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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数据的酒店竞争力
评价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成都市高端酒店为例

邹文博1,薛建红1,魏 伟1,2

(1.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2.郑州大学 能源 环境 经济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为有效评价区域内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和竞争地位,探究不同等级竞争力的高端酒店在区

域内的空间格局,本文基于互联网消费平台点评数据和城市兴趣点数据综合构建城市高端酒店竞

争力评价体系,以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为例测算竞争力综合得分和排名,并使用ArcGIS对不同

竞争力等级酒店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索。结果表明成都市高端酒店竞争力总体处于中低水平,
竞争力得分差异主要来自区位和交通因素。成都市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由高到低呈先急后缓两阶

段变化趋势,具体可分为四个等级,各等级之间差距明显。成都市各等级高端酒店均表现出集聚分

布特征,在空间分布方面呈点状聚集与线形延伸并存的特点。随着竞争力等级的下降,成都市高端

酒店呈现由城市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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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hotelcompetitivenessevaluationandspatialpatternbasedoninternetdata:
acasestudyofhigh-endhotelsinChengduurbanarea

ZOU Wenbo1,XUEJianhong1,WEIWei1,2
(1.SchoolofTourismManagement,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2.CenterforEnergy,Environment&EconomyResearch,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Toeffectivelyevaluatethecompetitivenessscoreandcompetitivepositionsofhigh-end
hotelsinacertainregion,andtoexplorethespatialpatternofhigh-endhotelsatdifferentlevels
ofcompetitivenessintheregion,acomprehensiveevaluationsystemisbuiltforthecompetitive-
nessofurbanhigh-endhotelsbasedontheinternetconsumerplatformreviewdataandurban
pointsofinterestdata.Thisstudytakesthehigh-endhotelsinthemainurbanareaofChengduas
anexampletocalculatethecomprehensivescoresandrankingsofcompetitiveness,andusesArc-
GIStoexplorethe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hotelsatdifferentcompetitivenesslevels.
TheresultsshowthattheoverallcompetitivenessscoreofChengdushigh-endhotelsisatamedi-
um-to-lowlevel,andthatthedifferenceincompetitivenessscoresisduemainlytolocationand
trafficfactors.Thecompetitivenessscoresshowatwo-stagechangetrendfromhightolow,
whichcanbedividedintofourlevels,withobviousgapsbetweenthelevels.Alllevelsofhigh-end
hotelsinChengdushowthecharacteristicsofagglomerationdistribution,withthecoexistenceof
point-shapedclusteringandlinearextensionintermsofspatialdistribution.Withthedecli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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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evelofcompetitiveness,Chengdushigh-endhotelspresentapatternofspreadingfromthe
citycentertotheperiphery.
Keywords:hotelcompetitiveness;high-endhotels;spatialpattern;evaluationsystem;Chengdu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授权发布的《2019年旅游市场

基本情况》显示,2019年,中国旅游业的综合贡献为

10.94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05%。
随着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居
民消费结构将得到改善[1-2],旅游需求也将不断攀

升。住宿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旅游

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3]。在酒店住宿业中,以四、
五星级酒店为代表的高端酒店不仅仅是城市服务的

一部分,更是城市的名片,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具有重

要意义,与城市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酒店业

是激烈竞争的行业,《2020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指
出,截止2020年1月1日,我国酒店业设施达到

