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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综合了几何和非几何属性的地理特征概念引入元胞自动机 ,构建了地理特征元胞自动机概念模型。

通过对深圳特区土地利用演化的实证研究表明 ,地理特征 CA 可以更真实地描述元胞地理信息 、局部空间关

系和演化规则 ,理论上是可行的;基于地理特征的城市土地利用演化 CA在城市规划中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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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真实有效地模拟地理过程 ,标准元胞

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 CA)必须扩展 ,有关研

究见文献[ 1 ～ 4] 。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 CA模

型的应用能力 ,但是这些扩展大都是基于几何特

性进行的 ,还不能真正完全地解决标准 CA 固有

的缺陷 。本文在经典地理过程分析理论的基础

上 ,探讨了 CA 的空间过程模拟机制和局限性本

质 ,将综合了几何和非几何属性的地理特征概念

引入 CA ,并以深圳特区土地利用演化作为实证

对象 ,尝试建立基于地理特征的元胞自动机概念

模型 。

1　CA的地理过程模拟机制及局限性

经典地理学关于地理系统过程的分析涉及到

地理空间 、地理梯度 、地理流和空间关系四个基本

概念[ 5] 。地理空间是识别和分析地理系统的基

本概念和单元 ,是地理系统的描述基础[ 6] 。地理

梯度是地理空间的非均质属性表达 ,是系统演化

的内在动力 、速率 、强度以及方向的基础 。地理流

是地理空间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 ,经典地理

学正是通过地理流来度量地理系统的行为特征和

规律 ,从而进行地理过程模拟和预测的
[ 5]
。空间

关系是认识地理系统各空间对象相互间联系的核

心概念 ,根据文献[ 7] ,空间关系可以是由空间物

体的几何特性引起的空间关系 ,也可以是由空间

物体的几何特性和非几何特性共同引起的空间关

系 ,还有一种是完全由空间物体的非几何属性所

导出的空间关系。

对比 CA与经典地理过程研究模型 ,模型表

达的实质均是空间 、梯度 、流和空间关系。CA 模

型通过元胞 、状态与元胞空间等概念实现了地理

空间的基本表达。元胞空间与基于几何定位的地

理空间概念有类似的意义 ,而元胞状态则是 CA

模型中惟一的地理变量。CA 模型通过邻居概念

实现了地理梯度的有效表达 ,邻居规则与地理梯

度的实质均是确定空间相互作用对象 ,其差别在

于邻居规则是基于几何特性的选择方式 ,而地理

梯度是基于几何和属性综合来选择作用对象。

CA模型通过元胞局部演化规则实现了地理流的

有效表达 ,元胞流的方向由邻居规则确定 ,流的强

度强烈地依附于元胞距离 ,这与空间相互作用模

型中的距离衰减极为相似。需要注意的是 ,与地

理流不同 ,元胞流的速度是均质的 ,不受元胞空间

定位的限制 ,只与元胞空间划分和时间演化段 T

有关系 ,而且元胞流的组合方式极为复杂 ,理论上

只要演化时间足够 ,元胞空间内任意两元胞之间

都有流存在 ,这与地理流受交通方式限制有很大

区别。CA 中的空间关系主要通过元胞构形表

达 ,构形隐含了几何和属性两种类型的空间关系 ,

从几何上描述了元胞在元胞空间中的绝对位置 、

元胞间的相对位置 、距离 、方向和拓扑关系 ,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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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描述了元胞状态的空间分布组合和空间目标

之间的属性相关 。

CA在地理系统模拟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其局

限性的实质是元胞地理特征表达不够 ,无法描述更

深层次的地理属性信息。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①地理空间单元描述的限制 ,无法描述更高空间

层次的位置 ,也无法描述属性意义上的其他地理位

置;②基于邻居概念的局部空间关系描述的限制 ,

基于纯几何特性来定义邻居不能真实地反映局部

的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关系;③元胞流介质均匀

的假设前提限制;④局部演化规则的局限性。

2　基于地理特征的元胞自动机概念
模型

2.1　地理空间单元描述

CA有效地模拟地理过程的前提是元胞对地

理空间的有效表达。这里提出元胞实体概念来描

述地理空间单元 ,定义如下:元胞空间 L 代表一

真实地理空间 G , G 空间是关于地理变量Z i的离

散空间 ,元胞 C 是该空间 G 的一个独立单元 ,那

么 C及其在C上的地理变量的综合体 μ(C , Z i)

