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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

及其结构特征

刘传明 张 瑾 孙 喆*

摘要：有效改善北方地区空气质量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内容，随着冬季供

暖季的到来，北方地区大气污染面临着卷土重来的危险，认识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

染空间关联及其结构特征对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基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北方地区58个城市AQI日报数据，利

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识别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并对大气污染空间关联

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和个体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北方地

区大气污染呈典型的非线性网络结构形态，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第二，城

市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不仅关联关系紧密，而且不具有森严的等级结构，此外，

网络效率较低，网络的冗余连线较多；第三，石家庄、天津、唐山、秦皇岛、邯郸、邢

台、保定等城市不仅自身大气污染严重，而且对其他城市产生溢出效应，在大气污

染空间关联网络中不仅扮演着污染源角色，而且还对其他城市大气污染空间关联

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建议构建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监管体系，加强对

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城市的监管并形成监督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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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全球卫生面临的10项威胁》研究报告①指出，大气污染成为2019年

全球健康十大威胁之一，全球每年大约有700万人因相关疾病而死亡，其中超过九成发生在

中低收入国家。中国是世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8年环境绩效指数报告》指出中

*刘传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2206，电子信箱：lcm341920@126.com；张瑾（通讯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邮政编码：102206，电子信箱：zhjin1993@163.com；孙喆，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邮

政编码：102206，电子信箱：wzsdlg@126.com。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资料来源：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ten-threats-to-global-health-in-2019。

DOI:10.19511/j.cnki.jee.2019.04.005

63



国的大气质量在PM2.5综合评测等多个方面排在倒数第4名，大气污染成为威胁人类身体健康

的重大威胁（Yang et al., 2013）。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19年1-8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显

示：2019年1-8月空气质量排名后20位的城市依次是临汾、邢台、石家庄、邯郸、安阳、太原、晋

城、焦作、唐山、保定、淄博、济宁、聊城、临沂、新乡、咸阳、洛阳、郑州、枣庄、阳泉，这些城市全

部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面对北方地区严重的大气污染，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的《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规定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年3月31日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5.5%，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8%，该计划针

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更高、措施更加严厉、波及城市范围更广。大气污染久治不愈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市连片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之

受到特殊天气的影响，大气污染在多个城市间传导呈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刘华军、刘传

明，2016）。由于大气污染空间网络的存在，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就会出现“按下葫芦又起

瓢”的后果，因此，各自为战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Bai
et al., 2014）。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搭便车”行为，造

成“集体行动的困境”（杨骞等，2016；刘华军、雷名雨，2018），使联防联控政策合力大打折扣。

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对于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分支：第一类，环

境科学领域中基于不同的空气质量模型对大气污染跨城市或区域传输进行数值模拟（Wu et
al., 2013; 薛文博等，2014；Fu et al., 2014; Li et al., 2014; Hu et al., 2014; Fan et al., 2014; Qin et
al., 2015; Jiang et al., 2015;）。然而，此类文献并没有从经济社会角度来分析大气污染空间关

联的原因。

第二类文献认为我国大气污染已不再是单纯的气象灾害（张小曳等，2013），归根结底源

于40年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此现有文献从社会经济因素

出发，采用空间统计技术，通过地理统计分析大气污染的空间特征以及空间溢出效应（Poon
et al.，2006; Maddison，2007; 马丽梅、张晓，2014；高会旺等，2014；施益强等，2014；向堃、宋德

勇，2015；邵帅等，2016；刘海猛等，2018）。此类研究的贡献在于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同时考虑

了造成大气污染的经济社会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但是此类研究均采用属性数据，并未从关

系数据的视角对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事实上，中国大气污

染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关系（刘华军、杜广杰，2018）。
第三类文献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大气污染的“领先-滞后”关系，从时间演变

趋势和城市间的关联效应（任婉侠等，2013；李婕、腾丽，2014；Yang et al.，2015；潘慧峰等，

2015）出发研究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刘华军和刘传明（2016）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

检验技术识别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但是研究对象仅是京津冀地区内部，

并未从更广范围内考察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因此，刘华军和杜广杰（2018）在京津冀地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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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基础上将研究样本拓展到279个城市，描述了大范围内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但是

由于考察的范围过大无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更远距离城市存在空间关联的经济机理，这可能

是由于考察的空间尺度过大、地区差异较大等原因导致。因此，本文将北方地区58个城市作

为研究对象，本文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何识别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如何刻

