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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以Walk Score、CGT模型为测度，用Pearson相关系数、广义线性模型、广义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H市城

区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H市城区可步行性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可能以正相关作

用为主，可步行性越好，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可能越高。② 步行环境对于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和嫌疑人居

住地概率的影响可能均有空间异质性。在不同区域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的影响各

异。主要交通枢纽站及交通干道沿线区域步行环境较好，模型结果显示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也

较高。具有较健全的安保系统，且对人员出入进行控制的高级酒店、商厦、旅游景区等区域步行环境较好，模型

结果显示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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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现象在城市空间内的集聚会导致社会的

动荡，影响城市的发展。如何防止犯罪现象在城

市空间的发生是城市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

容。事实上犯罪现象具有典型的时空聚集性 [1]。

随着环境犯罪学和犯罪地理学发展，更多研究学

者开始关注城市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如何影响犯

罪个体以及犯罪发生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由此产

生丰富的理论成果，如 Jacobs的街道之眼[2]，Jeffery

的 CPTED 理论 [3]，Newman 的可防卫空间理论 [4]，

Cohen的日常活动理论[5]，Brantingham夫妇的犯罪

模式理论[1,6]。这类研究以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

式理论为主的犯罪者行为研究为前提假设，结合

CPTED理论与可防卫空间理论等为基础。这几个

理论重要共同点就是自然监视，这一概念最早是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到的街

道之眼：要求街道长度短，边界清晰，两侧需要有

大量商铺、餐馆等公共场所，这样可以增加街道活

力以及对街道的自然监视，让休闲居民关注异常

行为，遏制社区犯罪发生[2]。城市可步行性良好的

情况下，自然监视程度高，犯罪发生可能性会降

低，故步行环境应当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

国外研究者开始尝试研究步行环境对城市犯

罪影响[7]，目前不少研究将邻里环境安全性、步行

性与健康结合分析 [7,8]；Loukaitou-Sideris 评估邻

里环境安全性对体育活动（骑车或者步行）的影

响[9]。以上研究大多通过步行可达时间表征可步

行性，Gilderbloom 等人使用 Walk Score 表征步行

环境，在美国 170 个邻里单元研究中发现 Walk

Score对邻里住房估价、犯罪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产生积极影响[10]。尽管国内目前暂无步行环境对

城市犯罪影响的研究，但曾敏玲和郑文升等已通

过空间句法表征街道人流量与空间可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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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两抢一盗警情的关系[11,12]。总之，目前单纯研