称为元胞实体 。元胞实体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保

留标准 CA 中关于元胞特性的基本描述;二是扩

展元胞概念 ,引入元胞属性 ,依靠属性项来表达元

胞所对应地理实体的地理特征信息 。深圳市土地

利用演化模型中的元胞实体数据结构如下。

Public Type LanduseCell ' 土地元胞属性结构

　X As Long ' 行号

　Y As Long ' 列号

　Celltype As UseType ' 土地利用类型属性

　Star tUseYear As Long ' 时间属性

　T raffic As Long ' 交通属性

　FitBuild As Boo lean ' 是否适宜建设属性

End Type

Public Type UseType ' 土地利用类型

　UsetypeID As Long ' 类型代码

　Life As Long ' 规定该类型用地寿命

　Dscrp As String ＊20 ' 类型中文名字

　RuleA As Double ' 宏观影响函数参数 1

　RuleB As Double ' 宏观影响函数参数 2

　AffectX()As Double ' 影响其他类型用地

End Type

其中时间属性描述元胞作为该利用类型的时

间长短;交通属性为元胞的交通条件状况 ,是否适

宜建设属性为元胞的地质 、地形 、环保等地理特征

的综合值;土地利用类型属性是元胞状态 ,具有独

立的数据结构 ,含有用地寿命 、与其他类型关系等

信息以及人工调控等参数 。

2.2　基于几何和属性综合的邻居模型

基于地理特征的 CA采用的是基于属性和几

何综合的邻居关系描述模型 ,可以解决标准 CA

单纯基于几何方式选择邻居的局限性 。根据 CA

思想 ,理论上某个元胞的邻居应是在特定研究目

的下对其下一个状态有或有主要影响的元胞集

合 ,因此 ,基于几何规则选择的邻居空间内往往存

在真实和非真实两种类型的邻居元胞
[ 3 , 8 , 9]
。以

深圳市土地利用演化 CA 模型为例 ,邻居选择采

取如下步骤:①基于扩展的摩尔型方式(R =2)

确定基本邻居空间;②检索确定空间内所有邻居

的交通属性 ,在元胞实体属性表中 ,交通属性取值

定义为:0表示邻居空间内无交通线通过;1表示

中心元胞无交通线通过;2表示中心元胞有交通

线通过;③选择基本邻居空间内的交通属性值大

于等于 1的元胞为真实邻居。

2.3　引入属性控制的元胞局部演化规则

地理演化涉及很多控制因素 ,根据其与位置的

关系 ,可以分为宏观属性 、局部属性和微观属性。

宏观属性描述的是某项属性影响所有元胞的演化 ,

局部属性描述的是邻近空间内所有元胞的某属性

均参与元胞状态演化 ,微观属性描述的是中心元胞

某属性直接参与元胞状态演化。若记中心元胞 i

的宏观属性值为 P ,微观属性值为 Q(i),局部属性

值为 A
t
i;邻居元胞的局部属性值为 A

t
N , S

t+1
i 、S

t
i 分

别为元胞 i在 t+1和 t时刻的状态 。则考虑了地

理特征的 CA模型的局部演化规则 f 为:

f ∶S t+1
i =P ×Q(i)× f 1(A

t
i , S

t
i , S

t
N , A

t
N)

式中 , P 的取值根据实际情况作为模型参数调试

获得;Q(i)、A t
i 和 A

t
N 的取值根据元胞实体属性

表中的相应属性项取值或自动处理后获得。

3　实证研究

3.1　基于地理特征的城市土地利用演化 CA模型

城市土地利用演化的实质是人为干预下的城

市生态景观的自组织机制作用过程 ,其中 ,自组织

机制是城市土地利用演化的核心动力 ,地理环境是

演化基础 ,人为干预是调控机制。这里提出城市土

地利用演化的“生命机制”概念。与传统城市 CA

模型相比能更贴切地解释城市的自组织机制 ,最大

限度地保证各细胞“欲望”的满足。“欲望”定义为

城市生命细胞对适宜自身生存的邻近生命细胞类

型的偏好 ,类型包括居住 、商业 、工业 、仓储 、交通及

市政设施 、政府 、休憩 、农业 、水域 、未利用和特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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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种。各类型的细胞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性 ,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导致各“欲望”存在极

