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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海运网络空间格局
及其复杂性研究
刘婵娟，胡志华
（上海海事大学物流研究中心，上海 201306）
摘

要：基于全球十大集装箱班轮公司的港口航线数据统计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

的 164 个港口之间的海运联系情况，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借助网络的整体结构和
节点中心性评价指标，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拓扑结构复杂性和空间格局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整体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特性；度与
度分布空间差异性较大；网络中节点中心性呈现出明显的位序 - 规模递减趋势和分层情况；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三种中心度最大的港口均是新加坡港，新加坡港具有最高的整体中
心度，处于绝对核心地位；从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排名前 15 位的港口基本相同，仅在位
序上略有差异；三种中心性排名前列的港口大多分布在海运实力较强，海运辐射范围较大的东亚、
西亚和东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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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全球政治、贸易
格局不断变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首先要抓
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提升航运通道的通达水平，实现国际运
输的便利化。近年来交通网络作为典型的复杂网络受到了强烈关注。复杂网络领域的学者们
对各种形式的交通网络做了实证研究，例如航空网络[1-5]、公交网络[6-8]、铁路网络[9-11]、和海运
网[12-16]等。其中，在海运网络方面，邓贵仕[12]通过随机删除和选择删除网络中的节点研究了
全球集装箱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和鲁棒性；杜超[13]以港口城市为节点，
对中国集装箱航运网络
空间格局及其复杂性进行了研究；田炜等[14]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对马士基航运集团下属的航
运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成金等[15]从航线、航班、空间联系和地域系统四个角度对中国集
装箱港口组织网络进行了分析；徐梦俏[16]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中的引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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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间的集装箱海运空间联系强度计算方法，对世界集装箱海运网络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
了实证研究。由此可见，从复杂网络视角对海运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和空间结构等进行研究
对海运网络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世纪海上丝绸
本文基于全球前十大班轮公司的港口航线数据构建以港口为节点的
对其集装箱海运网络的
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选取网络整体结构和节点中心性评价指标，
拓扑结构复杂性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究不同港口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

1

网络构建
首先搜集全球十大班轮公司 （占全球海运运输市场份额合计为 63.7%） 的港口航线数

据，如表 1 所示。对这 10 家班轮公司的船期表进行追踪统计，获得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1 日相关船舶在
表1

各航 次运输 中的 港口 挂靠信
息，构建全球集装箱海运网络

10 家班轮公司运力及市场份额

Tab.1 Transport capacity and market share of 10 liner companies

数据信息平台，统计并整理得
到 155 个 国 家 、777 个 港 口 、

排名

公司

国家

运力(TEU)

份额

1

马士基

丹麦

3,035,043

15.1%

7553 条航线的数据。为构建

2

地中海

瑞士

2,663,374

13.2%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

3

达飞

法国

1,832,508

9.1%

4

长荣

中国台湾

951,876

4.7%

5

赫罗伯特

德国

919,386

4.6%

6

中远

中国

857,751

4.3%

7

中海

中国

698,595

3.5%

8

汉堡南美

德国

641,723

3.2%

网络，将上述 155 个国家的港
口信息与“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对比，保留两者共同部
分，最终得到“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涉及的 164 个主

9

韩进

韩国

633,564

3.1%

要港口，从而将海上丝绸之路

10

东方海外

中国香港

577,233

2.9%

12,811,053

63.70%

航运网络简化为一个由港口为
节点，港口之间航线为边的简
单无 向无权 网络 ，建 立一个

合计

数据来源：http://www.alphaliner.com/top100/

164×164 的 0-1 邻接矩阵，构
建航运网络拓扑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点方向有两条：一是从中
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
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