33.8万家,客房总数1762万间,如何在激烈的竞争

中生存并发展是任何一家酒店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核心竞争力[4],因此,酒店

竞争力研究受到学者的关注。
酒店住宿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发展密切

相关,能够助推城市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5]。国

外学者较早对住宿业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探究

住宿业空间格局的演化[6],探寻影响酒店住宿业空

间格局的因素[7-8]。随着研究的深入,酒店的选址问

题也受到学者关注[9-10]。国内学者主要将目光聚焦

于酒店的区位布局[11]、影响因素[12-13]和空间结构时

空演化特征[14]等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区域也呈现

出 一 定 的 变 化,大 尺 度 研 究 区 域 最 早 受 到 关

注[15-16],长三角[17],珠三角[18]等中等尺度区域后续

也得到学者的关注,城市层面下的酒店住宿业研究

也取得一定的成果[19-20],同时,研究视角被进一步

扩展[21]。随着研究的深入,酒店业研究重点关注酒

店内部之间的关系,如酒店业效率[22],酒店竞争

力[23]等。
在酒店竞争力的研究文献中,国内学者多集中

在对概念的探讨[24],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 系 的 构

建[23,25],酒店竞争力的培育[26]和竞争力评价[27]等。
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型酒店和中高端酒店,在竞争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多重视酒店的规模、盈利、
财务能力等。国外学者对酒店竞争力的研究则多从

微观角度入手,主要探究酒店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提
升和评估等方面。国外的一系列研究发现,酒店所

处的社会环境[28]、人口密度和结构[29]、酒店的经营

成本[30]、人力资本[31]、酒店自身的环境和质量管

理[32]、环境营销策略[33]、创新能力[34]、酒店管理人

员的领导风格[35]、酒店员工的创新和学习[35]、消费

者的感知服务价值[37]等都会影响酒店竞争力。“政
府政策”、“要素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以及“合作

与创新”等 方 面 对 提 升 酒 店 竞 争 力 具 有 重 要 意

义[38]。国外文献评估酒店竞争力多基于消费者网

络评论和打分数据,研究对象包括独立高端酒店和

品牌高端酒店[39-4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从国家或区域层面,基于

供给或消费的单方面视角,使用统计数据或问卷数

据探讨酒店竞争力。结合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探讨

城市内部酒店竞争力和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尚不多

见[23,27]。酒店竞争力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需要学界

深入研究其影响因素和机制,合理评价酒店竞争力。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合理评价高端酒店竞争力提

供了新思路,一方面,网络消费平台积累了大量消费

者评价数据,另一方面,城市兴趣点数据为探究高端

酒店周边环境提供了参考。通过对互联网数据的收

集和挖掘,能够有效解决酒店竞争力研究中数据获

取困难,时效性差的问题,对高端酒店竞争力的评价

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探究,能够帮助酒店了解其所

处的竞争地位和竞争状况,为酒店发展,城市规划等

提供重要依据。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互联网平台

消费者点评数据和城市兴趣点数据,从供给和需求

两个方面综合构建城市高端酒店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体系,并以成都市高端酒店为例,寻求有效评价城市

内部高端酒店竞争力的科学方法。同时,在酒店竞

争力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竞争力高端酒店的空

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对互联网数据的挖掘和应

用能够为合理评价酒店竞争力提供支撑,成都市主

城区各等级高端酒店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特征,市
中心内高竞争力高端酒店竞争激烈。

1 研究对象和数据基础

1.1 研究区域与对象

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对西部地区发展具有

重要带动作用,2019年全年实现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7012.65亿 元,第 三 产 业 占 成 都 GDP 总 量 的

6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4%[42],第三产

业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以成都市642家高端酒店作为研究对象。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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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携程网获取成都高端酒店(共779家)的名称、起
售价格和用户评价等其他信息。在携程网中,酒店

按照星级被分为“五星(钻)级”、“四星(钻)级”、“三
星(钻)级”和“二星(钻)级及以下”四个等级,携程网

认定的酒店星(钻)级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定的酒

店星级既有联系又存在一定区别。一般而言,如果

某酒店已经获得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星级评定,
则携程网的网页上直接显示该认定星级,若该酒店

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星级认定,携程网则会以携程用

户对酒店的评价为基础,综合考虑其它多方面的因

素,如酒店的设施设备情况、酒店服务水平、社会美

誉度、品牌知名度以及对客户的诚信等对酒店的

“钻”级进行认定。本研究的高端酒店指携程网认定

的四星(钻)级和五星(钻)级酒店,为了方便描述,将
这两类酒店统称为“高端酒店”。再通过百度坐标拾

取系统获得相应的经纬度坐标。
经过初步分析,删除779家酒店中缺乏相关评

价信息的6家酒店,将余下773家酒店的经纬度进

行投影纠正后添加至 ArcGIS软件,并与成都市行

政区划等空间信息进行叠加。发现大部分酒店都分

布在主城区,少部分高端酒店不在主城区内,考虑到

非主城区内的酒店选址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并且与

城区内酒店竞争较小,因此选定成都市主城区作为

核心研究区域。删除位于主城区之外的131家高端

酒店,并最终选定位于主城区内的642家高端酒店

作为研究对象,高端酒店具体分布见图1。

图1 研究区域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diagramforthespatial
structureofthestudyarea