画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的整体和个体网络结构特征？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北方地区

大气污染的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利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技术识别

中国北方地区58个城市大气污染空间关联关系；其次，从网络密度、网络关联性和网络效率

等方面研究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的整体网络特征；第三，从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等方面研究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个体网络特征。本文的其他内容

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第三部分为大气污染的典型化事实描述，第四部

分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第五部分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个体

网络结构特征，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发展趋势看，传统的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逐步朝非线性方向

发展（刘华军、刘传明，2016），因此，考虑到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优势，在充分考虑

大气污染非线性趋势的基础上，识别中国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由于Baek
和 Brock（1992）、Hiemstra和 Jones（1994）提出的非参数检验方法可能存在“过度拒绝”问题，为

了克服其局限，Diks和 Panchenko（2006）提出了非参数Tn检验统计量。关于非参数Tn 检验方

法介绍如下：

令滞后向量分别为 X
lX

t = (Xt - lX + 1Xt) 与 Y
lY

t = (Yt - lY + 1Yt) (lX lY  1) ，在“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下，X
lX

t 过去时期的观测值并没有包含关于Y
lY

t 的“相关”信息，即

H0:Yt + 1| (X
lX

t ; Y
lY

t )~Yt + 1|Y
lY

t （1）
令Wt = (X

lX

t Y
lY

t Zt) ，其中 Zt = Yt + 1 ，式（1）意味着 (X
lX

t Y
lY

t Zt) 的分布将保持不变，因此，

本文假定 lX = lY = 1，并移去时间下标，此时，“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则意味着在

给定（X，Y） =（x，y）时，Z 的条件分布与给定 Y = y 时 Z 的条件分布是相同的，因此，式

（1）可用联合分布密度函数进行重新表述，即

fXYZ(xyz)
fY (y)

=
fXY (xy)

fY (y)
´

fYZ(yz)
fY (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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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Diks和 Panchenko（2006）研究表明，以上重新表述后的原假设H0意味着下式成立，即

q ºE[ ]fXYZ( )XYZ fY ( )Y - fXY ( )XY fYZ( )YZ = 0 （3）
令 fw(Wi) 表示随机向量W 在Wi 值处的局部密度函数估计值，即

fW ( )Wi = ( )2εn

-dw(n - 1)-1å
j ¹ i

I W
ij （4）

其中，I W
ij = I(Wi - Wj < εn) ，I(×) 为指标函数，εn 为与样本相关的带宽函数。当给定局部

密度函数估计值时，本文构造以下检验统计量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即

Tn( )εn = n - 1
n( )n - 2 åi

( fXYZ( )XiYiZi fY ( )Yi - fXY (XiYi) fYZ(YiZi)) （5）
此外，Diks和 Panchenko（2006）研究表明，基于式（5）的检验统计量收敛于正太分布，即

n
(Tn( )εn - q)

Sn

N(01) （6）
其中，®D 表示分布收敛，而 Sn 则表示 Tn(×) 渐进方差的估计值。

（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以“关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图论工具、代数模型技术描述关系模式并

探究这些关系模式对结构中成员或整体的影响，是一种针对“关系数据”的跨学科分析方法。

（1）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可以采用网络密

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进行刻画。网络密度反映了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

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城市间大气污染空间关联就越紧密。网络关联度可以表示大气

污染空间关联的稳健性和脆弱性，如果城市之间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都与某一个城市相

连，那么网络对该城市的依赖性就很高，在对北方地区大气污染进行治理时，如果对该城市进

行了有效治理，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就可能崩溃。网络等级度反映了城市间在多

大程度上非对称可达，它反映网络中各城市在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等级结构，

网络等级度越高说明网络中各城市的等级结构越森严。网络效率反映了大气污染空间关联

网络中各城市之间的连接效率，网络效率越低，说明存在更多冗余连线，城市之间的关联复杂

程度高。

（2）个体网络结构特征。个体网络结构特征可以通过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

心度来刻画。度数中心度是采用某一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连线数量来衡量该城市在网络中处

于中心位置的程度，如果城市的度数中心度越高，说明该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处

于中心地位。中介中心度刻画了某个城市对其他城市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的控制程度，如果一

个城市的中介中心度较高，这说明该城市对其他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具有控制作用。接

近中心度刻画城市的权力指标，如果某一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大气污染程度较为接近，那么，该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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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大气污染的空间传导方面具有优势，因而该城市居于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北方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6个省份的5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

