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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城市旅游地网络结构特征
及其演化模式
——以新浪微博签到数据为例
徐 敏，黄震方，曹芳东，张 郴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流动性表征了旅游地域系统要素间的内在关系，深刻影响着旅游地域网络结构的演变
过程和方向。借助新浪微博爬虫技术，探讨了城市旅游地的网络结构特征，测度了旅游地节点
的对外联系强度，提炼了复杂网络结构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① 从旅游地的等级结构来看，
形成了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的全国性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凭借自身的旅游集聚和吸引功能，扩
大了对周边城市的旅游影响，网络化的复杂程度逐步加深。② 从旅游地节点的层级结构来看，
复杂化网络形态愈加明显，旅游地节点呈现明显的点状式分布态势，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
的旅游地域网络结构基本形成。③ 通过对比网络演化的过程表明，单中心发育模式由在一定
时期内占据主导，逐渐转向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多地域、多中心的发展模式，核心城市
的主导地位更加突显。与此同时，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区域性双核心空间结构发育模式表
现突出，形成了以多中心发育模式和区域性双核心结构模式共存的局面。以上研究无疑为新
流动性范式下重新认知和揭示复杂旅游网络体系特征及其对节点、网络、结构、空间的互动关
系的深刻解读，
提供了一次有益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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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迅速波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
发展与转型，成为国家振兴经济，实现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型战略。旅游作为现代社
会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已被深深地打上了互联网的烙印[1]。近年来，以新浪
微博为代表的新兴网络社交媒体得到了迅速发展，使得“互联网+旅游”成为快速融合的
统一体。城市旅游地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承担着人们外出旅游和参与旅游活
动诸多环节的责任和使命，为旅游活动的有效开展和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场所
和基础设施条件。随着当前互联网大数据的兴起和对地理空间的认识加深，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逐步拓展地理空间的属性和内涵[2-6]，“网络范式”的转型和“流空间”的科学认
知的不断升温[7-10]，对于城市旅游地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内部要素的分析，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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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关注于从不同层面、不同尺度、不同维度来刻画和分析由“流数据”产生的城市
间的网络体系及其内在联系[11-18]。城市旅游地网络体系的成长和形成，进一步诠释了当今
社会的流动性特质，城市间的人力、物质、信息、技术、资本等各种要素正在以流的形
式存在而发生变化，时刻改变着城市旅游地网络体系的特征、功能、结构和关系，成为
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大城市集聚功能的日益增强，地理空间邻近的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
更加紧密而复杂，形成一种非线性的复杂网络关系。正是这种复杂网络的形成产生了更
为广泛的空间影响力，将不同性质、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市聚焦在同一个网络体系
之中，在流空间的引导和作用下发挥着各自节点的功能和价值。地理学从关注空间的横
向扩展和动态演化，到从时空结构的改变探讨空间流动及其对个体或者社会产生的意义
的转向[19]，引发了诸多学者开始从流数据的掌控和梳理，探讨城市体系的网络空间结构
及其城市个体间的关系变化。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流和客流的不断深入[20,21]，为城市
体系网络空间形成的过程表征与内涵的深刻解读提供了客观依据。然而，城市旅游地作
为旅游活动的集聚地，综合反映了旅游的功能和地位，成为旅游信息交换和汇集空间。
新浪微博社交工具的出现，以其具有信息量大、互动性强、方便快捷的天然优势[22]，引
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微博信息的传播与扩散[23,24]逐渐转移到对微博网络社会关系的
思考[25-27]，越来越重视对复杂网络中“人与人”关系的重新审视和挖掘。新浪微博正是建
立在“粉丝与粉丝”关系不断深化和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不同旅游地节点的复
杂性网络关系。相比传统的网络结构分析，这种隐藏在复杂网络中的关系，为网络虚拟
空间向地理真实空间的转换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旅游地理学人地关系内涵的深化与
拓展，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此外，新浪微博签到的随时性、共享性、透明化特征，使
得从微博签到数据流入手进行中国城市旅游地网络体系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模式的分析提
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对于及时了解、客观分析、全面掌握流空间下的城市旅游地网络
时空结构，就显得格外有效。基于此，借助新浪微博签到数据，通过对中国城市旅游地
时空网络特征进行解析，实现对城市旅游地网络结构时空演化模式的提炼，为中国城市
旅游地多子网络、多节点特征的有效研判和解读提供理论依据。

