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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空间扩散过程及机理研究
—
—— 以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为例

雷金容， 王晓文， 张瀚文， 黄醇醇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
摘

要：以 1994 年～2014 年福州市三环路以内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为例，借助 GIS 空间分析手

段，研究福州市三环路以内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的空间扩散过程、特征和机理。 结果表明：福州市跨
国连锁餐饮企业在空间上呈现随机 - 集聚 - 分散分布的发展趋势，呈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状态，
空间集聚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空间扩散以八一七路为主轴线向外扩散，形成东扩南进西拓的
空间发展格局，往南部和西部的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与商业空间结构演变和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存
在较强的一致性；跨国连锁餐饮企业发展存在区际差异，沿环路呈圈层扩散，沿交通干道带状扩
散，在传统商圈附近面状集聚等特征。 研究发现，区域经济水平、人口分布、道路交通、城市空间拓
展与政策法规等因素是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空间扩散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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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业作为城市内部物质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空间布局影响城市空间结
构重组[1]，成为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 餐饮企业作为城市商业服务业的重要一环，成为我国
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主要对象[2]。
1953 年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首次提出空间扩散问题，此后，扩散过程成为多学科的
研究对象，地理现象空间扩散的研究逐步盛行[3]。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先后提
出了有关企业空间结构的演化模型，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地理学学者对企业
空间演化过程的关注日益加深，许多学者基于个别的企业研究，建立了企业空间扩展模型、
酒店演化模型等应用模型[4-6]。 西方学者在注重企业空间扩散理论模型研究的同时，还深入开
展实证研究，分析城市内部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的演变[7]。 国内地理学学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关注空间扩散；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企业空间扩散，视角集中于企业区位
选择、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等方面[8-11]。 综合来说，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商业服务业空间扩散
过程的研究较少，针对商业服务业中的餐饮企业这一具体业态微观空间扩散的研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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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1994 年～2014 年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为研究对象， 借助 GIS 中的空间
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和趋势面等空间分析手段，分析其发展历程、空间扩散过程和空间扩散
特征，探讨空间扩散机理，旨在于拓展商业地理学对餐饮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内容，为优化
福州市餐饮企业的空间布局提供理论依据；同时，餐饮企业作为城市商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福州市餐饮企业的空间扩散过程与特征，不仅能够了解不
同时期餐饮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餐饮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结构和规模的差异，
预测餐饮企业的空间发展趋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业空间结构演变和城市化过程，有
利于规划地引导、促进城市用地合理有序的发展。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福州市是福建省省会城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东部闽江下游，位于北纬 25°15′
～ 26°39′，东经 118°08′～120°31′之间，与台湾省隔海相望。 它是近代中国最早开
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全国首批实行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海上丝绸之路
门户以及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三片区之一，也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组成部分。
2014 年，全市陆地总面积 11968㎞ 2，其中市区面积 1786㎞ 2，现辖鼓楼、台江、仓山、晋
安和马尾 5 个市辖区和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 5 个县及福清、长乐 2 个县级市。 地区
生产总值 5169.16 亿元，常住人口 743 万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9995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3062.94 亿元， 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3.05 亿元，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1.20%。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814 元，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
出 24706 元， 居民消费水平较高，
餐饮业消费市场快速健康发展[12]。
2014 年底，福州市共有麦当劳
和肯德基餐厅 72 家，其中，分布在
5 个市辖区内的餐厅有 52 家，而绝
大部分都分布在三环路以内， 三环
路以外的餐厅数量不多且分布较为
零散。因此，本文将研究区界定为福
州市三环路以内的中心城区， 主要
包括鼓楼区、 台江区以及仓山区与
晋安区的一部分，截至 2014 年底有
45 家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 （不包括
麦当劳和肯德基甜品专营店）
（图 1）。

图 1 2014 年研究区内餐厅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restaurants in the study area in 2014