大差异。细胞“欲望”随着城市生命系统阶段的演

化而演化 ,反映了土地演化生态组织规律的变化。

“欲望”的取值规定为 0 、0.25 、0.5 、0.75或 1 ,分别

表示厌恶 、反感 、无所谓 、好感和炽爱等感情因素。

演化规则的核心是综合邻居空间内所有元胞的“欲

望” ,在与自身情况综合的基础上选择最受欢迎的

类型作为下一个时段的演化目标 。图 1是基于地

理特征的城市土地利用演化 CA模型元胞状态演

化的基本流程 ,其中 , S ti 是元胞 i 的当前状态;N t
i

是邻居的综合“欲望” ,体现了邻居元胞对中心细胞

i下一个状态为何种类型的综合考虑 。当元胞时

间属性介于两时间阈值之间时 ,其演化状态由邻居

“欲望”还是自身确定由概率计算 ,大于某阈值由邻

居“欲望”确定 ,小于某阈值则状态不变。

图 1　基于地理特征的城市土地利用演化 CA 模型的元胞状态演化基本流程

Fig.1　Basic Process of Cell State' s Evolvement in CA Model on Urban Land Use Based on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

3.2　数据处理与主要参数

深圳特区面积 395.81km2 ,按照每个栅格为

133.4m×133.4m的标准划分为 22 231个栅格。

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图形数据包括 1994年(演化基

期)和 2001年(模型评价时间)的特区建设用地分

布图 、1994年的交通现状图 、1978 ～ 2002年的特

区形态演化图 、建设用地适宜性图 、规划图等 。所

有地图经过矢量化 、统一配准和矢量转栅格后 ,输

入到城市土地利用演化 CA 模型系统中 ,自动建

立土地元胞实体数据库 。演化周期 T 的确定比

较复杂 ,经过大量的反复试验和对比之后 ,模型中

选择 T 值为 1a 。各“欲望”参数由专家打分获得。

特区发展使得土地演化的生态组织规律也在发生

变化 , 1994 ～ 2001年特区的职能是生产为主 ,今

后10 ～ 15a 特区的发展将更加注意城市生态环

境 ,这些土地演化生态组织规律的变化都体现在

“欲望”参数的变化上 ,见表 1。其中分子为现阶

段的“欲望”参数 ,分母为演化了的“欲望”参数。

表 1　各类型土地“欲望”参数演化表

Tab.1　Parameter Evolvement of All Types of Land' s Desire

适应性
各利用类型的中心土地元胞

住宅 工业 商业 政府 仓储 休憩 交通 农业 水域 未利用 特殊

各
利
用
类
型
邻
近
土
地
元
胞

住宅 1 0.25/ 0 0.25/ 0 0.5 0.25/ 0 1 0.75/ 0.25 0/ 0.75 1 0.5 0.25

工业 0.25/ 0 1 0.5/0.25 0.25 1 0.25/ 0.5 0.75 0 0 0 0.5

商业 0.75/ 0.25 0.5 1 1 0.5 0.25/ 0.75 1 0 0 0 0.25

政府 0.25 0.25 1 1 0.25 1 0.75 0 1 0 0.25

仓储 0.25/ 0 1 0.25 0.25 1 0.25/ 0.5 1 0 0 0 0.5

休憩 1 0.25/ 0 0.5/0 0.75 0.5/ 0 1 0.5 0.25 1 0.5 0.5

交通 0.5/ 0.25 1 1 1 1 0.25 1 0 0 0 0.25

农业 0.25/ 0.75 0.25 0 0 0.25 0.75 0.25 1 0 0.5 0.5

水域 0.75 0.25 0.5 0.5 0.25 1 0.25 1 1 0.5 0.5

未用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 1 0.5

特殊 0 0.25 0 0 0.25 0.5 0.5 0.5 0 0.5 1

3.3　模型评价及预测结果

　　模型评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看仿真结果和实

际数据以及专家估计是否一致。与实际数据对比

分为两个层面:①各类型用地栅格量仿真是否真

实;②具体某个位置单元的仿真类型是否真实。

表2中 2001年模拟误差是各用地类型栅格量的仿

真值与实际值的误差绝对值 ,总建设用地量误差为

1.5%,除了水域误差在10%以上外 ,其余误差均在

7.2%以内 ,11类用地类型平均误差为4.9%。见封

二彩图 1 ,系统自动统计的各单元土地利用类型仿

真误差率为 9.1%。另外 ,深圳2020年国土规划预

测的特区 2020年居住 、商业和工业的用地量(栅

格)分别为 3 123 、1 250和1 233 ,与仿真结果误差

很小。因此 ,模型的模拟效果基本可以接受。根据

模型运行结果 ,未来10 ～ 15a深圳特区内部土地演

化的基本趋势为:①商业和休憩用地在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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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比重增加 ,工业用地比重下降;②建设重心