本文以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衡量城市环境污染的指标，AQI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

无量纲指数，它综合考虑了SO2、NO2、PM10、PM2.5、CO、O3等多种污染物，是衡量空气质量的综合

指标。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生态环境部数据中心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日报数据，数据时期跨

度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三、大气污染的典型化事实描述

本文在ArcGIS平台的支持下，利用中国364个城市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大气污染的AQI数据比较发现：从全国来看，中国重污染区域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的京津冀

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京津冀城市

群的大气污染已经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内蒙古、山西等地区连成一片，呈现出蔓延发展趋势。

中国大气污染的空间分布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从全国层面看我国的重污染区域主要

集中在北方地区；第二，北方地区的大气污染呈连片蔓延发展趋势；第三，大气污染呈明显的

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北方地区大气污染往往愈发严重；第四，南方地区空气

质量要优于北方地区，这可能与北方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图1 中国AQI的趋势面分析图

本文在ArcGIS平台的支持下，利用趋势面分析工具（Trend Analysis Tool）以中国364个城

市的AQI指数和地理空间坐标投影为基础进行三维透视分析（如图1）。图1是将364个城市

的AQI指数作为高度属性值（Z值），XY平面上的每一根柱子代表了各城市AQI指数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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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柱子的顶点投影到YZ平面上表示东-西方向，投影到XZ平面上表示南-北方向；图中的

散点是柱子在东-西和南-北向正交平面上的投影，并将散点采用三次多项式拟合并旋转合理

的透视角度得到一条最佳拟合线，模拟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存在的趋势。趋势面分析表明中国

364个城市大气污染的最优拟合线在东西方向上呈拉平的S型曲线，在南北方向上呈现 J型曲

线，这表明中国大气污染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出西部＞东部＞中部的态势，西部地区的大气

污染水平较高，其原因是西部地区在冬季受到西北季风的影响多扬尘和沙尘暴的影响，大

气污染水平较高。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城镇化水

平较高，经济发展产生的大气污染并未得到有效缓解。从图中发现大气污染在空间分布上

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第二，从区域层面来看，大气污染在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均

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大气污染处在全国前列的省份有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

等，这些省份主要分布于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空间分布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等因

素密切相关。

表1 中国大气污染标准差椭圆参数

2016年春季

2017年春季

2018年春季

2016年夏季

2017年夏季

2018年夏季

2016年秋季

2017年秋季

2018年秋季

2016年冬季

2017年冬季

2018年冬季

中心点纬度

34.49°N

34.51°N

34.35°N

34.61°N

34.55°N

34.64°N

34.59°N

34.17°N

34.50°N

34.15°N

34.45°N

34.25°N

中心点经度

111.46°E

111.77°E

111.45°E

111.88°E

112.13°E

111.52°E

111.92°E

112.06°E

111.85°E

112.07°E

111.83°E

111.52°E

长轴（Km）

591.112704

615.379103

589.414214

621.867826

643.609597

592.512792

625.480587

642.282102

624.719658

642.513316

621.265781

596.945608

短轴（Km）

3694.313297

3695.085535

3676.198558

3708.996035

3703.462171

3710.807737

3705.261922

3657.378353

3695.583137

3655.588396

3689.401743

3665.579995

方向角度

99.312403

96.872499

97.597542

90.217656

87.22937

94.516293

89.837474

91.825224

99.876433

91.551199

96.050303

98.661464

本文通过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DE）揭示了中国大气污染集

聚的状况以及变化方向和趋势。利用ArcGIS软件对2016-2018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大气污

染空间集聚的动态变化进行考察，并测算了椭圆中心、长轴、短轴和方向角度。标准差椭圆将

大气污染的整体空间分布划分为两部分，标准差椭圆内部为大气污染空间分布的主体，表 1
报告了标准差椭圆各参数的数值。从中国大气污染的分布重心来看，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重

心在111°45′E~112°13′E、34°15′N~35°64′N之间变化，在东西向上偏离中国的几何中心约8°，
在南北向上偏离几何中心约1°。从表1我们发现中国大气污染的重心虽然在2016-2018年几

经变化但变化范围并不大，重心仍位于北方地区。中国大气污染标准差椭圆中心的变化反映

了大气污染治理存在“按下葫芦又起瓢”的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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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一）检验结果

（1）单位根检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因

此，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所有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根据北方地区 58个城市的

AQI水平序列的ADF检验结果绘制表2，检验结果显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T统计