究步行环境对于城市犯罪的影响较少，国外大多

数研究也都包含如健康等其他因素在内，中国语

境下的实证研究也处于空白。

对犯罪防控对策的实证研究以及城市犯罪与

城市空间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是热点，但在城市

环境与犯罪侦查辅助的研究却极少[13]。尽管很早

就有研究者意识到GIS空间统计和犯罪模式搜寻

可以缩小犯罪嫌疑人搜索范围[14]，20世纪 90年代

末以来犯罪防控研究向改变物质环境、减少犯罪

情境机会的方向发展，城市步行环境与犯罪侦查

方面研究较少。良好的步行性有可能为犯罪嫌

疑人脱逃提供便利，也有可能由于自然监视使得

他们逃跑路径选择稀少，这些也会影响他们居住

地选择[15,16]。所以，步行环境可能影响城市犯罪的

侦查。

性质接近的案件往往也具有相似的空间分

布，需要结合犯罪理论去挖掘背后机理，这对犯罪

防控与犯罪侦查都有指导意义。在综合这些研究

的基础上，作者想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步行环境对

城市犯罪的影响。抢劫、抢夺及盗窃（简称为“两

抢一盗”）作为城市犯罪中的高发犯罪类型，且与

流动人口关系密切，一直是犯罪地理研究的重

点。针对两抢一盗犯罪现象，作者在中国语境下

开展探究城市步行环境对其影响的相关研究。本

文旨在探讨：① 城市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

影响如何，是否符合西方语境下良好的城市步行

环境降低犯罪率的理论？② 城市步行环境对两

抢一盗警情的影响是否存在某些特征与规律？

1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综合前人研究，作者剖析步行环境对两抢一

盗警情可能存在两个维度影响，且以中国南方沿

海城市H市城区为例在微观城区尺度上进行实证

研究。其中两抢一盗警情数据来源于H市的公安

公众服务网，H市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南方沿海

城市，研究区主要是H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市辖区

部分，市辖区除几座与外部联通的桥梁外，四周环

海，研究区内部具备居住、商业、生产等多种城市

功能，可剔除研究区外的环境因素影响，研究区完

整独立。警情数据包括犯罪类型、犯罪地点和时

间。犯罪地点为描述性文字，通过百度地图API进

行地理编码得到具体经纬度，研究时间为 2013

年。研究区内共有 174件两抢一盗案件（图 1），其

中盗窃案件160件（92%），抢劫案件11件（6%），抢

夺案件3件（2%）。POI（Point of Interest，地图导航

兴趣点）与路网数据来源于 2013年电子导航地图

数据。

图1 研究区不同犯罪案件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rimes in study area

11..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的研究方法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对

步行环境和对两抢一盗警情的测度模型，另一个

则是研究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影响相互作用

的方法。测度模型主要包括包括Walk Score、空间

自相关检验、空间聚合，以及犯罪地理目标模型

（Criminal Geographically Targeting Model，下文简

称为 CGT 模型）。相互作用的方法则主要包括

Pearson相关系数，广义线性模型，广义地理加权回

归模型。

1） Walk Score（www.walkscore.com）是 在

2007年发起的一个大范围计算城市步行化程度的

美国开放网站，用于服务市民日常生活，已经在很

多研究当中被作为测度城市步行环境的较为准确

的方式，作者根据Walk Score计算法则，结合国内

学者已有研究，计算得到符合于研究区的空间格局

与居民出行行为的Walk Score（步行指数）[16~18]。将

研究区划分为500 m的网格区域，通过计算网格中

心点的步行指数作为网格的步行指数，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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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 3步：① 准备设施分类权重表；② 计算

设施距离衰减后的基础步行指数；③ 交叉口密度

街区长度衰减和归一化。设施分类权重表考察了

研究区内的主要设施类型，设施权重的距离衰减

规律采用区间函数，按距离区间划分，每个距离区

间内确定一个固定的衰减率。步行指数必须按照

交叉口密度与街区长度再乘以一定的衰减率。均

参照张婧远的研究构建[18]。

2）空间自相关检验与空间聚合。两抢一盗

警情案情发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是进行空间

统计分析的前提，这里选用专门针对二值化数据

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算法——Join Count 算法进行

检验[19]。做完空间自相关检验后，在前面步行指数

构建的网格基础上，定义网格的两抢一盗警情案

发次数为两抢一盗警情发生地点落在该网格中的

数量，从而实现将点数据空间聚合到网格上。

3）CGT模型。在犯罪地理画像领域，目前应

用最成熟的是 Rossmo 的 CGT 模型 [14]。这是一个

基于分段函数对犯罪活动距离的距离衰减曲线模

拟的模型。CGT模型的算法主要有：根据案件点

分布区域勾画地图边界、将矩形区域划分为格

网、计算格网点概率、生成连续的概率表面4步。

Pij = k∑
n

C

[Φ
d f +

( )1 -Φ Bg - f

( )2B - d f ],Φ ={1,d >B
0,d≤B （1）

式中，Pij 为地图上格点 (i, j) 0犯罪人居住的概率；

g、f 为经验常数（均取 1.2）；k 为放大系数（根据

不同心理缓冲区取值，当心理缓冲区选择标准距

离时，k 为 10；当心理缓冲区选择其他距离时，k
为 100）；B 为犯罪人“心理缓冲区”距离；d 为第 i
行第 j 个格网点到第 n 个犯罪地点距离之和；C 为