 

1.2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互联网消费平台点评数据和

城市兴趣点数据。互联网消费平台点评数据通过

“八爪鱼”软件从携程网爬取,搜索目的地为“成都”,
采集包括起售价格、点评数量、客房数量和装修或开

业时间等在内的酒店信息数据以及包括位置评分、
设施评分、清洁度评分等在内的消费者评价数据,采
集时间为2021年1月8日,共获取四星(钻)级数据

656条,五星(钻)级数据123条。城市兴趣点数据

从百度地图API批量爬取,具体包括成都市主城区

金融机构、企业单位、商业住宅、科教设施、A级景

区、大型超市、品牌便利店等POI信息,爬取时间为

2021年1月9日至2021年1月10日。POI是指具

有地理标识的空间特征物,包含名称、类别、经纬度

等信息,是空间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性数据[43]。消费

者评价数据与城市兴趣点数据获取时间一致,区域

匹配,经过筛选、整理、坐标投影纠正之后能够满足

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需要,可以成为分析的数据

基础。

2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

在全面客观的评价酒店竞争力之前,首先需要

构建一套能够反映酒店各方面表现的竞争力评价指

标体系。已有研究表明,酒店竞争力受到酒店所处

的社会环境[27]、人口密度和结构[28]、经营成本[29]、
酒店自身的环境和质量管理[30]、酒店管理人员的领

导风格[32]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发现,结合

互联网数据的可获得性,从高端酒店供给和消费者

需求及体验角度出发,综合选取酒店因素、区位因

素、交通因素和顾客因素四方面因素作为一级指标。
选取起售价格、位置评分、设施评分等具有高端酒店

供给和消费者需求及体验代表性的20个因子作为

二级指标,具体的酒店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1.1 酒店因素

酒店本身的不同将造成竞争力大小的不同,酒
店的差异化经营对酒店的成功非常重要。消费者对

酒店价格较为敏感,不同的价格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不同,同时也是酒店自身定位和市场供求关系综合

影响下的结果。装修时间能够客观上反映出酒店设

施的新旧情况。客房数量则能反映出酒店的规模。
因此选定起售价格,装修时间,客房数量作为酒店因

素评价二级指标。

2.1.2 区位因素

高端酒店的消费者不仅对酒店内部环境具有较

高要求,对酒店外部环境同样十分看重。差旅型消

费者首选便是距离目的地较近的酒店,因此,酒店的

区位至关重要。1km内金融机构数量、1km内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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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数量、1km内商业住宅数量、1km内科教设

施数量四个二级指标能够反映出高端酒店消费者参

与商务、公务服务的便利性。此外,3km内有无 A
级景区、1km内大型超市数量、1km内品牌便利店

数量、1km内购物中心/商业街数量和1km内游览

场所数量五个二级指标能够反映出酒店所处位置的

商业,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和聚集状况,反映酒店所在

区位的商业环境和商圈氛围和消费者参与相关商业

活动的便利性。

2.1.3 交通因素

酒店的地理位置与交通对顾客满意度存在影

响[44]。地 铁 站 能 够 反 映 酒 店 的 市 内 交 通 便 捷

性[27],机场、高铁站,火车站等能够反映酒店的对外

交通便捷性[23]。因此选取1km 内有无地铁站和

3km内有无重要交通设施作为评价交通因素的二

级指标。

2.1.4 顾客因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

息差在不断的缩小。互联网上的评分对消费者决策

的影响越来越大。设施、服务、位置和清洁度评分能

够反映消费者对各个分项的满意度情况,综合评分

包括以上四项评分,大体上能够代表消费者整体满

意度。点评数量在能够反映出一家酒店的受欢迎程

度,数量越多表明该酒店人气越高。
表1 成都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indexsystemofChengduhigh-endhotelcompetitiveness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指标说明

