响，说
■

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促进物流运作效率、区域
经济发展的连带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只是从运输网

▲

，●－一丫

络的角度进行的，很难反映网络承载的物流内涵．

Ｊ■＆

在产业组织和结构上体现物流特征的研究，国
）节点生长阶段

内主要是从产业经济学、城市空间结构、经济地理学
的角度进行的．例如桂寿平等旧ｊ通过系统动力学建
模，分析区域物流网络系统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及规律，并对网络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行分析．海峰等１４］从产业集群理论的角度，对基于
物流集聚的区域物流网络空间内，各个物流活动构

（ｄ）等级分层阶段

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进行研究．李兆磊等倒５

图１

从耗散结构系统理论的角度，研究区域物流系统的

Ｆｉｇ．１

演化，并构建了耗散结构演化模型．况漠№ｊ从交通

经济带对物流要素的集聚是区域物流系统发展的最
关键因素．但是，这些研究缺乏对区域物流网络及枢
纽发展和演变做长期的观测，很少涉及具体的实证
研究．因此，本文作者在构建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对湖

（ｆ）扩散阶段

区域物流网络空间结构形成过程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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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演化机制的角度，对区域物流系统的演变和
发展符合通道化发展原理方面做了研究，指出交通

（ｅ）域面形成阶段

①相对孤立阶段：节点之间存在不稳定的相互
联系；

②轴线连接阶段：轴线将节点连接继而形成网
络；
③节点的生长阶段：处在连线的交点，因交通

区位获得生长；

北省内各物流节点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区域物流网

④层次系列阶段：由于各节点的连线数量不

络演化阶段和趋势，以期为物流网络规划和建设提

同，导致不同节点生长速度不同，继而形成节点的不

供决策支持．

同规模与层次结构；

１
１．１

区域物流网络结构演进过程与阶段
区域物流网络结构演化的过程分析
区域物流网络结构的生长和演进是区域物流系

⑤区域物流阶段：由于一些节点相互作用较为
强烈，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产生区域物流的域面；
⑥扩散阶段：区域物流空间结构不断扩张．
１．２区域物流网络的生长和演进阶段

统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反映，

“区域物流网络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一区域物流

是各节点和线路不断生长和演进的缓慢变化的过
程．网络的生长需要有牵引动力，主要包括经济吸引

空间变化一区域物流网络空间形态～区域物流网络
各因素相互作用【９ Ｊ”的不断循环作用，推进区域物

力推进各个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和扩散，进而推动

流网络的不断生长与演进．借鉴空间组织理论分析，

物流网络节点和线路出现序列组合，表现为空间聚

根据上述物流网络的形成过程，区域物流网络发展

集和空间扩散．因而，区域物流网络结构的生长和演

可以划分为４个阶段【１０ Ｊ，如图２所示．

进过程，可以看成节点的空间聚集和通过线路的扩
散表现出的空间形态变化过程．

借鉴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例如“核心一边缘”
学说、“点一轴”理论、“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可以建立

１）低水平均衡阶段．该阶段以物流节点相对孤

立，在节点内部进行生产循环为特征，基本没有空间
集聚和扩散效应的影响，只有少数的由于生产和生
活需要形成的小的物流节点（集市），其影响辐射范

陆华等：基于时间序列的区域物流网络演化模型的实证分丰Ｊ

（ａ）低水平均衡阶段

（ｂ）极化集聚发展阶段

（ｃ）辐射扩展发展阶段

（ｄ）高水平均衡阶段

图２区域物流网络结构演化阶段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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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也较小，物流设施简单，对外的通路也很少，体现
出较为原始的社会经济特征，属于自给自足的准封
闭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各节点之间的依存性很低，
节点之间没有等级结构且物流量有限，在空间上的
影响是均衡，处于相对稳定的原始状态．