研究区内犯罪案件总数；Φ 为一个 d 的分段函数。

4） Pearson相关系数。Pearson相关系数是用

来探究两组不同数据是否在一条线上，可以衡量

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20]。

5）广义线性模型。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

ized Linear Model，下文简称为 GLM）最早是由

Nelder 和 Wedderburn在1972年提出的常见正态线

性模型的直接推广[21]，可以适用于连续数据和离散数

据。本研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两抢一盗警情案

发次数、犯罪嫌疑人居住概率与步行指数的关系。

6）广义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传统的线性回

归模型假定研究单元相互独立而且是均质化的，

地理学研究对象往往存在异质性，广义地理加权

回 归 模 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Generaliz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下文简称为 GWGLM 模

型）拓展了广义线性模型[22]，其回归系数 β 不再是

全局性的统一单值，而是随空间位置 i 变化的 β ，

从而可以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弹

性）随空间位置的变化，可很好研究具有异质性的

地理对象。

f ( )yl|ηl,φl = exp{[ylηl - b(ηl)]/a(φl) + c(yl,φl)},

η
i
=∑

l

β(ul,vl)xl = xt
l β(yl) （2）

式中， f ( )yl|ηl,φl 为 yl 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ηi 是

线性预测算子，与 y 的期望以连接函数 yl 相关；

a(φl) 为指数族密度函数；b(.)、c(.) 为两种函数形

式；xt
l 为第 l个点的walk Score的转置矩阵；β( )yl

为第 l 点的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或犯罪人居住

概率，符合指数分布，β(yl)的分布族选用正态分布

和泊松分布；xl 为第 l 点的 Walk Score；ul =(ul,vl)
为第 l 个样本点的空间坐标；β(ul,vl) 为连续函数

β(ul,vl)在 l 点的值。

22 结果分析

22..11 HH市城区步行环境分析市城区步行环境分析

将研究区根据Walk Score分级标准[23]划分为

不同等级的可步行性区域（图 2）。研究区南部有

一大部分山地，所以导致研究区步行指数有较多

为0的地方，这些区域无日常生活设施，人烟稀少，

也不存在任何街区，所以可步行性均为0。而研究

区的主要建成区区域的可步行性较为良好，步行

性较高区域是研究区的火车站、老城区以及机场

沿线的建成区。步行性一般区域则主要在步行性

较高区域的外围区域。步行指数在40以上的区域

在研究区呈现一个“人”字形分布。

22..22 HH市城区两抢一盗警情及犯罪地理画像的空市城区两抢一盗警情及犯罪地理画像的空

间分布特征间分布特征

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前，基于 Join Count算法计

算两抢一盗警情案件点的空间自相关性并进行空

间聚合。Join Count 算法和空间聚合的结果显示

（图3）。二值化数据0∶0和1∶1的计数均大于期望，

类型1∶0计数小于期望，说明两抢一盗警情案件点

呈空间聚集模式，不存在离散化趋势，且 Z 值显示

通过显著性检验，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可进

行下一步空间统计分析。

在CGT模型中，“心理缓冲区”距离 B 是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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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参数，该参数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出行

行为模式以及逃窜模式，对于模型的预测精度影

响较大。根据戴侃等的研究，犯罪案件点的空间

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犯罪人的出行情况，在无更

具体的犯罪嫌疑人信息的情况下，通过空间点群

距离优化算法来推断 B 值是可行的[24,25]。空间点

群距离优化算法的核心是通过犯罪案件点的空间

分布计算不同意义的距离来替代 B 值，本文研究

使用的距离包括平均最邻近距离一半（SNND，

394 m）、平均最邻近距离（NND，788 m）、平均最远

距离一半（SFND，10 276 m）、平均最远距离（FND，

7 864 m）、点间平均距离（IPD，7 772 m）以及质心

距离（CD, 5 303 m）。不同的距离代表着犯罪嫌疑

人不同的心理缓冲区，SNND和NND所代表的这类

犯罪嫌疑人通常在离家或落脚点394 m和788 m左

右进行犯罪，这类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缓冲区在

1 km 以内，极有可能属于惯犯，而 FND、IPD、CD

和SFND所代表的犯罪嫌疑人通常在离家或落脚

点5 ~10 km左右进行犯罪。这类犯罪嫌疑人的心

理缓冲区较大，可能代表着这类犯罪嫌疑人属于

a. 步行指数空间分布；b.可步行性

图2 城市步行环境

Fig.2 Walking environment in urban

图3 空间聚合结果（a）与空间自相关性（b）

Fig.3 The results of spatial aggregation(a)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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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犯罪或者是流窜作案。而CGT模型结果是一