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2.1 数据来源
选取途牛旅游网、驴妈妈旅游网、携程旅游网 3 个微博认证机构的账号中的用户，
即初始种子为 3 个，各自随机选择一个微博 ID 作为初始种子，然后运用 python 编制代码语
言，结合 selenium 自动化测试工具，模拟用户登录进新浪微博，进入初始种子的粉丝页，
再继续爬取已经获得的用户的粉丝。由于新浪微博的反爬虫机制的存在及数据获得量的
考虑，需要反复重复这一过程 （图 1）。具体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对于用户的爬取，
在新浪微博上随机选择 3 个用户数据 ID，分别是：597 6675 573，47 418 292，61 432
258，然后爬取 3 个初始种子 ID 的粉丝，获取到大量的新粉丝 ID，再爬取新粉丝的粉
丝，爬取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4 日—6 日，爬取时间限制为 3 天。通过不断重复这个过
程，对新获得的 ID 判断是否已经爬取过，将没有爬取过的 ID 保存下来。根据上述爬取
的粉丝 ID，再次进行微博签到数据信息的爬取，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7 日—10 日。所得用
户 ID 数据包含用户的注册地址、注册时间、用户名、用户 ID 信息，总共获得 262028 个
用户和 538843 条微博。二是在用户爬取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取用户的签到微博信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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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签到数据爬取的技术流程

Fig. 1 Technical process of microblog sign-in data crawling

过新浪微博主页，进入 ID 用户的页面，爬取所有用户信息的签到数据，从而得到爬取到
的用户的签到数据，时间涵盖 2010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0 月 10 日。
2.2 数据处理
微博签到数据的筛选和处理，首先筛选出标准的签到信息，如“市名·具体地址”，
对于不标准的签到信息直接进行删除处理。其次考虑到样本数据存在跨省和跨市，以及
主要旅游网站公布的行程出游时间，如途牛旅游网行程安排的最长旅游时间为 17 日，携
程旅游网行程安排的最长旅游时间为 15 日及以上，因此，本文从获得数据的时间属性来
看，认为签到信息中属于旅游的大多数时间在三周以内，超过三周及以上的不再作为本文
的数据来源，同时对签到点与注册点相同的微博、两次连续签到点相同且时间跨度三周
以上的微博、签到点与注册点时间跨度超过一年的微博、微博内容出现明显的如“开学”
“医院”“加班”等字眼视为非旅游数据，最终得 173470 个有效用户信息和 433892 条签到
数据，这些数据信息中包含了旅游者的签到地点和注册地点 （图 2），构成了基于微博签
到数据的城市间流的产生与形成，从而构建不同城市旅游地的网络矩阵关系。值得注意
的是，从签到地和注册地的空间分布来看，2016 年较之 2010 年明显增多，东部沿海的密
集程度明显加深；从覆盖范围来看，2010 年除了新疆、吉林、广西外，其余省份均存在
签到或注册城市，到了 2016 年，签到和注册城市已经覆盖全国，东中部明显高于西部地
区。从以上两个年份来看，节点的选择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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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 年、2016 年微博签到数据的签到地和注册地
Fig. 2 Sign-in and registration places of microblog sign-in data (2010, 2016)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16)1606）制作，
底图无修改。

3 城市旅游地网络结构的特征分析
3.1 网络节点的空间等级结构特征
节点的空间等级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旅游地的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别于传统
的城市旅游地等级体系划分，本文将不同城市的微博签到数据作为划分城市等级体系的
衡量标准，根据 ArcGIS 中的最佳自然断裂点的分配方式，将城市旅游地划分为五个等级
（图 3）。通过图可以看出，随着签到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多，城市旅游地的等级发生了较
大变化，2010 年，第一等级城市分别为上海和北京，第二等级城市分别为广州、重庆、
苏州、厦门、成都、杭州、福州、南京等。2016 年的第一等级城市分别为北京和上海，
第二等级城市分别为广州、深圳、天津、成都、重庆、厦门、杭州、南京、福州、苏州
等。从两个年份的前两个等级来看，上海和北京始终处于微博签到数量最大的城市，属
于全国性中心城市，这与城市的旅游发展、城市化发展水平、市场知名度和基础设施条
件关系密切，拥有大量的旅游者和粉丝签到。广州在两个年份同属于第二等级城市序
列，表明广州在整个区域中的旅游发展地位依然处于领先地位，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地
和最富美食特色吸引力的旅游城市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属于网络体系中的区域性
中心城市。
深圳、厦门、成都、杭州、南京、重庆、苏州、长沙、福州等城市尽管在不同年份