２

区域物流网络演化模型及实证分析

２．１时间序列演化模型

分析区域物流网络中物流节点分布的集聚和扩
散过程和阶段是研究区域物流网络结构时空演化的

２）极化集聚式发展阶段．该阶段为起步阶段，由

一个主要内容．在此，选取评估产业集中度的赫芬达

于社会分工明确且规模化生产初步形成，各节点贸

尔指数（ＨＨＩ）指数、区域分布非均衡系数两个参数，

易往来增多．但由于各节点的交通区位、产业布局不

构建演化模型来分析区域物流网络时空演化．

同等因素，导致各节点的发展速度不同，逐渐发展出

１）赫芬达尔指数．

经济相对活跃，辐射半径较大的节点，形成早期物流

赫芬达尔指数（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

网络中的“核心”结构，呈现聚集式发展，是区域物流

ＨＨＩ），是一个评估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标，可以计

网络发展的极化阶段，对应网络空间结构形态为聚

量市场中各主体规模的离散度［１１ Ｊ．我们借鉴赫芬达

集形态．这个阶段区域内的“核心”节点数量有限，网

尔指数来定义区域物流网络的离散系数，用来反映

络结构较为松散，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使得“核心”节

区域物流网络的离散度．
女

点的辐射强度和广度有限，区域物流网络结构体现

，

、，

女

ＨＨＩ＝∑（＿Ｓｉ）－＝∑Ｒ；

为非均衡发展的阶段．

ｌ＝Ｉ、５／

（１）

ｒ＝１

集和扩散作用增强，从极核的聚集功能为主的阶段

式中：ｓｉ为各节点物流量；ｓ为整个网络物流量；Ｒｉ
为节点ｉ的物流量占整个物流网络物流量的比例（０

向枢纽节点的扩散和物流网络的均衡化的方向发展

＜Ｒｉ＜１）；ｋ为物流节点的个数．物流量包括运输量

的阶段．区域物流网络中不同层级的“点”和“轴”，相

和仓储量，由于仓储量数据收集存在一定困难，并且

互衔接形成排列有序的“点一轴”网络结构，其中枢纽

运输量与仓储量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取运

节点与次级节点联系紧密形成区域物流域面．可以

输量作为物流量进行计算．从公式（１）可知，０＜ＨＨＩ

３）辐射扩展式发展阶段．该阶段枢纽节点的聚

这样说，这个阶段是区域物流枢纽形成规模化物流

≤１．当Ｓｉ《５时，Ｒ；一ｏ，ⅫＩ一０，即区域中每个节

产业的关键期．

点的物流量相差不大，各节点的物流量分布均衡，没

４）均衡阶段．该阶段是成熟阶段，以多层级、多

有形成枢纽；当区域中有一个节点的物流量ｓｉ—ｓ，

中心、均衡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随着低等级节点

Ｒ；一１，ＨＨＩ一１，那么说明该节点的物流量远远大

不断受到高等级节点的辐射，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

于其他节点，物流量向该节点聚集，物流枢纽形成．

善，等级较低的节点之间的道路不断发展，各域面之

当然，也可能有若干个节点的物流规模Ｓｉ占总规模

间沟通顺畅，不断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城市物流枢

的比例较大，这样在物流网络中形成若干个物流枢

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整个域面的物流网络

纽的情况．

结构发展向高等级发展，呈现出多层次物流中心、道

２）分布均衡性模型．

路网络发达的区域物流网络结构．区域物流系统已

对于区域物流网络节点分布均衡性的研究，可

经形成各个节点分工合理、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区域

以帮助判断物流网络发展演变的阶段．通过选取物

物流高效、稳定、有序的运行．

流网络节点物流量的标准差仃，构建物流网络区域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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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的模型，即物流区域分布均衡性模型，来衡

域（包括宜昌市、荆州、荆门），襄十物流区域（包括襄

量区域物流网络分布的均衡性．一般地，仃越小，分

阳、随州、十堰）．

布越均衡，反之亦然．计算公式如下

１）实证研究的数据收集．
我国目前物流产业的数据统计相对滞后，由于
（２）

物流量主要由运输量和仓储量构成，且二者具有较
大的相关性．因此，为了方便数据的获取和可操作

式中：Ｒｉ为节点ｉ的物流量占整个物流网络物流量

性，本文选取各节点的货运量作为物流量的规模进

的比例（０＜Ｒｉ＜１）；Ｒ为网络节点分布比例的均

行计算，通过查阅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城市统计年鉴》，

值；，ｚ为网络节点总数．盯越小，各节点物流量越均

整理统计出湖北省１２个地级市的年货运量，如表１

衡，物流枢纽存在的可能性越低；口越大，各节点物

所示．

流量越不均衡，那么网络中物流枢纽存在的可能性

２）计算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

就越大．

将表１中的湖北省各物流节点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

２．２实证研究

之间的货运量，代入计算赫芬达尔指数的式（１）中，

以湖北省区域物流网络为例，对基于时空演化
的区域物流网络结构演化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研究