个连续的概率网格表面，概率值越大，说明这个区

域是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或落脚地的概率越大。同

时也说明在这些概率高的区域实施搜捕成功可能

性就越大。CGT模型结果如图 4（自然间断点法）

所示，可看到 IPD和SFND的结果较为一致，居住

概率最大值达到 0.536，说明这类犯罪嫌疑人在那

个格网居住的可能性达到 53.6%，可以是重点搜

捕区域。而 NND 和 SNND 结果分布趋势有一定

相似程度，但是概率值差别较大，NND 居住概率

最大值能达到 0.928，而 SNND 的概率不超过

0.119，CD的结果呈现出一个同心圆的结构，以中

心向外辐射，概率值的最大值在 0.375 左右，FND

的结果中概率较高的区域则是零星分布，总体上

来说，高值区域普遍为研究区的火车站、老城区

以及机场沿线区域。

22..33 HH市城区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市城区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

从空间分布图发现，步行指数较高的区域、两

抢一盗案发次数较高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概率较

高的区域有较高的重叠性。为进一步探究三者的

相互作用，本文选用 Pearson 相关系数、GLM 与

GWGLM 进行分析（图 5、6，表 1）。Walk Score 与

两抢一盗案发次数、CGT模型多距离画像结果的

相关性均呈正相关关系，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Walk Score与NND，SNND的相关系数最高，分别

达到0.67和0.69，与CD、IPD、SFND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0.50、0.48和0.48，与两抢一盗案发次数，FND

的相关系数为 0.22和 0.20。两抢一盗案发次数的

概率分布符合泊松分布，居住人概率与步行指数

有一定线性关系，故GLM的指数分布族分别选择

泊松分布与正态分布。泊松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Walk Score的回归系数为 0.761，截距-1.387，且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 Walk Score 每增加 1 个单

位，两抢一盗案发次数均值会增加 2.14 次左右。

结果表明Walk Score对两抢一盗警情可能是正相

关的作用，步行环境越好，两抢一盗警情发生可能

性越大。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CD、IPD、

NND、SFND和SNND结果与Walk Score的线性关

系较为显著（回归方程 R2 较高，散点图线性趋势显

著），从这几个拟合模型来看，Walk Score每增加 1

个单位，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概率分别增加 0.1%到

0.5%不等。而FND结果与Walk Score线性关系较

图4 多种距离下的两抢一盗犯罪嫌疑人居住概率空间分布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 probability of suspects under the different d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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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相关系数矩阵可视化与散点图

Fig.5 The visualization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and scatter plot

图6 GWGLM回归系数空间变化

Fig.6 Spatial varia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GWG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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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结果表明Walk Score对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概

率可能也存在正相关作用，城市步行环境越好，犯

罪嫌疑人居住概率越高。传统的广义线性模型未

考虑到空间异质性的问题，使用全局回归模型无

法处理这个问题，本文选用考虑空间异质性的

GWLGM进行对比分析。

考虑空间异质性的 GWGLM 拟合结果显示，

地理加权泊松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Poisson Regression, 下文简称为 GWPR）的 AIC
（587.267）和异常值（475.938）均小于普通泊松回