图3

2010 年、2016 年城市旅游地网络等级体系格局

Fig. 3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 network (2010, 2016)
注：
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
GS(2016)1606）制作，
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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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列顺序不同，但依然处于所有旅游城市中的前十位，表明了城市的个性和特色以及
市场的吸引物成为旅游者愿意前往的重要因素，属于网络体系中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而
始终处于排序第三等级的昆明、宁波、常州、大连、无锡、青岛、石家庄等城市，尽管
也具备独特的旅游资源和市场产品卖点，但相比较而言，地位略低于第一、第二等级城
市，属于网络体系中的区域性次中心城市。晋中、朝阳、西昌、东莞、广安、秦皇岛、
汕头等城市排名位置靠后，相对于排名靠前的城市而言，市场吸引力和产品体系有待进
一步提升和完善，属于网络体系中的地方性中心城市，其他剩余城市无论在城市规模
上，还是在签到数据上均低于上述城市，属于网络体系中的地方性次中心城市。从空间
的布等级来看，东部地区明显占据优势，2010 年和 2016 年，第一和第二等级城市分别占
城市总数的 13.31%和 22.26%。2016 年，第二和第三等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旅游发展的地域差异成为影响微博签到数据差异的主要因素，
成为旅游发展不均衡的重要瓶颈。
3.2 网络体系的层级结构特征
为了进一步理清整个城市旅游地网络体系中节点城市及其在网络中的作用及城市对
在空间联系上呈现的规律，对其网络进行签到数据的去重和重新组合。同时，兼顾考虑
不同等级的城市对在总数中的比例，以及不同的比例下能否覆盖前文中涉及的全国性中
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地方性中心城市和地方性次中心城市等
不同级别的城市，按照微博签到城市对的排列顺序，经过多次比例划分和尝试，最后确
定为四个不同比例，即 0~10%、10%~30%、30%~60%、60%~100%四个数据组，能够较
好地满足既有城市对数量，也包含了不同城市等级数量的要求，以此分析旅游地域网络
的层级结构特征 （图 4）。从整个网络体系的分级层次来看：
第一层次等级，作为微博签到数据的 0~10%的城市对组合，两个年份包含的城市对
分别是上海-重庆、北京-长春、沈阳-大连、重庆-奉节、长沙-广州等，分别包含了 1 个
和 8 个城市对，上海和北京在这一阶段分别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从空间分布态势上来
看，尚未形成明显的网络体系和空间结构。
第二层次等级，是微博签到数据的 10%~30%的城市对组合，分别包括了 5 个和 27 个
城市对，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网络性，但结构特征并不明显，在原有北京-长春、天津福州、南通-苏州的基础上，转变为 2016 年的西安-宁波、辽阳-朝阳、广州-汕头、广
州-深圳、长沙-晋中、信阳-郑州、朝阳-长沙、潍坊-聊城、莆田-安顺、连云港-常
州，大连-海城、济南-菏泽、绵阳-成都等。尽管空间上的网络性并不紧密，但相对
2010 年而言，城市间的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东部城市与中部城市的关联性密切。
第三层次等级，包含了微博签到数据的 30%~60%城市对组合，分别包括了广州-北
京、福州-厦门、唐山-石家庄、中山-广州、南京-苏州等 13 个城市对以及上海-邢台、
北京-长春、合肥-上虞、济南-德州、太原-晋中、杭州-衢州、延安-安康、福州-三
明、承德-秦皇岛、重庆-达州、克拉玛依-乌鲁木齐、南京-无锡、青岛-聊城、广州-东
莞、成都-西昌、苏州-张家港、宁波-益阳、深圳-广州等 60 个城市对，在网络空间中，
北京和上海发挥了全国性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强了与周边城市及中西部地区城市的联系
程度，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明显增强，网络体系结构特征初显。
第四层次等级，囊括了网络体系中绝大多数城市对，属于微博签到数据的 60%~
100%范畴，包含了 275 个城市对，这一阶段城市对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不同区域的核心
城市地位突出。其中，上海-厦门、北京-西安、成都-北京、无锡-上海、南京-宁波、
中山-成都、哈尔滨-太原等，构成了 2010 年整个旅游网络体系的重要支撑，同时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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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微博签到数据流空间下的旅游地网络体系格局