可以得到湖北全省、武汉物流区域、荆宜物流区域和

襄十物流区域的ＨＩＩＩ指数，如表２所示．

需要，对于湖北省区域物流网络划分为几个区域：武

根据表２中数据，可以得到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间，

汉物流区域（即武汉为中心，以周边１００ ｋｍ内的黄

湖北全省及３个物流区域ＨＨＩ指数的发展趋势，如

石、黄冈、鄂州、孝感、成宁等５个城市），荆宜物流区

图３和图４所示．

表１湖北省地市货运量统计（１９９３—２０１２）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ｈｉ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３

ｔＯ

２０１２

万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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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湖北省区域物流赫芬达尔（ｍ－ｕ）指数Ｉ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
Ｔａｂ．２

ＨＨＩ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
区

年份
湖北全省

武汉物流区域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ｌ

域
荆宜物流区域

襄十物流区域

域
域
域

誉基誉累譬誊晷８苫髫ｇ吝鲁昌ｇ答星旦＝‘：－ｉ
ｏ口心口口争口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一一一一一一一ｒｌ卜ｌ

ｒｌ ｒｉ ｒｉ ｒｌ ｒｉ

ｒｉ ｒｉ ｒｉ ｒｌ ｒｌ ｒｉ

年份

图３湖北全省砌指数分布趋势图
Ｆｉｇ．３

ＨＨ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计算分布非均衡系数．
将表１中的湖北省各物流节点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

２＝型
鲁蕃笤累譬誊孓星三ｇ鲁蓦吕吕ｇ答ｇ
ｏｏ
ｏ ｏ ｏｏ ｏ ｏ ｏ ｏ
口岔口口口⑦口Ｃ ｏ
一一一一一一一ｒｌ ｒＩ

ｒｌｒｌ

ｏ

ｒＩ ｒｌ ｒｌ ｒｌ ｒｌ

ｒＩ ｒｌ ｒＩ ｒ１

年份

图４武汉、襄十、荆宜物流区域Ｈｉｌｌ指数趋势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ＨＨ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Ｘｉａｎｇｓｈｉ，ａｎｄ Ｊｉｎｇｙｉ

域的分布非均衡系数的发展趋势图，见图５和图６．
４）湖北省物流网络及枢纽演化的实证分析．

之间的货运量，代入计算分布非均衡系数的式（２）

根据上述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２年间，湖北省ＨＨＩ指数

中，可以得到湖北全省、武汉物流区域、荆宜物流区

（表２）和非均衡系数（表３）的实证数据和发展趋势

域和襄十物流区域的分布非均衡系数，见表３．

图（图３～图６），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

根据表３中的数据，可得湖北省及３个物流区

！！登茎望奎兰竺堡

垒昼

竺！！兰

表３湖北省分布非均衡系数【０－）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

①湖北全省ＨＨＩ指数呈微弱下降趋势，全省

０

物流网络处于较平稳地由集中到分散的结构演变过

Ｏ

程．湖北全省的非均衡系数从１９９３年的０．０９０

Ｏ

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０８６ １５５，说明湖北全省的物流

０

嚣憔逛Ｓ兰格套

０

４２５

网络节点的分布趋于均衡化发展，是一个缓慢平稳

Ｏ

的均衡化演变过程．

Ｏ

②武汉物流区域ＨＨＩ指数由０．３５８ ４１０上升
ｒ■寸．，．ｏ Ｄ－。。９０一１－Ｉ ｒ１寸ｔ，ｑｏ Ｄ－ｏ。口。一ｒｌ

ｇ孓客蜜害窨ｇ ｇ ｇ昌昌ｇ ８ ８ ｇ昌吕苫苫苫
一一一一一一一ｒｌ

ｒｌ ｒＩ ｒｌ

ｇ－ｌ ｒｌ ｒＩ

ｒＩ ｒｌ

图５

到０．４６０ ２１７，非均衡系数从０．１７８ ７６６上升到

ｒＩ ｒ１ ｒＩ ｒ１

年ｆｊ，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盯）

湖北全省分布非均衡系数趋势图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ｌ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ｅｅ

