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等设施和组织。交通状况有外部交通
和内部交通两种，外部交通主要是衡量该

主题公园选址的
层次结构分析

依托地的可进入性，内部交通主要是依托
地内部的交通网络与主题公园区位选址的
影响。土地价格直接决定着主题公园的投
资成本和经营成本，在选择土地时价格因
素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另外还有土地
的面积等相关因素。劳动力成本是主题公
园选址过程中要加以考虑的问题，劳动力
成本将影响到主题公园的经营成本。

■

董观志 副教授
５１８０５３）

孟清超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广东深圳

自然因素。这里主要是指气候状况和
地理特征等。气候条件主要是指那些气候
季节差异较大，
影响主题公园的经营状况；

内容摘要：主题公园是一种投资大、风
险高的旅游投资项目，科学合理的选址
是主题公园投资成功的关键。本文将影
响主题公园选址因素分为市场因素、投
资环境、自然条件、文化因素４ 大类，在
４ 大类下面又分出了 １３ 个子因素，建立
了一个主题公园选址的层次结构，并将
层次分析法（Ａ Ｈ Ｐ）引入主题公园选址
决策，使得在研究方法上做到定性与定
量的相结合。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 选址 主题公园

主

场的
“质”
是由目标客源的消费能力和消费

地理特征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依托地的地

习惯决定的。市场竞争状况指在同一空间

貌、地形状况，这些因素将会影响到主题

区域内，
竞争对手的积聚程度和竞争状况。

公园的前期建设成本。

集聚经济指出多个竞争个体在一定空间上

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既

的集聚，
会提高整体的竞争力，
同时过分的

有的区域形象、社区居民的文化观念和地

集聚，
则会引起恶性的竞争。
因此主题公园

方政府的政策制度。

的选址过程中，既要考察依托地的竞争对

主题公园选址的 Ａ Ｈ Ｐ 方法

手的数量，
是不是具有集聚效应，
又要注意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是一种将定性分析

是不是竞争过于激烈，没有发展空间。

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

投资环境。主要是对投资依托地的软
硬件及其投资成本进行分析，考察是否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运筹学家萨提（Ｔ．Ｌ．

宜投资。投资环境主要包括以下指标：法

Ｓａａｔｙ）最初运用于服务领域。ＡＨＰ 解决主

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者多样化

律制度，基础设施，交通状况，区域经济

题公园选址问题时，大体分四个步骤：一

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

水平，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法律制

是建立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二是构造两

种具有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

度是投资的软环境，是进行投资的制度保

两比较判断矩阵；三是由判断矩阵计算被

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形态。１９５５ 年

障。基础设施主要是该依托地的通信、服

比较元素相对权重；四是通过综合计算各

７月迪斯尼乐园在美国加里福尼亚诞生，主

务、银行等基础设施以及与旅游业相关的

层因素相对重要性的组合权值，以此作为

题公园作为一种概念化的旅游形态很快被推

一些辅助服务设施，如餐饮、住宿、中介

评价和选择方案的依据。

广到了全世界。１９８９ 年 ９ 月深圳锦绣中华
主题公园选址 Ａ

建成开放，开创了我国主题公园的先河，启
动了国内主题公园的快速发展。
主题公园作
为一种大型旅游开发项目，
风险是客观存在
的，理性投资是规避风险的首要原则，而选