1.2 数据来源
通过福州市工商局企业信息查询系统、肯德基和麦当劳官方网站，获得福州市三环路以内
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位置与开业时间，用 XGeocoding 获得各餐厅坐标，并通过实地调查加以
证实、补充整理；福州市用地现状图、道路分布图等矢量数据来源于《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
年～2020 年)》；再利用 ArcGIS10.0 矢量化技术将整理后的相关餐厅资料导入，与福州市用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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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图、道路分布图等矢量数据进行匹配，建立相应属性数据库及矢量空间数据库。 另外，常住人
口、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统计数据来自《福州市统计年鉴》
（2015）。

2

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发展历程

1987 年 11 月 12 日肯德基进入中国首都北京，麦当劳于 1990 年 10 月 8 日进入中国深
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家跨国连锁餐饮企业在中国市场迅猛扩展，餐厅数量与日俱
增。 1994 年，麦当劳在福州开设第一家餐厅，至 2014 年底，在研究区域内共有 23 家；肯德基
餐厅在福州的发展始于 1995 年，至 2014 年底，在研究区域内共有 22 家。依据不同时间段餐
厅数量增长的变化状况（图 2），将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连锁餐厅的发展分为 3 个阶段，即
萌芽发展期、波动发展期和快速发展期。

图2

1994年～2014 年福州市三环以内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分布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within third ring road in Fuzhou in 1994～2014

（1）萌芽发展期（1994 年～2000 年）。改革开放初期，福州市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缓慢、消
费水平有限， 加之中西方饮食 1994
2000
文化的差异， 该时期麦当劳和
肯德基餐厅发展缓慢， 平均每
年不到 1 家餐厅开业，至 2000
年底，两家餐厅数量共有 5 家，
呈零星分布。空间布局方面，一
般餐厅在选址时多分布于人口
密度大、 主要交通通道的入口
或交叉口附近、 商业繁华且客
流量大的地区，因此，麦当劳和
肯德基餐厅主要分布在鼓楼

2009

2014

区，分别沿八一七路、五四路
和津泰路分布，此外，台江区
和晋安区分别有 1 家餐厅。 这
一时期，餐厅分布趋于具有商
业密集、人文历史优势的区域
图 3 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空间分布变化
（图 3）。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in 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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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动发展期（2001 年～2009 年）。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全
面接轨，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国际连锁企业相继进入福州，麦当劳和肯德基餐饮企业在福州
的发展步伐加快。 但是受“非典”病情、苏丹红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影响，餐厅数量增加较
缓慢，到 2009 年底，共增加了 12 家。在空间布局方面，这段时期，餐厅分散布局，但鼓楼区的
东街口商圈和台江区的台江商圈等商业繁华地区仍是集中布局区域。此外，随着福州市建设
用地按照规划的
“
东扩南进西拓”方向扩展，南台岛以及闽江沿岸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基础设
施日趋完善，仓山区人口不断集聚，对餐饮服务业的需求增大，麦当劳和肯德基开始在此布
局。 这一时期，餐厅主要往南和北方向扩散（图 3）。
（3）快速发展期（2010 年～2014 年）。 这段时期，餐厅在总体数量上呈现快速增长状态，
平均每年有 5 到 6 家餐厅开业，是前两个阶段的 5 倍，共增加了 28 家。随着福州市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增加，居民在外用
餐次数增加，麦当劳和肯德基因其方便快捷、价格合理、服务周到、环境整洁等的特点越来越
受到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青睐，对麦当劳和肯德基消费需求增加，餐厅的数量猛增。 除了在
八一七路、东街口商圈、五一商圈和台江商圈等历史悠久的街区和商圈有新增的餐厅之外，
在万宝商圈、金山浦上商圈和火车站商圈等新兴商圈布局餐厅的不断增加（图 3）。 这一时
期，麦当劳和肯德基连锁餐厅发展具有内向填充与向东和西方向扩展的特点，在空间布局上
呈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状态。