值均小于临界值，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水平序列为平稳序列；换言之，北方地区城

市大气污染的AQI序列均为 I（0）序列。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基于VAR模型确定最后阶数，并

生成残差序列，采用BDS检验方法对残差序列进行非线性BDS检验。

表2 AQI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城市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

邯郸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承德

沧州

廊坊

ADF

-14.65***

-9.58***

-5.02***

-14.22***

-18.72***

-5.53***

-14.18***

-6.99***

-20.20***

-18.04***

-13.33***

-13.69***

城市

衡水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晋城

朔州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ADF

-7.12***

-16.54***

-20.64***

-16.89***

-11.32***

-14.31***

-18.26***

-18.33***

-10.85***

-5.61***

-8.15***

-4.82***

城市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莱芜

ADF

-14.78***

-16.004***

-15.97***

-11.38***

-17.34***

-17.45***

-15.52***

-10.40***

-13.21***

-17.503***

-13.71***

-12.54***

城市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郑州

开封

洛阳

平顶山

安阳

鹤壁

新乡

ADF

-13.11***

-7.34***

-12.53***

-17.25***

-10.56***

-11.71***

-11.19***

-11.13***

-10.99***

-4.61***

-4.97***

-5.85***

城市

焦作

濮阳

许昌

漯河

三门峡

南阳

商丘

信阳

周口

驻马店

—

—

ADF

-6.87***

-11.69***

-10.78***

-10.51***

-15.06***

-10.08***

-10.45***

-9.96***

-10.29***

-11.43***

—

—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2）非线性检验。现有研究表明城市间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变化趋

势，本文在对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识别之前，有必要对城市大气污染的

非线性关系检验，考察大气污染在空间传导过程中的非线性特征（杨子晖等，2013）。本文采

用主流的BDS检验方法对城市AQI序列两两之间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进行检验。首先，本文采

用VAR模型对各城市AQI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正确设定，将模型的线性部分予以过滤，VAR
模型中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采用HQ准则来判断，其次，采用BDS方法对经线性过滤后的残差

部分进行非线性因素的检验，BDS检验中的嵌套维度m为 4。通过上述步骤，本文对 58个城

市AQI的非线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所有的检验统计量均显著地拒绝了城市大气污染存在

线性的原假设①，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中不报告BDS检验的结果。

①BDS检验的原假设为“大气污染不存在由城市A到城市B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备择假设为“大气污染

存在由城市A到城市B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如果BDS检验中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城市A的大气污染

能够为预测城市B大气污染提供有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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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确定了北方地区58个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

关系，由于现有研究关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最优滞后阶数选择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的意

见（刘华军、何礼伟，2016；刘华军、刘传明，2016；Francis et al.，2010），因此本文的滞后阶数选

取Lx=Ly=1，2，3，4，5，6，7，8，带宽选择1.5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借鉴刘华军和刘传

明（2016）的研究，如果在所有滞后阶数下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两个城市大气污染不存在非线

性因果关系的原假设，本文定义这种关系为稳健的空间关联关系。

（二）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本文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确定了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为了

刻画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形态，本文采用UCINET软件中的Netdraw绘制了2016年1
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大气污染的网络图（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发现中国北方地区大

气污染呈现出较为典型的网络结构形态。

（1）网络密度。本文认为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程度越高，大气污染空间关

联网络的密度就越高。图 2 展示了样本考察期内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由

图2可以直观地发现北方地区大气污染呈现出复杂的多线程的网络结构特征。网络密度是以

图2 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

实际关联关系数与最大可能关系数的比值测度，通过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识别的中国北

方地区大气污染的实际关系数为3124，最大可能的关联关系数为3306（58×57），因此，大气污

染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密度为0.9449，表明中国北方地区城市间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非常密

切。网络密度越高表明城市之间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越来越密切，由于较高的网络密度导致

网络中的冗余连线增多，增加了大气污染的治理难度，靠单个城市的努力难以达到整体的效

果。较高的网络密度会增加大气污染的治理费用，降低雾霾的治理效率，进而抑制了雾霾治

理的资源和要素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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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关联性。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与网络效率等指

标衡量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关联性。网络关联度的测度结果为1，表
明北方地区任何两个城市之间均存在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

性较强。网络等级度的测度结果为0，表明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并不存在森严的等级

结构，网络中的每个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相似，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过程中难以寻找