Fig. 4 Network system structure under the flow space formed by microblog sign-in data
注：
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
GS(2016)1606）制作，
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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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为若干个小的子网络，核心城市凭借自己的旅游集聚和吸引功能，扩大了对周边城
市的旅游影响，吸引着新的节点城市不断融入。此外，2016 年的网络节点中更多地呈现
出点状式分布态势，城市对的数量急剧增多，包含了北京-贵阳、成都-上海、深圳-东
莞、无锡-南京、石家庄-邯郸、滨州-淄博、青岛-临沂、兰州-株洲、大连-济南等在内
的 4523 个城市对，微博签到在城市间形成的“数据流”变得越来越密集，呈现更加复杂
的网络化形态。同时，东西部城市旅游功能的不断强化，城市间的旅游联系程度也变得
越来越紧密，网络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城市对的联系更为密集，空间上的形态更为复杂
多变。

4 时空演化模式
4.1 网络联系强度分析
随着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强，网络联系的测度目前应用于航空、铁路、企业、港口等
多个行业组织，为了有效地对旅游地网络体系的节点间的联系进行测度分析，借鉴 Tayor
等提出的网络联系强度测度模型[28]，其表征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互联系的总和，反映
一个城市在整个网络体系中的对外联系状况，数学表达式为：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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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n n
ö
ç∑ ∑ r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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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ç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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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ø
式中： AIi 表示网络联系强度系数，表征了 i 城市与整个网络中的其他城市联系强度平均
值的比值，数值越大，说明城市的对外联系程度越强，反之越弱； rij 表示城市 i，j 之间
AIi =

j = 1, i ≠ 1

的联系强度，数值越大，表征城市对的联系程度越强，反之越弱。
为了进一步直观地揭示城市旅游地网络体系的空间结构特征及网络节点城市在整个
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爬取的城市微博签到数据的排列顺序，选择所有城市签到数
前 30%的 30%为网络联系强度的测度依据，以促使整个网络体系的简单化和直观化，同
时又囊括了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和地方性中心城市，
对于有效揭示网络空间结构的特征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上述公式，得到城市旅游地网
络节点的对外联系强度，将结果进行地理信息的空间化，绘制成图 5。
结果表明，2010 年网络体系包含城市对 17 个，城市的对外联系强度大于 5 的只有上
海和北京，其他城市的对外联系强度系数基本处于 0.3~1 之间，表征了网络中城市的对外
联系呈现了以上海和北京为指向的空间结构，整个网络集聚能力不强，城市间联系程度
有待提升，网络联系强度多数为弱联系。对于 2016 年的网络体系，呈现了明显加强的态
势，层级结构特征明显，城市对间联系的强弱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多样，成为这一阶段
的主要空间特征。对于北京和上海而言，对外城市的联系强度系数均大于 5，城市对的
联系更多地发生在与全国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之间，比如北京-上海、北京-广
州、北京-成都、北京-福建、北京-南京、上海-重庆、上海-厦门、上海-南京、上海福州以及广州-福建、广州-厦门、广州-成都、深圳-广州、深圳-杭州、深圳-上海等，
其他多数城市的对外联系强度系数总体上处于 1~5 之间，占据整个城市对的 67.26%，成
为支撑全国性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网络联系形成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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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地网络节点对外联系强度格局

Fig. 5 External linkage intensity structure of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 network nodes
注：
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
GS(2016)1606）制作，
底图无修改。