3

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空间扩散过程及特征分析

3.1 空间扩散过程
福州市三环路以内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在空间上呈现随机 - 集聚 - 分散分布的发展趋
势；餐厅呈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状态，空间集聚由以东街口商圈为中心的单中心向台江商
圈、万宝商圈和金山浦上商圈等多中心发展，以八一七路为主轴线向外扩散，形成东扩南进
西拓的空间发展格局，且主要往南部和西部发展，与商业空间结构演变和城市空间拓展方向
存在较强的一致性。
3.1.1 全局 Moran's I 指数
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个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上潜在的相互依赖性， 是空间单元属性值
聚集状况的一种度量，它能够有效分析地表现象的空间格局，成为地理空间分析的主要方法
之一[13-14]。 其表达式为：
n

n

n

n

I=移移(xi-x)(xj-x)/S2移移Wij
i = 1j = 1

(1)

i = 1j = 1

n

S2=移(xi-x)2/n

(2)

i = 1

式中：n 是指研究区域内的空间单元个数，xi 和 xj 指某属性特征 x 分别在空间单元 i 和
空间单元 j 上的属性值，x 是研究区域内所有的空间单元属性值的平均值，Wij 是空间单元 i
和空间单元 j 之间已定义的空间权重矩阵，要素之间在门槛距离以内则为 1，在门槛距离以
外的为 0。Moran's I 的取值范围为[-1，1]，当 Moran's I 大于 0 时，表明各单元属性值之间
存在空间正相关，即表现为集聚状态；当 Moran's I 小于 0 时，表明各单元属性值之间存在
空间负相关，即表现为分散状态；当 Moran's I 等于 0 时，表明各单元属性值之间不存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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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自相关关系。 Moran's I 的绝对值越大，表示属性值在空间上自相关的程度越明显。
计算出 Moran's I 之后，还需要对 Moran's I 进行统计检验，一般采用 Z 检验值，其公
式为：
Z(G)= G-E(G)
(3)
姨Var(G)
其中，E(G)为数学期望，Var(G）为变异数。根据 Z 值大小，在设定显著性水平下做出拒绝
或不能拒绝零假设的判断。 取 P（概率）<0.1，即当 Z<-1.65 或 Z>1.65 时，拒绝零假设，观测
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观测属性在空间上呈分散格局(Z<-1.65)或集聚格局(Z>1.65)；反
之，值在[-1.65，1.65]之间，则不能拒绝零假设，观测变量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
应用 ArcGIS10.0 中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工具，计算出 1994 年～2014 年研究区内麦当劳
和肯德基餐厅分布的全局 Moran's I 值，对其集聚分散状况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1994 年～
1996 年，Moran's I 值为 0，即餐厅分布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这段时期，餐厅数量仅有 2 个，
餐厅的布局具有随机性、 无序性， 分布于具有人文历史优势的鼓楼区。 1997 年～1999 年，
Moran's I 值为负，即餐厅空间分布在整体上具有负相关性，说明餐厅布局不具有集聚性，
呈零星分布。 2000 年，Moran's I 值为正，且检验值 Z>1.65，即餐厅空间分布在整体上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餐厅是集聚分布的。 2001 年～2003 年，Moran's I 值为负；2004 年～
2005 年，Moran's I 值为正，但数值很小，分别为 0.08 和 0.005，说明餐厅空间分布正相关
性极不显著；2006 年～2008 年，Moran's I 值为负， 即餐厅分布在空间上存在负相关性；可
见，2001 年～2008 年，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连锁餐厅在整体上是分散布局的。 2009 年～
2014 年，Moran's I 值为正，即餐厅空间分布在整体上存在正相关，但数值较小，说明自相关
较弱，而显著性检验显示，各年份的 Z 值均在（-1.65，1.65）之间，说明餐厅在空间上仍分散
布局。由此可知，福州市三环路以内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在空间上呈现随机到集聚再到分散
分布的发展趋势（图 4）。

图 4 1994年～2014 年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分布的全局 Moran's I 与检验值
Fig.4 Global Moran’s I of the distribution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in Fuzhou in 1994～2014

3.1.2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分析是利用空间插值对大量离散的点进行趋势渐变特征分析的最简单的方法，
是实际曲面的最佳近似值。它常常被用来模拟资源、人口和经济等地理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
分布规律和变化趋势[15]。利用趋势面分析工具，能够得到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不同年
份的总体格局及变化趋势。设 Zi(xi,yi)(i=1,2,...,)为第 i 个餐厅的餐厅位置，(xi,yi)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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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坐标。 根据趋势面定义可知：