2

评价方法
传统的网络分析一般关注

关系数据的分析，主要从整体

图 1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拓扑结构示意图
Fig.1 Topology structure of the“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hippin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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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剖析，如用网络密度作为网络整体分析评价指标，节点的连通性属性作
网络评价方法体系不断充
为网络局部分析评价指标。近年来，
随着网络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实和完善，本文将从整体、局部和相关性 3 个方面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
络进行系统分析。选择度分布、网络平均最短路径和聚集系数作为网络的整体结构评价指
标，选择多中心性（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作为网络的局部特征评价指标，相
关性主要分析中心性和港口航班密度（X 次 / 月）的耦合程度。
2.1 整体评价指标
（1）度与度分布。一个节点 i 的度值 ki 是指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目。其计算公式
当 i 节点和 j 节点之间有边相连，
如式（1）所示。其中，N 为网络节点数，x 为邻接矩阵，
xij=1，
否则，xij=0。
（1）
则说明该港口的度值较大。节
在全球集装箱海运网络中，当有较多航线经过某个港口，
点度分布函数 p(k)表示随机选择一个节点其度值为 k 的概率。
任意两节点 i 和 j 之间的
（2）平均最短路径。由于全球海运网络被看做无向无权网络，
最短路径所包含的边数等于这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 dij。网络中所有节点对间的最短路径平
均数等于整个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 L，如式（2）所示。
(2)
（3）聚集系数。节点聚集系数 c(i)主要表示该节点与其邻接节点之间的紧密程度。其计
算公式如式（3）所示。式中，设节点 i 的度为 k，T(i)表示节点 i 的 k 个邻居节点之间可能形
成的最大连接数，其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E(i)表示节点 i 的邻居节点之间实际的连接边
其中 N
数。整个网络的聚集系数 c(s)为网络中所有节点的聚集系数的平均值，如式（5）所示，
为所有节点总数。
(3)
(4)
(5)
2.2 局部评价指标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重点之一，衡量网络中心性的指标有度数中心度、中间中
心度 CAB 和接近中心度 CAP。
（1）度数中心度。点 A 的度数中心度是指与点 A 直接相连的其他点的个数，可以直观反
映该节点与网络中其他节点发生直接联系的可能性大小。
其计算如式（6）、
（2）中间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程度。
（7）所
示。其中，gjk 表示 j 点和 k 点之间存在的捷径条数，
gjk(i)表示点 j 和点 k 之间存在的经过
第三个点 i 的捷径数目。
（6）
bjk(i)=gjk(i)/gi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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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节点与网
（3）接近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是一种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测度，
络中所有其他节点的距离都很短，则称该点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其计算公式如式（8）所
示，其中 dij 是 i 点和 j 点之间的捷径距离，
即捷径中包含的线数。
CAP=移dij
n

（8）

j = 1

3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海运网络整体结构特征
3.1 度与度分布空间差异性大
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度和度分布进行分析，如图 2、图 3 所示，可以发现
网络中节点度值最大的是新加坡港，度值为 67，网络平均度值为 5.27，说明在此海运网络中
经过任一港口的航线数平均约为 5 条。网络中仅有 0.6%的港口度值大于 50，有 12.2%的港
口度值在 10 和 50 之间，87.2%的港口度值小于 10。这说明大部分港口直接联系航线数量较
少。从节点度概率分布图（图 3）可知，整体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随着度值增
加，度分布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度值排名前 5 的港口度值差异较大，
而后度值差异开始逐渐
减小，且度分布基本满足截断递减幂律分布，故“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也具有无
标度特性。

图2

海运网络各节点度值

Fig.2 Degree of each node in maritime network

图3

海运网络各节点度分布

Fig.3 Degree distribution of the nodes

3.2 海运网络呈现出一定的小世界特性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聚集系数较大，为 0.44，远高于随机网络的
经计算得
理论值（c(s)垌c(s)′≈0.15）[17]，即其集装箱海运网络具有较强的集聚性，表明网络中各个

节点之间形成短距离联系的可能性较大。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平均最短路径约为 2.74，
即任意两个港口之间连接需要通过 2.74 个航段，略高于同等规模的随机网络平均最短路径
理论值（LER=1nN/1n＜k≈2.21）[17]，这表明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节点之间连通度较小。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具有较高的聚集系数和较小的网络平均路径长
总体上看，
度，因此网络呈现出一定的小世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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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中心性及空间格局