归模型（658.632和654.610），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下文简称为

GWR）的 R2 和 Adjust R2 大幅提高，均提升 0.3 以

上。AIC则也有较大的降低。说明GWGLM能更

好地刻画Walk Score与两抢一盗案发次数，犯罪嫌

疑人居住概率之间的关系，Walk Score与两抢一盗

案发次数，犯罪嫌疑人居住概率之间的关系应当

存在空间异质性，不同区域Walk Score对两抢一盗

警情格局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影响存在差异。

GWGLM的 R2 和Adjust R2 均在 0.56以上，说明模

型的可信度较高。

GWPR 的回归系数数值变化较大，回归系数

范围为-1.412~4.794。其中回归系数小于0的区域

分布较少，大部分区域回归系数均大于0。从结果

看，大多数区域Walk Score对案发次数呈正相关作

用。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正相关作用最大区域

Walk Score 每增加 1 个单位，案发次数均值增加

120。在整个研究区部分，大部分区域Walk Score

越好，犯罪案发次数可能也越多。根据实地情况，

小部分负相关作用区域主要是该研究区的CBD、

客运码头与高级酒店、商厦与旅游景区，在这些区

域Walk Score越好，犯罪案发次数可能越少。回归

模型结果显示，负相关作用最大区域Walk Score每

增加1个单位，案发次数均值减少4。

GWR 回 归 系 数 的 数 值 变 化 较 小 ，变 化

在-0.004~0.001。回归系数的空间变化随不同心

理缓冲区距离变化而变化。与不同心理缓冲区距

离的结果呈负相关作用的区域空间分布较为一

致，从实地情况来看，这些区域主要是研究区的环

岛步行道、大学周边、新建海滨别墅区以及海滨景

点商圈。说明这些区域Walk Score越好，犯罪嫌疑

人居住概率可能越低。呈正相关作用区域空间分

布则显著受到道路影响，以研究区的客运码头、火

车站与机场沿线为主。

33 讨论与结论

33..11 讨论讨论

1）从本研究结果来看，H市城区步行环境对

于两抢一盗警情可能以正相关作用为主，与西方

语境下的理论相反。但是国外也有部分学者得到

类似结论[7,16]。作者从这个角度对Walk Score与犯

罪事件的关系进行剖析，Walk Score考虑设施的可

达性、交叉口密度、街区长度以及设施的多样性来

表征街道对人步行的吸引力，但其本身并不能完

全绝对表征城市可步行性。Walk Score 计算的 4

个要素里面，交叉口密度在曾敏玲的研究里已经

证明是对于两抢一盗警情有正相关的影响[25]。另

外一方面，设施多样性高也说明区域的土地利用

混合程度高，商业用地多，许多研究也已证明这两

个指标对于城市犯罪发生有正向影响[26,27]；可达性

良好本身就容易形成“犯罪场”[6,28]。综合来看，

Walk Score 计算所需的 4 个要素在很多研究都证

明与城市犯罪有可能是正相关作用，这与本研究

结果相符。

2）从结果来看，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两

个维度的影响都具有空间异质性。犯罪现象的空

间分异性和空间异质性的问题近年来受到的关注

越来越多[26,27,29]，本研究也涉及了这一方面。本文

研究步行环境对犯罪地理两个维度的影响（犯罪

预防和犯罪侦查），大部分区域步行环境对两抢一

盗警情案发次数和犯罪嫌疑人居住概率可能都是

正相关的作用，且步行环境对犯罪嫌疑人居住概

率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步行环境确实对犯罪

嫌疑人居住地选择可能有影响。步行环境对案发

次数与犯罪嫌疑人居住概率起正相关作用的区域

大部分是城市主要的交通枢纽站、交通干道及其

沿线商圈。步行环境对案发次数起负相关的区域

表表11 GWRGWR模型拟合结果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1 The fitting result of GWR

不同B值的回归模型

GWR-CD

GWR-IPD

GWR-NND

GWR-SFND

GWR-SNND

R2

0.676

0.687

0.784

0.684

0.801

Adjust R2

0.560

0.569

0.715

0.567

0.733

AIC

-1026.884

-754.535

-649.298

-731.593

-305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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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较强的自身防护能力。步行环境对犯罪嫌疑

人居住概率起负相关作用的区域是研究区中心城

区、客运码头、高级酒店、商厦与旅游景区。这一

结果与国内外一些研究结论一致，如文献[26,30]；

李卫红等人则在改进CGT模型的时候发现土地利

用复杂、人员复杂的区域更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的落脚点[31~34]。结合研究区特点，本文尝试着对其