Zi(xi,yi)=譖i(xi,yi)+着i
(4)
式中，譖i(xi,yi)是趋势函数，表示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趋势拟合值。 着i 是残差值，表示第
i 个餐厅真实值与趋势拟合值的偏差。 本文采用二元二次项式计算趋势值，其形式为：
(5)
譖i(xi,yi)=琢0+琢1x+琢2y+琢3x2+琢4y2+琢5xy
根据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发展特征和全局 Moran's I 指数的时段特征， 选择 2000
年、2009 年和 2014 年 3 个时间断面进行趋势面分析。从三维趋势面分析图（图 5）可知，在南
北方向上，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空间分布趋势由半抛物线状向抛物线状变化，说明其在中
部发展的基础上，先往北部再往南部发展，南北部餐厅分布逐渐趋于平衡，后期往南发展趋
势明显；而东西方向上，由直线状向半抛物线状发展，说明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由中部向西
部和东部发展，且主要往西部扩散。这是因为：2000 年～2009 年，随着铁路发展步伐的加快，
福州火车北站扩建，东街口商圈更加繁荣，南门兜五一商圈开始复苏，五四路中央商务区以
及津泰路、杨桥路等 10 多个专业商业街区的集聚力、辐射力不断增强，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
在中北部扩展力度加大；而西部由于大学城的建设、万宝商圈和金山浦上商圈崛起，商业氛
围越来越浓厚，吸引餐饮服务业到此布局。 2009 年之后，福州北部高耸的山地成为天然的屏
障，建设用地无法继续向北部扩展，与此同时，福州市按照“东扩南进西拓”的城市建设发展
战略，大力开发建设南台路片区以及闽江沿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口密度不断加大，因
此，餐厅向南部、东部和西部发展。 由于东部用地的扩展主要是用于承载城市中心置换出的
工业、居住、科技开发等功能，工业区和居住区较多，消费需求相对不高，新增餐厅数量少，所
以，餐厅主要往南部和西部扩散。

2000 年
图5

2009 年

2014 年

2000 年、2009 年、2014 年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空间分布的趋势面分析

Fig.5 The trend analysis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in 2000, 2009, 2014

3.1.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DE）是利用 ArcGIS 软件中的空间平滑技术，根据单位面积内点的密度来
估计样本点周围的密度，并拟合为一个光滑锥形的表面。 KDE 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空间热点
分析与探测研究中[16-18]。 本文利用 KDE 法分析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 核
密度函数的表达式为：
n

(6)
姿(s)=移 12 渍(dls/r)
l = 1 仔r
式中，姿(s)是地点处的核密度估计，n 是样本点的个数，r 是核密度函数的搜索半径，dls
是地点 l 与 s 之间的距离，渍 是 dls 的权重。
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别绘制 2000 年、2009 年、2014 年 3 个时段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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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分布的热点地区变化特
征。 2000 年，麦当劳和肯德基连锁餐厅数量较少，餐厅布局的主热点区位于东街口商圈地带
的八一七路；2009 年， 餐厅总体布局形成东街口商圈和台江商圈这 2 个主热点区与学生街
商圈这 1 个次热点区；2014 年，主热点区增加了万宝商圈，次热点区则变为金山浦上商圈和
火车站商圈。由此可知，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空间集聚由以东街口商圈为中心的单中心向台
江商圈、万宝商圈和金山浦上商圈等多中心发展，以传统城市服务轴线——
—八一七路为主轴
线向外扩散，形成东扩南进西拓的空间发展格局，与城市空间拓展和商业空间结构演变方向
存在较强的一致性。

2000 年
图6

2009 年

2014 年

2000 年、2009 年、2014 年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连锁餐厅空间分布的核密度估计

Fig.6 The KED map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in 2000, 2009, 2014