对比两个年份发现，除了全国性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在加强以外，区域中心城市和
次中心城市及地方性中心城市也明显增多，长沙、南昌、哈尔滨、无锡、昆明、佛山、
温州等城市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加强，较好地融入了全国性中心城市的核心网络体系，
成为整个网络体系的重要节点。综合上述分析，全国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对
外的联系强度和对外联系的城市数量上均有明显提升，次中心城市和地方中心城市尽管
在对外联系强度上明显弱于全国性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但呈现明显的空间指向性，较好
地融入全国性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网络体系，在加强自身与周边城市联系的同时，积极
发挥着与主要核心城市的紧密关系。从整个地域空间分异来看，东部地域系统的城市通
常具有更高的对外联系强度和城市数量，中西部地域系统除了成都和重庆以外，其他城
市间的网络关联程度相对较低，但向东部城市的空间指向性得到加强。此外，从东西部
地域系统的各自内部来看，低等级城市通常需要依赖地域中心城市的联系才能有效地融
入更高级别的城市，且多数属于单向流动。以上这些，共同构成了城市旅游地网络联系
和以全国性中心城市为核心、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为重要支撑、地方性中心城
市不断融入的旅游复杂网络空间结构。
4.2 演化模式提炼
地域系统模式一般分为单中心发育模式和多中心发育模式。对于单中心发育模式而
言，主要出现在地域系统发展的初始阶段，以某一个单一城市为核心，向周围城市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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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这一时期的核心城市对外联系不断加强，通常形成放射形、环状和扇形的空间结
构。为了有效地揭示城市旅游地网络结构的演化模式和类型，在图 5 的基础上，对其两个
不同年份形成的网络结构进行总结和抽象，提炼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化模式 （图 6）。
微博签到数据的大小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活动的发生频率和旅游者活动的空
间指向，相比较而言，2010 年的城市旅游地网络体系，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
心的放射性空间结构。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对外联系强度作用明显，多数表现为周边低
等级城市向核心城市的单向流动，网络节点的对向流动相对较弱，核心城市占据网络体
系的绝对主导地位，不断吸收着周边城市的各类要素向核心城市聚聚和转移，从而形成
了核心城市对外联系的不断扩张和周围城市不断向核心城市集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
征，要素流动具有明显的中心城市指向性。结合上文中的图 5 来看，尽管这一时期城市
对的强联系也存在，但城市对数量较少，整个网络体系呈现出相对较低的对外旅游联
系，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旅游功能均有待加强，地域的系统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多层
次、多中心的复杂网络格局尚未形成，突出表现为典型的不同旅游地域系统内的单中心
发育模式。
相对于单中心模式而言，多中心发育模式，通常在不同的地域系统内部呈现不同核
心主体，与周围的中小城市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体系的复杂空间网络格局。相比较
2010 年，2016 年的城市网络体系呈现更为明显的多中心、多网络特征。从流量的规模和
网络体系的联系强度来看，这一时期的网络格局呈现出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核
心的多地域、多中心网络层级结构，核心城市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从图 5 的对外联系
强度来看，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更为显著，城市对强联系在数量上
明显增多，除了全国性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的对外联系强度较大以外，区域性中心城
市之间的强联系也在明显加强，在接受全国性中心城市辐射的同时，对于周边旅游城市
的成长起到重要的支撑和扶持作用，这一阶段城市对的双向流动明显，要素空间流动的
指向性具有明显的层级性特征。与此同时，从城市对外旅游联系强度来看，尽管这一时
期的成都和重庆对外联系强度总体上小于北上广，但在空间上也形成了具有明显区域性
中心的双核心空间结构，相对于单中心和多中心而言，双核空间结构具有自身独有的特
征，在同一个由成都和重庆组成的成渝旅游目的地地域系统中，成都的对外联系强度略
高于重庆，但两个核心城市又各自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子网络体系，不同的子网络体
系相互交叉、互有重叠，构成了以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双核心发展模式。