市场因素 Ｂ １

自然条件 Ｂ ３

投资环境 Ｂ ２

文化因素 Ｂ ４

址问题是主题公园理性投资的关键所在。
地方政府态度 Ｃ １３

社区居民态度 Ｃ １２

Ｃ８

Ｃ １０

Ｃ９

Ｃ７

Ｃ６

Ｃ３

区域旅游形象 Ｃ １１

气候状况

地理特征

劳动力成本

土地价格

Ｃ５

Ｃ４

区域经济水平

交通状况

基础设施

法律制度因素

Ｃ２

Ｃ１

因素、投资环境、自然条件、文化因素是

竞争市场状况

在假设主题公园的主题、
投资规模、
项
目内容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市场

客源市场状况

主题公园选址的影响因素

主题公园选址的关键影响因素。
市场因素。主要包括客源市场状况和
竞争市场状况两个方面。客源市场不仅要
有充足的“量”
，而且要有一定的“质”
。客

方案 Ｐ １

方案 Ｐ ２

方案 Ｐ ３

源市场的
“量”
是由主题公园所在地的常住
人口数量和流动人口数量决定的。客源市

图１

主题公园选址的指标体系
全国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 ７

９

Estate Observation

产业观察

重复进行随机判断矩阵特征值的计算之后，

因素单排序的权重值。

主题公园选址的层次结构
基于上述分析，运用 ＡＨＰ 法将系统所
包含的因素进行分组，建立主题公园选址

层次总排序

取算术平均数得到的。
为了检验判断矩阵是

层次总排序是指利用同一层次中所有

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需要将ＣＩ与平均随机

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 ４ 层，即目标层、

层次单排序的结果以及上层次所有元素的

评价指标层、指标因素层和方案层，具体

权重，来计算针对总目标而言，本层次所有

如图 １ 所示。

因素的权重值的过程。层次总排序需要从

构造判断矩阵
构造判断矩阵是 ＡＨＰ 最关键的步骤。
判断矩阵的形成是将人们的主观思维定量

当 ＣＲ＜０．１０ 时，一般认为判断矩阵的

子目标Ｓ，Ｓ属于第ｉ层中Ｋ个子目标的子目

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就需要对判断

标，这Ｋ个子目标的权重分别为ｗｉ１、ｗｉ２、
…、

矩阵进行调整。

ｖ２、
…、
ｖｋ，
则Ｓ的权重为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们区分信息

第三步是计算一致性比例 ：

上而下逐层顺序进行。假设，
第ｉ＋１层中，
有

ｗｉｋ，而Ｓ在这Ｋ个子目标下的，排序值为ｖ１、

化的过程，是分析问题的基础信息。

一致性指标ＲＩ 进行比较。常用的ＲＩ 如表１。

下面以主题公园选址的 Ｃ 层为例，对

等级的极限能力为 ７ ± ２，因此，在构造判

层次总排序一致性的检验方法与总排
序一样，也是由高向低逐层进行的。以Ａ—

。

Ｂ 矩阵为例，总排序的检验方法也按三个
步骤进行：

断矩阵时，本文采用美国运筹学家萨提提

总排序的求法给以讲解。假定 Ｂ１、Ｂ２、Ｂ３、

出的 ９ 标度法，由专家学者对选址的影响

Ｂ４ 总排序的结果分别为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则

因素，进行两两评估，按照两两比较的重

分别与 Ｂ １、Ｂ ２ 、Ｂ ３ 、Ｂ ４ 对应的因素 Ｃ

要性给予不同的分值。

Ｃ２、Ｃ３、……Ｃ１３ 的单排序的权重值分别为

目标的权重系数，ＣＩｉ为以Ｂｉ为上层结点优

ｃ１、ｃ２ 、ｃ３……ｃ １３，若因素 Ｃｊ 与 Ｂ ｉ 无关，

先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在主题公园选址中，目标层受到四个

１

、

首先，
计算

，
式中ＣＩ为层次

总排序的一致性指标，ｂｉ 表示 Ｂｉ 相对于总

其次，
计算

，
式中ＲＩ为层次

指标层的影响，而四个指标层又分别受到

如 Ｃ３ 与 Ｂ１ 就是无关的，则 Ｃ３ 项对于 Ｂ１ 的

各个指标因素层的影响，通过对上一层次

权重值就是 ０。则Ｃ层的总排序可以构成一

总排序的平均一致性指标，ＲＩｉ表示与ＣＩｉ相

某因素与本层次相关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

个矩阵。

对应的平均一致性指标。

同样道理，方案层 Ｐ１、Ｐ２、Ｐ３ 对于目

的比较和层次结构图，
可以构造判断矩阵。

标层 Ａ 的总排序，也可以按此方法求得。

目标层 Ａ（主题公园选址）和指标层Ｂ１

所谓的一致性检验，即判断矩阵求出

件）
、Ｂ４（文化因素）构成 Ａ — Ｂ 之间的判
断矩阵。
矩阵

的权系数是否合理。当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中：

的随机一致性比例。同样，当 ＣＲ＜０．１０ 时，
认为层次总排序的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一致性检验

（市场因素）
、Ｂ２（投资环境）
、Ｂ３（自然条

再者，计算ＣＲ＝ＣＩ／ＲＩ，即为层次总排序

按照此种方法，要对其他层的总排序
进行一致性检验。
在进行了上述一系列运算后，最终得

需满足如下关系时：

到了各方案相对于总目标的重要性排序，
根据矩阵的构建原理和方法，
对于指

我们说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此时

标层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 和它们分别对应的各

λ ｍ ａ ｘ＝ｎ，且除λｍａｘ 之外，其余特征根均为

并对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最终可以评选
出优先方案，得到理想的选址策略。

个指标因素 Ｃ１、Ｃ２、Ｃ３、……Ｃ１３ 之间，以

０。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上的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主题公园选址

及 Ｃ１ 、Ｃ ２、Ｃ ３、……Ｃ１３ 与方案层 Ｐ １ 、Ｐ ２ 、

多样性，
要求所有判断都具有完全的一致性

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各因素对主题公园

Ｐ３ 之间将分别构成判断矩阵。

是不可能的。为了防止违反常识的情况出

选址的重要性排序。
在具体应用时，
应当根

层次单排序

现，或者判断偏离一致性过大，我们要求一

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并提出具体方案。
在

所谓层次单排序是指根据判断矩阵计

定程度上的判断一致性，
即判断矩阵具有满

选择了具体方案之后，还应当继续排序和

算对于上一层某一因素而言，本层次与之

意的一致性，
因此对构成的判断矩阵需要进

一致性检验，
从而得出最终的方案。
相比而

有关因素的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它是本层

行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检验包括层次单排序

言，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简便、工作量较小、

次所有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次而言的重要性

的一致性检验和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消耗人力和物力较小的方法，而且能够将

一般分三步进行层次单排序的一致性

进行排序的基础。

检验：第一步是计算一致性指标的定义

层次单排序可以归结为求解判断矩阵

为：

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问题。以 Ａ — Ｂ 矩阵

。
显然，当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时，

为例，即对判断矩阵Ａ＝（ｂｉｊ）ｎ ×ｎ，计算满足
Ａ Ｗ ＝ λ ｍａｘ Ｗ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式中

ＣＩ＝０ 。而λ ｍ ａ ｘ－ｎ 越大，矩阵的一致性越

λ ｍａｘ 为 Ａ 的最大特征根，Ｗ 为对应于λ ｍａｘ

差。第二步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平

的正规化特征向量，
Ｗ的分量Ｗｉ即是相应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是多次（５００次以上）

表１
阶数
Ｒ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８ ０《商业时代·学术评论》２００６年２期

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集于一体，因而在主
题公园选址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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