3.2 空间扩散特征
3.2.1 基于各区的区际扩散特征
1994 年～2014 年，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空间扩散存在区际发展差异，由中心
城区的鼓楼区、台江区向外围的晋安区、仓山区发展。 鼓楼区是福州市的老城区，人口密集、
历史悠久、商业繁荣，是城市商业经济活动的主要集中区，也是餐饮企业的集聚区，此外，鼓
楼区还有三坊七巷等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是外来游客到福州的必到之处，促进快餐行业的发
展，这也是鼓楼区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分布密集的原因之一。台江区是福州市商品批发的主
要集散地和商业经济活动中心，经济发展较好，商业基础设施完善，吸引餐厅在此布局。而晋
安区和仓山区经济基础薄弱，餐饮企业发展较慢。 近年来，随着福州市“东扩南进西拓”的城
市发展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人口不断集聚，餐饮企业才发展起来。
3.2.2 基于环路的圈层扩散特征
随着福州市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骨干道路网整体呈现“
环 + 放射”的总体架构，形成一
环路（二环路形成之前称为环城路或内环路）、二环路和三环路。 截至 2014 年底，有 45 家麦
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分布在三环路以内，而各环路范围内餐厅数量的变化不尽相同。一环路内
餐厅数量呈稳定增长，二环路内餐厅数量从 2004 年开始增长速度加快，三环路内餐厅数量
从 2009 年快速增长。可见，随着时间的变化，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从中心城区沿二环路和三
环路向外围扩散， 二环路内和三环路内餐厅数量不断增加， 各环路餐厅数量逐渐趋于均衡
（图 7）。 餐厅向外围发展的原因是：一方面，福州市市中心区的安泰街道、南街街道等核心街
道人口大量往三环地带迁移，同时，闽侯县、长乐市等远郊区的人口向三环范围内集聚，三环
内的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市中心区的餐厅趋于饱和，造成集聚不经济；此外，市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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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店面租金高、交通拥堵和停车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而二环路以外由于多是新区，具有租
金便宜、交通便利及其他基础设施完善等的优势，也使得餐厅向外发展。 随着福州轨道交通
1、2 号线的建设和三环沿线地区的开发，餐厅向外围圈层发展趋势不可逆转。

图 7 1994年～2014 年各环路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分布变化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in ring road in 1994～2014

3.2.3 沿交通干道带状扩散特征
城市交通是餐饮网点与消费者联系的纽带， 优越的交通条件不仅增加了餐饮网点的可
达性，而且减少消费者的空间费用和时间费用，为消费者节约出行成本，提高了餐饮网点的
影响范围。因此，福州市三环路以内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在空间布局上多是沿主次干道带
状扩散，在八一七路、五一路 - 五四路、西二环路和浦上大道等主干道上集聚。
3.2.4 传统商圈附近面状集聚特征
有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传统的商业繁华区具有较强的消费偏好，高等级商业中心以其完
善的商品结构、优越的购物环境等，比低等级商业中心更具吸引力，这将吸引大量的流动客
流，从而吸引餐厅在此布局[11]。福州市三环路以内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在传统商圈附近集聚
分布正体现这一点，即在东街口商圈和台江商圈附近呈较高密度的面状集聚，其中东街口商
圈内布局的餐厅有 7 家。此外，还在一些新商圈附近集聚，但密度相对较低，例如万宝商圈内
有 4 家餐厅，成为餐厅分布的热点区之一。