有比较明显的西移的趋势 ,由罗湖向福田和南山延

伸;③未来的南山区居住和商业用地增加迅猛 ,盐

田区仓储和对外交通用地所占比重较高;④工业

用地在罗湖和盐田区下降很大 ,福田略有上升 ,而

南山区则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模型能基本上模拟

出特区土地利用的上述特征 ,原因有两点:一是诸

特征概念比较好地表达了土地单元的实质 ,其中建

设适宜性属性完全界定了土地可能的演化空间 ,时

间属性保证了土地利用的基本稳定性 ,交通属性表

达了各类型用地扩张的方西 ,规划属性控制了城市

空间演化的基本格局;二是基于生命机制的土地单

元状态演化规则有效地描述了城市土地利用演化

的自组织规律。

表 2　深圳特区用地演化仿真结果表(栅格个数/ %)

Tab.2　Emulation Data of Land Use Evo lvement Model of Shenzhen City

时　间 居住 商业 工业 仓储 交通 休憩 政府 特殊 农业 水域 未用 建设地

1994年基值 1 728 282 791 186 1 138 419 464 76 231 560 16 356 5 084

2001年实际值 2 089 944 913 222 1 720 833 641 131 210 692 13 836 7 493

2001年仿真值 2 022 995 968 215 1 779 888 595 140 212 617 13 800 7 602

2001年模拟误差/ % 3.2 5.4 6 3.2 3.4 6.6 7.2 6.9 1 10.8 0.3 1.5
2010年仿真值 2 464 1 117 1 033 294 2 187 1 280 749 85 197 720 12 105 9 209

2020年仿真值 2 908 1 205 1 137 292 2 284 1 656 824 94 204 691 10 936 10 400

4　结　语

标准 CA 的建模思想包含空间 、梯度 、流等概

念内涵 ,与经典地理过程分析理论有很大的相似

性。但由于标准 CA是一种更广泛抽象的空间模

型 ,其对地理特征的描述存在一定的局限 ,限制了

其模拟地理过程的能力。将地理特征引入 CA模

型 ,以一种更逻辑的方式来描述地理空间 、空间相

互作用对象和局部演化规则 ,是 CA 和地理过程

分析理论的一种尝试。实证研究表明:①地理特

征CA通过元胞实体概念可以详尽地描述空间单

元的地理信息 ,基于几何和非几何属性综合来选

择邻居 ,并将各类限制性属性在模型中进行有效

的表达 ,理论上是可行的;②深圳特区土地利用

演化 CA 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城市生态组织理论 ,

模型充分考虑了邻近土地单元对中心单元的演化

类型的影响力 ,以及城市生态组织规律的演化 ,通

过地理特征的 CA 思想对模型进行了有效的表

达 ,仿真结果基本可信 ,证明建立基于特征的城市

土地利用演化 CA 模型进行时空模拟与预测 ,对

于理解城市土地利用演化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指

导城市决策者的实际工作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

当然 ,基于地理特征的 CA 思想和基于生命机制

的城市土地利用演化模型还处于理论尝试阶段 ,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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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Driving Forces in Poor Mound Region

Based on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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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 zes the spatio-tempo ral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by using the dynamic

deg re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ultivated land center model.Then the driving forces are foun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 row th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dominical factors fo r the change of cult ivat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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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ar Automata Based on Geographic Feature

and Urban Land Use E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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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t tempts to bring the geographic feature concept including geometry and

non-geometry at tribute to the CA , and const ructs the concept model of CA based on geog raphic

feature , and makes a case study on land use evolvement of Shenzhen city.Two conclusions are

draw n:①CA based on geographic feature is feasible because i t can more truly describe geog raphic

information, local spatial relation and evolvement rule;② the CA model of urban land use

evolvement has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urban planning.

Key words:geog raphic feature;cellular automata;urban land use e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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