图6

城市旅游地网络结构演化模式

Fig. 6 Evolution mode of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 network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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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引发了一场信息技术带来的地理学革命，打破了地理
学对传统空间的理解和认知，开始逐步转向在信息技术引领下的网络空间及其在地理学
中的意义探讨，进一步深化了对网络社会空间与地理学空间关系的深刻解读。本文借助
新浪微博签到数据，探讨了城市旅游地作为网络节点的等级空间分布及其在网络中的层
级结构特征，测度了网络体系中节点的对外联系强度，提炼了城市旅游地网络结构的演
化模式，为信息技术在旅游地理学中的应用及其在理论上的深化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区别于传统的城市旅游地等级体系划分标准，以新浪微博签到数据为依据的划
分结果为，北京和上海始终处于第一等级城市，属于全国性中心城市，引领和带动作用
明显，广州、深圳、天津、成都、重庆、厦门、杭州、南京、苏州、郑州等城市作为第
二等级城市，将其列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旅游地域系统网络结构形成的主力军；昆
明、宁波、常州、大连、无锡、青岛、石家庄及晋中、扬州、东莞、汕头、盐城等城市
分别作为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和地方性中心城市，成为复杂旅游网络体系中的重要支撑
点；其他剩余城市为地方性次中心城市；上述等级体系的划分，为城市旅游地的等级划
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 从城市旅游地网络体系的层级结构来看，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
旅游网络体系，具有区域性的天津、成都、杭州、南京、重庆等城市起到重要的支撑作
用，成为整个网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对网络层级结构来看，占据整个网络
城市对流量前 10%的省会城市承担着整个区域网络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从整个旅游网络的节点层级来看，核心城市凭借自身的旅游集聚和吸引功
能，吸引着新的节点城市不断融入，点状式分布态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对的数量急剧增
多，微博签到在城市间形成的“数据流”变得越来越密集，呈现更加复杂的网络化形
态。此外，东西部城市旅游功能的不断强化，城市间的旅游联系程度也变得越来越紧
密，网络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城市对的联系更为密集，空间上的形态变得更为复杂多变。
（3） 从整个旅游网络节点的对外联系强度来看，全国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
对外联系强度明显高于区域次中心城市和地方性中心城市，体现了城市对间的强联系态
势。区域次中心城市和地方性中心城市对外联系强度相对较弱，但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指
向性，促使了旅游地网络结构呈现复杂化的同时，也表现明显的规律性特征。通过对比
旅游网络结构演化过程发现，单中心发育模式在一定时期不同旅游地域系统内占据主
导，逐渐转向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多地域、多中心的发育模式，核心城市的主
导地位更加突显。此外，整个旅游网络体系呈现的多中心发育模式主导的同时，以成都
和重庆为核心的区域性双核心空间结构发育模式同样并存。
（4） 纵观整个旅游地域网络体系的形成和过程演变，不难发现，城市在网络结构中
扮演着极其重要色角色和地位，全国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不仅成为引领和带
动周边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主体，还作为整个旅游网络体系重要的关联主体，吸引着周
围城市旅游要素的集聚与核心城市的旅游溢出，极化和涓滴效应并存。究其原因，主要
来源于流空间的作用和价值，促使着不同旅游地域网络城市间旅游要素的不断流动和关
联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化认知流空间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流在空间结构中的影响和意义，
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展演。与此同时，为新流动式范式下重新认知和揭示复杂网络体系
特征和对节点、网络、结构、空间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解读，提供了一次理论尝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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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微博签到数据作为流要素众多类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旅游地域网络系统及其
形成的空间结构分析，难免出现一定偏颇，加上微博签到数据中旅游信息的剥离也存在
难点，为复杂网络的旅游系统研究带来不便。因此，未来需要加大对旅游多源异构流数
据的不断收集和获取，更加全面地分析和揭示流空间及其形成的复杂网络结构特质，从
多尺度、多体系、多源异构数据的综合视角研究旅游地域系统网络及其空间结构形成的
内在机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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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its evolution mode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Taking the data of Sina weibo sign-in as an example
XU Min, HUANG Zhenfang, CAO Fangdong , ZHANG Chen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demonstrates the internal association among the elements of the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in tourism zones.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Sina weibo sign- in together
with the perception of the city tourism destination nod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diverse levels
of network nodes disseminate in the space- dimension and it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twork. Then, through measurement of the external connection intensity
of the nodes and its degree of association within various cities, the study discloses and extract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in tourism area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point of the city's 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 it creates several national center cities
that consider Beijing and Shanghai as the core. Depending on the strength of tourism collection
and tourist attraction in core cities, the adjacent towns develop their tourist market. Slowly, the
nodes are enclosed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ities. Thus, the complexity level of the system
deepened. (2) From the assessment of node hierarchy of the entire system, most nodes exhibit
dotted distribution situation. The major cities play a major part in the core of the network
system, which creates the tourism network space organization with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the core. Hence, these cities become an essential growth ladder of
tourism improvement in China. (3) The comparison of network structure course of evolution in
two distinct year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ole center development pattern prevails in a period,
which slowly turns into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multiregional and multi-center with the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the core, wherein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core
cities is further emphasized.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dual- core space structure,
with Chengdu and Chongqing as the core cities, dominates. Thereby, it presents the
synchronized condition of multi-center development mode and dual-core structure mode. This
research offers a theoretical struggle for rediscovering and revealing the extent and
profoundness of tourism activities and deep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 among the node,
network, structure, and space under the new flow model.
Keywords: microblog sign- in; data mining;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 network structure;
evolution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