4

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空间扩散机理分析

4.1 区域经济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状况， 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反映了
居民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与商家的销售利润直接相关，决定着餐饮业向外扩张的区域及其
生存门槛，并决定餐饮企业分布密度。鼓楼区和台江区作为福州市传统的商业服务业较发达
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发达，居民购买力强，对餐厅的选址吸引力大，因此是
餐厅分布的热点地区。仓山区和晋安区由于第二产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第
三产业相对落后，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不高，因此，麦当劳和肯德基入驻得晚，发展相对较
慢。随着福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和快速地发展，仓山区和晋安
区第三产业逐步兴起，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增多。
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反映地区地价水平的高低， 从而影响餐饮企业布局。 加纳于
1966 年提出商业中心空间模式，他认为，高级别职能部门布局在地价高的区位，而低级别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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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分布在商业中心的边缘，即地价较低的地区[19]。不同的档次的餐饮网点的建设成本不
同，中档甚至高档餐饮主要面向中高端消费人群，需要布局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才有较大的需
求，而低档餐饮投入成本低，因此在城市各个地方都有发展的空间。 与动辄上百元的西式大
餐相比，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国内属于中低档次的餐厅，一般分布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
地区。 20 世纪 90 年代，外资企业在租金、税收等方面均有较好的待遇，因此，经济发展水平
高、空间关联性好和商业氛围浓厚的鼓楼区和台江区成为跨国连锁餐饮企业分布首选区。然
而，随着租赁合同的陆续到期以及租金高涨，一些餐厅不得不另选地价水平相对低的地区布
局。 例如 1996 年在鼓楼区津泰路开业的麦当劳津泰餐厅，高昂的租金迫使其关闭在鼓楼区
的门店，选择在金山开设新店。
4.2 人口分布因素
餐饮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人口依赖性，其空间格局与人口密度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因
此，人口的分布特别是区域人口规模与密度，影响餐厅布局与分布密度。 鼓楼区和台江区作
为福州市人口分布中心，人口密度高，餐厅发展快、分布密度高，而仓山区和晋安区人口密度
较低，特别是 2004 年之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都很低，无法满足餐厅生存的门槛，餐厅较
少。 2010 年，鼓楼区和台江区总人口出现负增长现象，人口由中心城区向外围迁移，人口规模
和人口密度减小，餐厅增加得少。 相反地，仓山区和晋安区因人口密度增加，餐厅快速发展。
4.3 道路交通因素
城市空间结构是在城市自然条件基础上按照城市路网格局发展起来的， 餐饮业也是在
交通节点的引导下布局集聚，因此，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多数布局于交通线路两侧或者道路
交叉口，交通通达性好，餐饮网点辐射范围广，吸引顾客多。 研究区内 45 家麦当劳和肯德基
餐厅就有 42 家位于交通干道两侧或道路的交叉口，这说明，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空间布
局在很大程度上受道路交通的影响。随着福州轨道交通 1、2 号线的动工完成，将不断改善各
区域间的交通条件，地铁站点周边将成为餐厅分布热点区。
4.4 城市空间拓展
福州市地处闽江中下游的河口盆地，自汉代闽越王创建冶城开始，福州古城先后经历了
汉冶城、晋子城、唐罗城、梁夹城、宋外城、明清福州府城等几个主要的城市空间扩展阶段，由
北向南发展，沿中轴线向东部和西部延伸，城市北部主城区内形成政治行政功能区，南部形
成商业功能区，形成了八一七路、中亭街等商业街。鸦片战争之后，福州成为首批开埠的城市
之一，仓山成为外国人集中的居留地，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与此同时，北部高耸的山地成
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因而，中心城跨越闽江，开发南台岛，成为福州城市发展的必然趋
势。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随着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编制，“
东扩南进西拓”的城市发
展战略的实施，福州市建设用地沿八一七传统中轴线和闽江现代发展轴扩展。南台岛一系列
工业园区、大学城以及一些大型楼盘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住宅建设和服务设施迅速发展，
中心城区居住用地沿东、西、南、北迅速扩张，逐步形成新的商业中心，例如，万宝商圈和金山
浦上商圈等，有力地吸引餐饮企业布局。 从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空间布局可以看出，麦当劳
和肯德基餐厅的空间扩散与城市建成区的扩展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说明福州市空间结构影
响着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的空间扩散，并制约着餐厅的未来发展趋势。
4.5 政策法规
政府是城市的管理者、经营者，通过制定相关规划及政策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统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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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总体安排。 餐饮企业空间的发展受到城市规划与商业网点规划的影响，受到城市拆迁、改
造等规划的影响，因此，连锁企业选址成功的原因之一与考察布点区的规划息息相关。 麦当劳
在选址时会重点考察布点区是否与城市规划发展相符合，是否会出现市政动迁和周围人口动
迁等，其中，有发展前途的商街和商圈、高校集聚区、住宅区是经营者布点考虑的地区[20]。 肯德
基也将地段在近期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作为选址的一大影响因素[21]。在政策方面，福州市作为
中国东部沿海重要城市，国家给予福州市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等方面更大的权
限和相应的优惠政策。 1990 年后，福州市不断改善软、硬投资环境，并出台一系列鼓励外商
投资企业各项优惠政策，例如 2005 年福建省政府、福州市市政府出台《印发福建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2011 年出台《福建省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等，不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拓宽外商投资的领域，引来大批跨国餐饮企业，麦
当劳和肯德基餐厅迅猛发展。