治理的重点城市，所以在经过长时间治理之后大气污染具有卷土重来的风险。网络效率的测

度结果为0.0081，说明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效率较低，城市间大气污染存在较多的

冗余连线，增加了大气污染治理的难度。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指标的测度结果，本文认为，随着

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也不断增强，大气

污染的空间关联不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北方地区城市间大气污染变为“铁板一块”无疑增加

了雾霾治理的难度，增加了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本。

五、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个体网络结构特征

本文通过测度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指标对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

个体中心性进行分析，通过绘制个体中心性指标的空间分布图来考察各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

关联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度数中心度分析

度数中心度是指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城市处于中心位置的程度。如果某一城市与

其他城市的连线数量越多，说明该城市的度数中心度越高，表明该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

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此类城市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治理城市。度数中心度的测度结

果显示，在中国北方58个城市中度数中心度达到100的城市有44个，如天津、石家庄、唐山、

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等城市，说明这些城市的大气污染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数较多，原

因在于这些城市的大气污染较为严重，会对地理位置较近城市的大气污染产生影响，从而导

致其大气污染和其他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较多。根据度数中心度的测度结果，北方地区 58
个城市度数中心度的均值为99.214，低于均值的城市有烟台、威海、张家口、承德、阳泉、晋中、

运城、临汾、枣庄、临沂、德州、平顶山、南阳等13个，这些城市的大气污染水平较低且受到大

气污染水平较高城市的影响较少，因此这些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与其他城市的关

系数较少。其中，张家口的度数中心度最低为91.228，原因是张家口的大气污染仅对其他29
个城市产生溢出关系，说明张家口在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处于边缘地位。图3展

示了度数中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现度数中心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山东

省中西部、河南省北部，这些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城镇化水平较高，因此，

大气污染较严重，城市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大气污染的关联性较强。度数中心度较低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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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要分布在山东省的东部沿海地区、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西部，综上所述，东部沿海地区

和西北地区由于城市大气污染程度较低，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较少。

（二）中介中心度分析

中介中心度是指某个城市对其他城市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的控制程度，如果城市的中介中

心度较高，说明该城市对其他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具有控制作用，城市大气污染与其他

城市大气污染产生连接必须通过该城市，那么该城市大气污染的有效治理直接关系到大气污

染空间传导网络连线的多少。根据中介中心度测度结果，北方地区58个城市大气污染的中

介中心度均值为0.0137，高于这一均值城市排名靠前的主要有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

郸、邢台、保定等城市，这些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控制着其他城市大气污染之间大

气污染的关联，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如果对此类城市进行有效治理，就切断了城市之间的

连线，有利于北方地区整体大气污染的治理。中介中心度最大值为0.015，在北方地区的58个

城市中有44个城市的中介中心度达到0.015，说明这些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发挥

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随着城市群战略、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北方地区城市连片发展，大

气污染空间关联受到经济因素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关系，各城市相互之间

的控制和支配作用将愈发增强。图4展示了中介中心度的空间格局，发现北方地区的中心

注：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03号的标准地图制
作，底图无修改。

图3 度数中心度的空间格局 图4 中介中心度的空间格局

位置中介中心度较高，山东省东部、山西省西部、河北省北部、河南省南部等地区中介中心度

较低，中介中心度排名较低的城市有北京、张家口、承德、阳泉、晋中、运城、临汾、枣庄、烟台、

威海、临沂、平顶山、南阳等14个城市，这些城市大气污染水平和度数中心度均较低，难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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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的其他城市起到控制和支配作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各城市的中介中心度存

在差异，相当多的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是通过大气污染水平较高的城市来完成。

（三）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是某一城市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其他城市的控制。如果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

络中的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较少依赖于其他城市，说明这一城市与网络中其他城市的距离

都很短，这类城市就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根据接近中心度的测度结果，北方地区58个城市

的接近中心度的最大值为100，接近中心度达到100的城市有44个，较高的接近中心度说明了

这些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能够更快速地与其他城市产生内在连接，换言之，上述城

市在网络中扮演着中心行动者的角色。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的大气污染水平较高，在大气

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既扮演着中心行动者作用，又扮演着中介和桥梁作用，因此容易与其他城

市产生内在链接。根据图5本文发现接近中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的

分布格局一致，这意味着度数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较高的城市，更容易接近网络的中心。