０．２２１

１９０，说明武汉物流区域发展呈现出平稳的集

中发展趋势，各节点的不均衡性增大，处于极化集聚
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是武汉作为省会城市，其物流
设施建设相对周边节点完善，货物在武汉进行中转
的流量趋于增大，武汉作为区域物流枢纽的地位越
来越明显．

嚣

③荆宜和襄十物流网络的发展情况相似，荆

垛

运

宜、襄十ＨＨＩ指数则呈下降趋势，荆宜从０．５３９

矗

兰
甚

８２５

降到０．４７０ ７８４，襄十从０．４３０ ３１２降到０．３５４ ２３２．
非均衡系数都是趋于减小的，荆宜从０．２６２ ３５６下

太

降到０．２１４ ０４９，襄十从０．１７９ ７９５下降到０．０８３
４６４，因此，两个地区物流趋向均衡发展．主要原因

是，两个物流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武汉物流区
订ｉｆ打

图６武汉、襄十、荆宜物流区域分布非均衡系数趋势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ｓｈｉ。ａｎｄ Ｊｉｎｇｙｉ

域较低，襄阳和宜昌的中转物流不多，枢纽作用不明
显，说明这两个物流区域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综上，武汉物流区域中以武汉为枢纽的轴辐式
区域物流网络结构的发展趋势相对明显，而荆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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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两个物流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物流

［４］海峰，祖大为，杨明．产业集群与区域物流网络空间系统

活动在襄阳和宜昌的中转并不多，在区域中的枢纽

演化机理研究［Ｊ］．物流工程与管理，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２５—

作用不明显，说明这两个物流区域处于低水平的均

２８．

衡状态．因此，为了推进湖北物流产业及网络的科学

发展，应加强武汉作为重要物流枢纽的作用，带动武
汉物流区域及全省物流业发展．其次，加强宜昌和襄
阳两个次级物流枢纽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功
能，带动襄十和荆宜两个物流区域，推进节点联动，

ＨＡｌ Ｆｅｎｇ，ＺＵ Ｄａｗｅｉ，ＹＡＮＧ 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４）：３３—３７．

Ｚｈａｏｌｅｉ，ＷＵ Ｑｕｎｑｉ，ＺＨＡＮＧ

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指数和物流节点分布非均衡系数，构建区域物流网
络演化模型，对区域物流网络在时间序列上的演化
模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湖北省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的时间序列演化过程，得出湖北省的
物流网络演化过程和阶段．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

系统演化机理［Ｊ］．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ＬＩ

１）分析了区域物流网络的演化过程，通过ＨＨＩ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李兆磊，吴群琪，张雅琪．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区域物流

以点带面实现从低等级均衡状态向极化集聚发展阶

结语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

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２５—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段推进．
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Ｙａｑｉ．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ｏｎ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４）：３３—３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ｕｃ—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６］况漠．基于７ＦＥＢ演化机制的区域物流系统优化理论与
方法研究［Ｄ］．成都：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０６．
ＫＵＡＮＧ Ｍ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ｏｎ

ｇ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ｒｅ—

ＴＥＢ ｅ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２０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构建模型及方法具有广泛应用性，既可以分

［７］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与实践［Ｍ］．北京：科

析全国物流网络及枢纽的发展过程和阶段，也可以

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５

应用到省域、城市群、都市圈内的物流网络结构发展

ＣＨＥＮ Ｃａ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演变过程，能够为区域物流产业发展、网络规划、枢

ｎｏｍｉｅｓ

纽建设等问题提供决策支持和理论参考．
３）随着物流产业统计数据的完善，ＨＨＩ指数模

２０１０：５５

型和非均衡系数中的参数“物流量”，可以不以运输

量代替，而以综合物流量来分析，使观测结果更体现
区域物流网络的演化特征．

６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ｌ Ｍ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６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杨光华，李夏苗．区域物流网络结构关系分析与实证
［Ｊ］．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６（４）：９１—９６．
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ＬＩ Ｘｉａｍｉａ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６（４）：
９１—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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