5

结论

本文以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作为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的代表，运用 ArcGIS10.0 中的空间
自相关、趋势面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方法，研究 1994 年～2014 年福州市三环路以内麦当劳
和肯德基餐厅的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的总体变化规律和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揭示福州市
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的空间扩散过程、特征及机理，以期为城市餐饮企业空间分布研究和规划
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表明：
1）福州市跨国连锁餐饮企业在空间上呈现随机 - 集聚 - 分散分布的发展趋势；目前，餐
厅布局存在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特征，空间集聚由以东街口商圈为中心的单中心向台江商
圈、万宝商圈和金山浦上商圈等多中心发展，形成了东街口商圈、台江商圈和万宝商圈等 3
个主热点区和金山浦上商圈、火车站商圈这 2 个次热点区；空间扩散主要以八一七路为主轴
线向外扩散，形成东扩南进西拓的空间发展格局，且主要往南部和西部发展，与商业空间结
构演变和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存在较强的一致性。
2）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的空间扩散具有区际扩散、圈层扩散、带状扩散和面状集聚等特
征。 首先，餐饮企业在区际的发展存在差异，由中心城区的鼓楼区、台江区向外围的晋安区、
仓山区发展；其次，随着时间的变化，餐饮企业从中心城区沿二环路和三环路向外围扩散，外
围餐厅数量不断增加，各环路餐厅数量逐渐趋于均衡；再次，餐饮企业沿交通干道带状扩散，
即沿八一七路、五一路 - 五四路、西二环路和浦上大道等交通主干道扩散；最后，餐饮企业围
绕传统商圈呈面状集聚，即在东街口商圈和台江商圈附近分布的密度高。
3）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的空间扩散是区域经济水平、人口分布因素、道路交通因素、城市
空间拓展与政策法规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
大，交通可达性越好，餐饮业越发达，分布越密集。 随着社会网络技术的发展与进步，餐饮业
跨入移动电子商务时代，经济、人口、交通、空间结构和政策法规等的影响程度可能发生改
变，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也会出现。 因此，在进行餐饮企业选址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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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usion and mechanism of multi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s
—
—— A case study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in

Fuzhou, China
LEI Jin-rong, WANG Xiao-wen， ZHANG Han-wen, HUANG Chun-chun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ulti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s, Mainly studies on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mechanism of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within third
ring road in Fuzhou from 1994 to 2014 by use of the GIS spati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ristly,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trans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s within third ring road in Fuzhou follows the rules of
"random to cluster to disperse", and distribution of transnation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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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ring enterprises are the whole scattered and local agglome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gglomeration areas from a single center to multi center,
Dongjiekou district, Taijiang district and Wanbao district, which are the Main
hot zones of the spatials distribution of restaurants. Secondly, restaurants
werespread to the East, South and west around the Bayiqi road, and the number
of trans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s in the South and west is more than
in the north and east in the futur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thecommercial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and the direction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Thirdly, There is unevenly distribition in the different area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cDonald's and KFC restaurants in the
second ring road and third ring road, so the number of trans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s gradually tend to be balanced in each ring load; along
with the main line of the subdensity ribbo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rans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s are gathered near the traditional
trade area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Lastly, the study shows that some factors are affect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trans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s, such as the regional economy,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road traffic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so on.

Key words: multinational chain catering enterprise; spatial diffusion;
Fuzhou; McDonald; KF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