4.1 网络中心性统计分析
“21 世纪海上
从统计分析角度来看，
丝绸之路”海运网络节点中心性呈现出明
如图 4 所示。随
显的位序 - 规模递减趋势，
着港口位序增加，中间中心度的递减速度
明显快于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的递减
速度最慢。这表明网络中间中心度的差异
性高于度数中心度。网络接近中心度在位
序 120 到 160 之间出现明显的波动，这恰
恰说明不能只依据节点度值大小来衡量节
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应用系统聚类方法，选取组间连接和

图4

海运网络三种中心度指标

Fig.4 Values of three kinds of centricity metric

平方欧氏距离，
综合三种中心性指标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层级结构进行分析。总体
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港口中心性存在明显的分层情况。从度数中心度分析，新加
坡港具有最高的度数中心度，其值为 41.10，远高于其他港口，处于第一层。其在 21 世纪海
丹
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的枢纽作用能够吸引其他港口与其建立直接的航线联系。洋山港、
戎帕拉帕斯港、北仑港、杰贝阿里以及林查班、科隆坡等 12 个港口度值在 10 到 30 之间，处
于第二层，其余港口处于第三层。由于港口条件制约及相邻港口之间的竞争，处于第三层的
港口只与少数港口相连接。
从中间中心度分析，新加坡港和洋山港的中间中心度分别为 34.69 和 21.53，处于第一
说明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
层。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
它们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枢纽
网络中，
很多港口间想要进行联系都必须要经过这两个港口，
大连港、
塞得港等 26 个港口处于第二层，
地位。杰贝阿里、
易卜拉欣、
其余港口处于第三层。
从接近中心度分析，位居首位的依然是新加坡港，其值为 4.64。位于第二到第十位之间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
的港口接近中心度相差不大，其值在 4.55 到 4.60 之间。说明在
运网络中任一港口与网络中其他港口之间的距离都较短，也充分证明了前文所述的该海运
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的论点。
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三种中心度最大的港口均是新加坡港，度数中心
度为 41.10，中间中心度为 34.69，接近中心度为 4.64。这说明 164 个港口中与新加坡港有
直接海运联系的港口约有 41 个，
新加坡港具有最高的整体中心度。这主要是因为从地理位
置上讲，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
而马六甲海峡历来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此外，新加坡
是东盟国家的主要成员国和经济体，故其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着枢纽作用。
4.2 关键港口节点空间分布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心性排名
前 15 位的港口有一定变化，见表 2。
从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前 15 位的港口基本相同，仅在位序上略有差异。其
中，属于东盟地区的港口有 3 个，
东亚地区 8 个，西亚地区 3 个，南亚地区 1 个。而从中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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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心性排名前 15 位的港口
Tab.2 Top 15 ports in network centrality in Maritime Silk Road shipping network
排名