X1酒店因素(0.0400)

X1-1起售价格(0.0011) 酒店的起始出售价格(负向)

X1-2装修时间(0.0003)
酒店最近一次装修时间,开业后未重新装修的则以

开业时间计(正向)

X1-3客房数量(0.0386) 酒店所拥有的客房数量(正向)

X2区位因素(0.7470)

X2-11km内金融机构数量(0.0904) 酒店1km缓冲区内金融机构的数量(正向)

X2-21km内企业单位数量(0.0812) 酒店1km缓冲区内企业单位的数量(正向)

X2-31km内商业住宅数量(0.0706) 酒店1km缓冲区内商业住宅的数量(正向)

X2-41km内科教设施数量(0.0768) 酒店1km缓冲区内科教设施的数量(正向)

X2-53km内有无A级景区(0.1292)
酒店3km范围内有无A级景区,有则5A=3,

4A=2,3A=1,无=0(正向)

X2-61km内大型超市数量(0.0494) 酒店1km缓冲区内大型超市的数量(正向)

X2-71km内品牌便利店数量(0.0578) 酒店1km缓冲区内品牌便利店的数量(正向)

X2-81km内购物中心/商业街数量

(0.1071)
酒店1km缓冲区内购物中心/商业街的数量(正向)

X2-91km内游览场所数量(0.0845) 酒店1km缓冲区内游览场所的数量(正向)

X3交通因素(0.0897)

X3-11km内有无地铁站(0.0585)
酒店1km缓冲区内有无地铁站,有=1,无=0

(正向)

X3-23km内有无重要交通设施

(0.0312)
酒店3km内有无重要交通设施,如机场、火车站和

高铁站等,有=1,无=0(正向)

X4顾客因素(0.1231)

X4-1酒店人气(0.0726) 酒店的有效总点评数(正向)

X4-2综合评分(0.0431) 酒店位置、清洁度、服务、设施的综合评分(正向)

X4-3位置评分(0.0018) 消费者对某酒店位置的评分(正向)

X4-4清洁度评分(0.0025) 消费者对某酒店清洁度的评分(正向)

X4-5服务评分(0.0027) 消费者对某酒店服务的评分(正向)

X4-6设施评分(0.0004) 消费者对某酒店设施的评分(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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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方法

首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便不同单位

之间的数值能够进行加总和运算。
正向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为:

Xij = xij -min(xij)
max(xij)-min(xij)

×100 (1)

负向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为:

Xij = max(xij)-xij

max(xij)-min(xij)
×100 (2)

式中:Xij 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项评价指标的标

准化数值;xij 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项评价指标

的原始数值;max(xij)和min(xij)分别为指标原始

数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得到无量纲化的标准化处理结果后,通过熵权

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

大小确定客观权重[45]。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主要

分为4步。
第一步,计算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数据的比

重pij :

pij= Xij

∑
n

i=1
Xij

,i=1,2,…,n;j=1,2,…,m

(3)
第二步,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值Ej:

Ej =-1/lnn∑
n

i=1
pijlnpij ,j=1,2,…,m (4)

第三步,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hj:

hj =1-Ej,j=1,2,…,m (5)
第四步,计算并得出各指标的最终权重ωj:

ωj = hj

∑
m

j=1
hj

,j=1,2,…,m (6)

计算后得到的各指标权重见表1。各酒店的竞

争力评价得分Yi 计算公式为:

Yi =∑
m

j=1
ωjXij (7)

2.3 研究方法

2.3.1 最近邻分析

最近邻指数(nearestneighborindex,NNI)能
够显示样本点在地理空间的分布状况。首先计算某

区域内每个点要素与其最近邻点要素之间的平均观

测距离,然后计算相同区域内点要素随机分布状态

时的期望平均距离,两者之比即为最近邻指数[46]。
计算公式为:

NNI=D0/DE (8)