进行解释：① 人流量过多造成自然监管缺失。城

市交通枢纽站以及交通干道沿线商圈本身就是研

究区大量人流聚集地，Doeksen认为过多或过少的

交通量都会增加犯罪发生的可能[35]，过少的交通量

缺乏自然监视，过多的交通量会阻碍道路两侧人

群社交。由于交通枢纽站和交通干道沿线商圈人

流量过大，造成了自然监视的困扰，阻碍休闲居民

与犯罪目标的社会交流。② 适宜犯罪嫌疑人的

居住地通常是外来人口较多、社会环境较为复杂

且交通便利的区域。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这种

交通枢纽站和交通干道沿线通常也聚集了大量的

外来人口，居住在这些区域一方面便于犯罪后逃

逸，另一方面这类区域的社会环境也较为复杂，能

更好地隐藏自己。③ 自身防护能力，研究区中心

城区、客运码头与高级酒店与商厦步行性较好，较

多的商铺设施除了提供自然监视之外，其自身的防

护能力也较高：政府部门位于中心城区；客运码头

作为游客聚集地，监管人员较多；高级酒店与商厦

则存在围墙这样的设施可以提供出入控制，这与

CPTED所要求的一致[3]。这些结果的引申可以为

犯罪防控与犯罪侦查提供参考。

33..22 结论结论

本文基于可防卫空间理论、CPTED理论、犯罪

地理画像与犯罪者研究理论，以中国南方沿海地

区H市城区为例，构建了对应的Walk Score测度步

行环境，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GLM、GWGLM分

析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

城市犯罪是兼具建成环境与社会属性的空间

问题，犯罪地理研究在不同的语境下有较大差

异。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西方语境下的结论与

中国语境下的结论并不一致。重视城市的步行环

境是 Jacobs对美国城市规划批判之后新城市主义

兴起的一大特色，而在大量的犯罪地理理论框架

里都能体现步行环境对于城市犯罪的影响，本文

从实证研究方面在城区微观尺度试图去剖析其对

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从目前的结果来看，H市城

区大部分区域内良好的步行环境并未对两抢一盗

警情案发次数有降低的作用。原因可能是 Walk

Score作为城市步行环境的测度仍存在一定局限，

但也有可能在中国语境下，步行环境对城市犯罪

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正相关。犯罪嫌疑人居住概率

与步行环境关系密切，这一结论可以为犯罪搜捕

提供参考。本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空间环境对犯罪

的影响，使用 2013年的两抢一盗警情数据与城市

步行环境数据进行分析。但时间对于犯罪的影响

也是存在的，当前的步行环境研究当中未有涉及

到时间方面的研究，时间对于步行环境、犯罪存在

怎样的时空耦合影响，这仍是未知的，这有待需要

通过多维情景分析、时空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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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21, Fujian,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Fujian, China; 4.Fujian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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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urban space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urban crimes. A greater walkability of city

can reduce the crime rate in many Criminal Geography theories. However, there is few empirical studies in

China. Previous studies on Criminal Geograph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urban environment in crime

prevention, and lack of attention to its auxiliary function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built a

multi-source spatial database by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CPTED, Defensible Space, Criminal Behavior and

Geographic Profiling. The municipal district of H city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was

taken as a case study area. The Walk Score and criminal geographic targeting model were applied for the mea-

surement.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generaliz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urban walking environment on robbery, snatch and

theft crime (R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lking environment probabl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ST

crime in H city, the greater walkability, the more RST. The effects of walking environment probably has spatial

heterogeneity features both on RST and the residence probability of suspects. There were different impacts of

walking environment on the RST and the residence probability of suspe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areas near

the major transportation hubs or along the main road have great walking environment. However, they probably

have more RST and higher residence probability of suspects than other places based on result of model. Al-

though the high-grade hotels,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have great walking environment,

there were low RST and the residence probability of suspects based on result of model due to the sound securi-

ty and personnel access control system.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for

robbery, snatch and theft crime.

Key wordsKey words: urban walking environment; robbery, snatch and theft crime; CPTED theory; Crimin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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