港口

度数中心度

港口

中间中心度

港口

接近中心度

1

新加坡港

41.10

新加坡港

34.69

新加坡港

4.64

2

洋山港

27.61

洋山港

21.53

洋山港

4.60

3

丹戎帕拉帕斯港

22.09

杰贝阿里

8.55

丹戎帕拉帕斯港

4.59

4

北仑港

17.18

丹戎帕拉帕斯港

7.04

北仑港

4.57

5

杰贝阿里

13.50

北仑港

6.04

林查班

4.57

6

蛇口

13.50

易卜拉欣港

5.63

吉达港

4.56

7

盐田

13.50

蛇口

3.92

蛇口

4.56

8

林查班

12.88

丹绒布绿港

3.80

盐田

4.56

9

科伦坡

12.27

科佩尔港

3.66

塞得港

4.55

10

高雄

11.66

南沙

3.50

青岛

4.55

11

赤湾

11.04

大连港

3.27

赤湾

4.55

12

吉达港

11.04

吉达港

3.12

科伦坡

4.55

13

青岛

11.04

科伦坡

2.45

易卜拉欣港

4.55

14

南沙

10.43

塞得港

2.33

南沙

4.54

15

易卜拉欣港

9.20

达米埃塔

2.25

高雄

4.54

心度分析，排名前 15 位的港口中有东盟地区港口 2 个，东亚地区 5 个，西亚地区 6 个，中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海运网络中排名前 15 位的关键节点中心性分布
欧和南亚各占 1 个。
如图 5 所示。三种中心性排名前列的港口大多分布在海运实力较强、
海运辐射范围较大的东
埃及、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等国家。
亚、
西亚和东盟地区，
如中国，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综上可知，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加强东亚、西亚和东南亚区域
关键港口的建设和发展。其中，中国除上海洋山港之外还应重点加强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
盐田、赤湾和南沙港等，以使中国南部沿海城市与东南亚、南亚、北非、欧洲等地区连接起
来，形成一个以港口为依托，以贸易、投资为纽带的合作经济带。西亚处在连接欧亚非三大
洲，沟通印度洋和大西洋两大洋以及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和里海这五海的现代海
陆空交通枢纽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处于西亚地区的杰贝阿里港（阿联
酋）、易卜拉欣港（埃及）、丹戎布绿港（以色列）和塞得港（埃及）是保障连接欧亚非的海上运
沿线上的重
输通道畅通的关键节点。东南亚地区各国是中国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要国家，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文化的丰富性方面都对中国更有效地联系中东、中亚、南
亚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东南亚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通畅和繁荣
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5

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 10 大集装箱班轮公司的港口航线数据统计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主要的 164 个港口之间的海运联系情况，构建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首先应
用复杂网络理论，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的整体结构进行分析，发现“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度分布基本满足截断递减幂律分布，具有较小的平均最短路径和较
大的网络聚集系数，整体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特性，且度与度分布空间差异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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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借助网络的节点中心性
评价指标，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集装箱海运网络的空间格局进行分
析。发现网络中节点中心性呈现出
明显的位序 - 规模递减趋势和分层
情况。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
网络中，三种中心度最大的港口均
是新加坡港，新加坡港具有最高的
整体中心度，说明其在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处于绝对核心
地位。从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分析，前 15 位的港口基本相同，仅
在位序上略有差异，三种中心性排
名前列的港口大多分布在海运实力
较强，海运辐射范围较大的东亚、西
亚和东盟地区。中国南部沿海地区
的盐田港、赤湾港和南沙港都具有
较高的中心度，是使中国南部沿海
城市与东南亚、南亚、北非、欧洲等
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以港口为
依托，以贸易、投资为纽带的合作经
济带的关键节点，具有大型港口的
潜质，应进行重点建设和保护。海上

图 5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运网络中节点中心性排名前

丝绸之路海运网络对新加坡港 （新
加坡）、丹戎帕拉帕斯（马来西亚）和

Fig.5 Top 15 ports in nodal centrality in Maritime Silk Road

林查班（泰国）等中心性较大的东南

15 的港口分布
shipping network

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具有
亚港口具有明显的依赖性，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是海上的交通要道，
独特性和重要性，而且还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集中地，为了加快“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发展，必须加强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合作，
保证中国与东盟地区港口之间的航运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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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d complexity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hipping network
LIU Chan-Juan, HU Zhi-Hua
(Logistics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world’s top10 container liner companies’ route data,
maritim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the 164 ports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as collec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whole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nodes in network,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hipping network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hipping network as a whole exhibits
small-world and scale-fre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Degree distribution of the
nodes shows large differences in space; Centrality shows a significant
rank-size decreasing trend and stratification; Singapore has the highest
centrality in the network, which is absolutely the core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hipping network; From the degree centrality and closeness centrality
analysis, the top15 por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only a slight difference in
sequence; The ports with highest values of three kinds of centralities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 and West Asia and ASE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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