式中:DE=0.5/ A/n,指样本点在地理空间中的

期望平均距离,D0 =∑
n

i=1
di/n,指样本点的实际观

测距离,n为样本点个数,A 为研究区域面积。
当NNI>1时,样本点在研究区域内趋于均匀

分布;当NNI=1时,样本点在研究区域内为随机

分布;当NNI<1时,样本点在研究区域内趋于聚

集分布。

2.3.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法属于空间平滑方法的一种,能够

将离散的点数据转化为连续的密度图,从而考察点

数据的空间分布趋势[47]。以成都市主城区酒店竞

争力 得 分 为 population 字 段,设 置 搜 索 半 径 为

1km,运行核密度分析工具,最终得到成都市主城

区高端酒店空间分布图。

2.3.3 冷热点分析

局域Getis-OrdGi*指数是测度观测值与邻近

环境要素之间是否有局域空间关联的统计量[48],能
够有效识别高值聚集区域和低值聚集区域。通过

ArcGIS软件,最终得到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冷热

点分布图。

3 结果分析

3.1 成都市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评价结果

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熵权法求取

权重的基础上,通过式(7)计算得到成都各高端酒店

的竞争力评分。结果显示,参与竞争力评价的642
家酒店的平均得分为26.836,最高得分为67.921,
最低得分为0.679,标准差为13.869。对酒店竞争

力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最终得到酒店竞

争力曲线,见图2。

图2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分布曲线

Fig.2 Distributioncurveofthecompetitivenessscoresof
high-endhotelsinChengdu’smainurbanarea

 

由图2可知,成都市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主要

以中低竞争力为主,40分为显著的阶段分界点,酒店竞

争力得分从最高分到最低分经历了急剧下降 平缓下

降的变化。大致以40分为界,约有102家酒店得分

落于急剧下降阶段,占总数的15.89%。酒店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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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分在40分之后平缓下降,直至最低得分,呈现

出明显的阶段下降趋势。其中,16家酒店的竞争力

得分高于60分(含60),占总数的2.5%;有86家酒

店的得分落于40(含40)~60分之间,占总数的

13.4%;共有310家酒店竞争力得分落于20(含20)

~40分之间,占总数的48.29%;得分在20分以下

的酒店共有231家,占总数的35.98%。总体而言,
高竞争力得分的酒店占比较小,说明成都市主城区

高端酒店竞争力结构还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高端

酒店的竞争力得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进一步分析一级指标的重要性,分别计算四

个一级指标的得分并进行可视化,其相应的堆积折

线图见图3。区位因素是酒店竞争力差异最大的影

响因素,区位因素得分越高,则酒店竞争力越强,区
位因素上得分越低,则酒店竞争力越弱。交通因素

对酒店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在所有因素中排名第二,
说明了区位和交通两类因素对酒店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性。此外,区位因素和交通因素相互关联,区位因

素得分较低的高端酒店,交通因素得分较高,交通因

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区位因素的不足,这是两

种因素出现互补性波动的主要原因。酒店因素和顾

客因素对酒店竞争力的影响较小,说明高端酒店在

服务上较难拉开差距,顾客对酒店的评分难以显示

高端酒店之间的差别。

图3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一级指标堆积折线图

Fig.3 Stackedlinechartforthefirst-levelindicatorsofthe
competitivenessofhigh-endhotelsinChengdu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成都市酒店竞争力的得分状

况,需要对总体得分进行分级。采用自然间断点法

对成都市酒店竞争力得分状况进行分级,自然间断

点法基于数据固有的自然分组,能够保证分组后,组
内差异最小,组间差异最大,能够较好地识别出数据

的分类情况。利用 ArcGIS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

法,将成都市高端酒店按竞争力得分由高到低划分

为四个等级,各等级得分范围见表2。

表2 成都市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等级

Tab.2 CompetitivenessscoresofChengdushigh-endhotels

酒店等级 酒店数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第一等级 46 47.611 67.921 57.289 5.066