（四）大气污染的溢出效应

本文测算了北方地区 58个城市大气污染的点入度和点出度，点入度为其他城市对本城

市影响的关系数，点出度为本城市对其他城市影响的关系数。如果点入度大于点出度，定义

该城市为“净受损类型”；如果点入度小于点出度，定义该城市为“净溢出类型”；如果点入度

等于点出度，定义该城市为“经纪人类型”。图6展示了大气污染溢出效应的空间格局，北方地

区58个城市中属于“净溢出类型”的城市有36个，这部分城市位于北方地区的中部，产业结构

以第二产业为主，再加之城市连片发展，导致这些城市的大气污染对周边城市产生溢出效应，

注：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03号的标准地图制
作，底图无修改。

图5 接近中心度的空间格局 图6 大气污染的网络溢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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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大气污染较为严重。属于“净受损类型”的城市有北京、张家口、承德、吕梁、济南、青

岛、淄博、烟台、济南、威海、日照、漯河、南阳、驻马店等14个，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

的边缘位置，受到中心城市大气污染空间溢出的影响。属于“经纪人类型”的城市有朔州、潍

坊、郑州、开封、新乡、濮阳、许昌、周口等8个城市，这些城市对外溢出关系数等于接受其他城

市对自身的溢出关系数。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北方地区58个城市的AQI数据，采用

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城市间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对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网络特征和个体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1）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来看，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存在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大气污

染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密度为0.9449，表明城市间大气污染存在紧密的空间关联关系。网络

关联度的测度结果为1，表明北方地区任何两个城市均存在空间关联关系，这意味着大气污染

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关联性较强。网络等级度为0，表明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空间关联并

不存在森严的等级结构，城市大气污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较强，从侧面反映了城市

之间大气污染的关联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网络效率的测度结果为0.0081，说明大气污染

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效率较低，城市间大气污染存在较多的冗余连线。

（2）从个体网络结构特征看，北方地区 58个城市中度数中心度达到 100的城市有 44个，

如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等城市，这些城市的大气污染与其他城市之间

的空间关联较多。中介中心度的测度结果显示，58 个城市中有 44 个城市中介中心度达到

0.015，说明这些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发挥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接近中心

度达到100的城市有44个，较高的接近中心度说明了这些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能

够更快速地与其他城市产生内在连接，在网络中扮演着中心行动者的角色。

（二）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构建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监管体系。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关

联网络为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了科学证据，加深了对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的认识，从网

络视角重新认识北方地区频繁反复的大气污染问题。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反

映出依赖单个城市的单边主义的治理模式会被网络中的其他城市所“传染”，城市之间的搭便

车行为和集体行动的困境会降低联防联控的合力。

其次，根据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在治理北方地区大气污染问题时，要树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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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意识，从北方地区的全局眼光出发来认识北方地区的大气污染，更要从北方大气污染空间

关联的视角来分析城市在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地位。由于北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已

经超越了地理上的邻近效应，因此，要着力扩大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范围，从组织架构和考核

方式等方面建立健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度。

第三，加强对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城市的监管并形成监督考核体系。北方地区

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个体网络特征的分析结果表明，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

邢台、保定等城市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这些城市不仅位于大气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而

且与其他城市的关联关系紧密，对大气污染的贡献度较大。因此，应重点治理此类城市的大

气污染，提升这些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能力。

最后，在构建北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过程中既要将治理重点聚焦于度数中心度、中

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较高的核心城市，又要切断大气污染的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溢出效

应，大气污染的核心城市政府不仅要增加资金、人才、技术的支持，而且要对这些城市形成常

态化的监督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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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ly improving air quality in the northern reg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inning the blue sky de-

fense war. With the coming of winter heating season, air pollution in northern China is facing the risk of comeback.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ir pollution in

northern China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Based on the AQI daily

data of 58 cities in northern China from January 1, 2016 to December 31, 2018, this paper uses the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identif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air pollution, and analyzes the overall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

istics and individual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air pol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air pollution in the northern region is a typical nonlinear network structure, and no city can survive

on its own. Secondl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urban air pollution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but also does not

have a stric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addition, the network efficiency is low and the network has more redundant

connections. Thirdly, Shijiazhuang, Tianjin, Tangshan, Qinhuangdao, Handan, Xingtai, Baoding and other cities not

only have serious air pollution themselves, but also have spillover effects on other cities. They not only play a role as a

source of pollution in the air pollution spa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but also serve other cities.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air pollution provides an intermediary rol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air pollution spa-

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in the northern region,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core cities in the air pollution spatial as-

sociation network, and form a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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