第二等级 182 31.360 47.611 38.550 3.740

第三等级 197 18.384 31.360 24.668 3.409

第四等级 217 0.679 18.384 12.525 4.4765

3.2 成都市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特征

3.2.1 成都市高端酒店分布趋势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总体和各等级最近邻指

数计算结果见表3。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总体最

近邻指数为0.35,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各

等级高端酒店的最近邻指数结果在0.33至0.84之

间,说明各等级高端酒店在空间分布上依然呈现出

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四个等级中,第三等级最近

邻指数为0.33,集聚性最强;第一等级最近邻指数

为0.84,集聚性最弱,趋向于随机分布。

表3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最近邻指数计算结果

Tab.3 Calculationresultsofthenearestneighborindexofhigh-endhotelsinthemainurbanareaofChengdu

酒店等级 平均观测距离/m 预期平均距离/m 最近邻指数 Z得分 P 值

总体 393.514 1100.928 0.357 -31.149 0.000

第一等级 138.995 163.965 0.848 -1.976 0.000

第二等级 185.519 281.885 0.658 -6.952 0.000

第三等级 352.240 1059.964 0.332 -20.833 0.000

第四等级 802.384 1893.636 0.424 -16.24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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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成都市高端酒店分布格局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核密度分布

见图4。从图4(a)可知,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空

间分布整体上呈西北 东南走向,局部呈现出一定的

点状聚集现象。从行政区划来看,在成都市主城区

中、金牛区、锦江区、成华区、青羊区、武侯区为高竞

争力高端酒店的主要聚集区域。金牛区、成华区、青
羊区和锦江区四个行政地区的交界地带为高竞争力

高端酒店集聚中心,同时,武侯区也是次级集聚中

心。从集聚中心出发,温江区、郫都区、青白江区、龙
泉驿区和双流区都存在局部的高端酒店聚集区域。

图4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核密度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mapofnucleardensityofcompetitivenessscoreofhigh-endhotelsinChengduurbanarea
 

  从酒店竞争力得分空间分布来看,随着酒店竞

争力得分的降低,高端酒店从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

扩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具体而言,形成

了天府广场 春熙路片区和红牌楼广场片区两个竞

争力高值区域,同时沿着人民南路 天府大道形成了

高端酒店竞争力高值轴线。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等级的高端酒店之间在空间

分布上的特征和差异,使用核密度估计法分别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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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的酒店进行分析并可视化。具体结果分别见

图4(b)~ (e)所示。
由图4(b)可知,成都市主城区第一等级竞争力

高端酒店主要分布在一环线以内,重点位于金牛区、
青羊区、成华区、武侯区和锦江区的交界地区周围,
同时也包括天府广场商圈和春熙路商圈。该等级高

端酒店竞争力分值较高,数量较少,但依然呈现出明

显的集聚特征。
由图4(c)可知,成都市主城区第二等级竞争力

高端酒店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位于一环线中心

城区内。分布区域相比于第三、第四等级小,但联系

紧密。具体而言,主要分布在金牛区、青羊区、武侯

区、锦江区和成华区交界地带,春熙路商圈为高值聚

集中心区域,天府广场商圈和洗面桥街沿线为高值

聚集次级区域。
由图4(d)可知,成都市主城区第三等级竞争力

高端酒店上大都位于三环线内,新都区、温江区和龙

泉驿区存在点状聚集,郫都区和新白江区同为点状

聚集,且数量较少。天府广场商圈,春熙路商圈和华

科商圈为聚集高值区域,并呈现中心向四周扩散的

趋势。
由图4(e)可知,第四等级竞争力高端酒店呈现

出不均匀的点状分布状态,大致位于成都市二环和

三环沿线,并呈现出向城市边缘延伸的趋势。武侯

区东南方向天府大道北段及中段沿线出现聚集。温

江区、郫都区、金牛区、龙泉驿区有片状区域存在,青
白江区和新都区为点状分布,且数量较少。

3.2.3 成都市高端酒店空间分布冷热点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冷热点分析结果见图

5。冷热点分析能够识别有统计显著性的热点和冷

点的空间聚类,由图5可知,成都市高端酒店竞争力

分布呈“内热外冷”状况,热点区域表示成都市主城

区高竞争力高端酒店的集聚区域,主要集中在三环

线内,分布较为集中,表明高竞争力高端酒店在空间

分布上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冷点区域表示成都市

主城区低竞争力高端酒店的集聚区域,呈带状分散

分布,分布区域较广。冷点区域分布于热点区域外

围,冷热点区域之间过渡不明显。冷热点分析与核

密度估计结果一致,再一次验证成都市高端酒店呈

集聚式分布的特点。总体而言,成都市高端酒店呈

现出由城市中心向边缘沿交通道路圈层扩散的空间

分布趋势,高竞争力高端酒店主要聚集在城市中心

区域,低竞争力高端酒店主要聚集在城市中心外围

的商业较发达区域。这可能是高端酒店基于市场规

律和消费者选择的决策的结果。城市中心人口密

集,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住宿需求较大,酒店建设、
运营成本高,而消费者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
同时更加注重体验,因此高竞争力高端酒店集聚在

城市中心,通过高品质的服务和便利的周边环境支

撑高价格,满足不同细分市场需求。随着城市的发

展,城市中心外围出现新居民区和商圈,高端酒店建

设向新兴地区沿交通道路圈层扩散,出现低竞争力

高端酒店集聚区域。

图5 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冷热点分析图

Fig.5 Mapforcoldandhotspotsanalysisofhigh-end
hotelsinthemainurbanareaofChengdu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 论

互联网消费平台,即时电子地图导航以及其他

种类的网站和应用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同时

也为城市空间的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和最真实的数据来源。基于互联网消费平台点评数

据和城市POI构建了住宿业酒店竞争力的评价指

标体系,并以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为例,计算成都

市主城区各高端酒店的竞争力综合得分。综合采用

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和冷热点分析

对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

索,得到如下的结论。
第一,成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处于

中低水平,分布呈现出两阶段变化,第一阶段酒店竞

争力得分下降速度较快,第二阶段酒店竞争力得分

下降速度放缓。高竞争力得分的高端酒店较少,存
在超过半数的低竞争力得分高端酒店。从一级指标

来看,区位因素对酒店竞争力得分的贡献最大,同时

在竞争力得分中下降也最为明显,酒店因素、交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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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顾客因素总体上较为平缓。随着竞争力得分排

名的下降,酒店区位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减弱,酒店因

素、交通因素和顾客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第二,成都市高端酒店在空间分布方面呈现由

城市中心向边缘沿交通道路圈层扩散的空间分布规

律。从各等级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自然间断点法得

出的四个等级的高端酒店在空间上都呈现出集聚特

征,第一等级、第二等级高端酒店主要分布在城市中

心。第三等级高端酒店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第四

等级高端酒店围绕城市中心线状延伸。高竞争力高

端酒店主要集聚在城市中心内部,低竞争力高端酒

店围绕城市中心呈点状不均匀分布。

4.2 讨 论

本文通过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互联网数据对成

都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的竞争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进

行分析,是分析城市内部高端酒店竞争与发展的一

次有益尝试。数据方面,传统酒店竞争力评估体系

侧重于酒店自身的盈利数据、问卷数据和统计数据,
内容有限,时效性较差。本文通过互联网消费平台

数据和城市POI数据构建高端酒店评价体系,数据

更为全面,时效性更强。评价体系构建方面,本文从

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出发,分别选取相应的指标,能
够较为直观的反映高端酒店竞争力状况。空间特征

分析方面,在竞争力得分的基础上得出成都市高端

酒店的空间分布规律。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成都市高

端酒店竞争力状况和空间格局,也有助于推动高端

酒店与城市和谐发展。例如,随着成都市“多中心”
的发展,高竞争力高端酒店同样需要“多中心”布局

以满足市场需要。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互联

网消费平台数据更新速度快,酒店竞争力排名可能

出现滞后。用户大多为学习和接受能力较强的年轻

人,评价数据在全面性和可靠性上可能存在偏差,更
能反映年轻人的喜好。此外,高端酒店的服务更加

个性化,产品和体验更具特色。因此,如何使酒店竞

争力评价体系更加全面可靠,反映酒店差异化、个性

化发展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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