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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竞争的城市道路影响域划分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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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道路网络多边形剖分的具体模型及算法 , 实现了城市道路影响域划分的自动化 、智能化 , 为城

市的交通状况评价及交通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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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系统构成了城市交通的基本骨架 ,

是影响和控制城市形式的最重要的因素
[ 1]
。城

市的交通状况 ,直接或间接对其他众多因子产生

影响。因此 ,分析交通状况不仅是城市交通规划

的基础 ,同时也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及城市发展

提供依据。随着空间分析理论的不断发展和 GIS

技术在城市土地利用 、交通规划中的广泛应用 ,研

究城市地理空间上微观区位分析模型成为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

1　缓冲区分析方法用于道路影响域
划分存在的问题

　　缓冲区分析是 GIS 空间分析的重要功能之

一 ,是对空间特性进行度量的一种重要方法 。通

常 ,道路影响范围的划分采用缓冲区的方法 , 即

在地理实体或空间物体周围建立一定距离的带状

区 ,用以识别这些物体对其周围的邻近性或影响

度。根据物体对周围空间作用性质的不同 ,分为

静态缓冲带分析和动态缓冲带分析两种类型 ,道

路的通达度随着离道路中心线的距离而衰减 ,一

般按指数曲线衰减[ 2] 。利用缓冲区分析方法确

定的道路影响域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 ,如

道路通达度最大影响距离确定不合理 ,不能真实

全面地反映出城市的道路影响范围 。

根据《城镇土地定级估价规程》和文献[ 2] ,道

路通达度最大影响距离为:

d0 = s/2 l (1)

图 1　道路通达度最大影响距离与城区面积的关系

Fig.1　Rela tion Between d 0 and s

式中 , d0为某 一等级道路的最大平均影响距离;

s为城区面积;l 为相应等级道路长度。道路通达

度的最大影响距离 d0与该类道路的级别标准和

总长度有关 ,一般而言 ,级别标准愈高 ,影响距离

愈大 。可见 , d 0的计算是按道路影响范围的均值

确定的 ,在城区范围内 ,道路的影响范围应该是整

个城区 ,而现实中城市街区形状并非严格的长方

形 ,由于街区块的不规则 ,就会出现以下问题 。

1)按 d0划分的道路影响区会出现空白区 ,

如图 2(a);

2)按 d0划分的道路影响区会与相邻道路影

响区重叠 ,如图 2(b);

3)交叉路口周围道路影响域划分不合理。

若有两条等级不同的道路 R 1 、R 2(见图 3),

路 R1等级高于 R 2 ,道路通达度随着离开道路中

心线迅速递减 ,适宜选择指数形式的分析模型。

按照缓冲区分析方法 ,在两条路的交叉口处 ,当路

R 1的通达度作用值沿路 R 2衰减为路 R2的通达

度作用值时 ,开始平分影响域 。因此 ,图 3中阴影

部分就会划入 R 1的影响范围 ,这显然不符合实际

第 29卷 第 6期

2004 年 6 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信 息 科 学 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Vol.29 No.6
June 2004

DOI :10.13203/j.whugis2004.06.013



图 2　按 d0 划分的道路影响范围

Fig .2　Af fected Area of the Road According to d0

情况 。事实上 ,路 R 2临街的出行必然会首先选择

路 R 2上路 ,可见 ,用缓冲区分析方法处理交叉路

口周围的道路影响域是不合理的。

图 3　缓冲区分析方法划分的道路影响

Fig.3　Affected A rea of Cross Road by Buffer

2　基于空间竞争的道路影响域划分
算法

2.1　空间竞争与几何剖分

土地科学研究的生态学派利用竞争 、优势 、侵

入 、演替等生态学的概念来刻画土地利用变化的

过程[ 3] 。在区位单位的经济地理行为中 ,空间竞

争是最普遍的行为 ,空间竞争不仅竞争市场域 ,而

且竞争供应域(supply area)或称资源域 。帕兰德

通过设计直线市场模型 ,采用等竞线 、等费用线 、

等送达价格线 、等距离线 、等时间线和等运费线等

概念来说明市场地域界限的划分
[ 4]
,将空间竞争

思想引入市场地域的划分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

这种类似引力作用的空间竞争现象叫作空间相互

作用 ,与电磁作用具有类似性 ,作用大小与距离有

关 ,并符合牛顿的引力模型。

人们的出行会选择最近便的道路上路 ,对道路

而言 ,表现为对人流、物流的吸引 ,即道路之间的客 、

货流量的竞争。引入空间竞争的思想 ,将道路对周

围街区影响的空间分析 ,抽象为道路网络多边形的

几何剖分的算法问题 ,并建立相应道路弧段与街区

块多边形的拓扑关系 ,根据道路等级 ,运用相应的引

力模型进行空间竞争分析 ,实现网络多边形的剖分。

弧段的街区块多边形则定义为受该弧段的引力大于

其他弧段的引力的点集 ,道路等级越高 ,对周围土地

影响的引力越大 ,影响范围也越大 ,符合实际情况。

对于图 3中所反映的不合理道路影响域划分方式 ,

可用图 4的划分方法代替。图4中 , α1、α2取决于道

路等级 ,等级越高 ,引力越大 , α值越大。

图 4　基于空间竞争的道路影响域划分

Fig.4　Affected Area of the Road by Spatial Competing

2.2　拓扑关系

将所有的道路交叉点 、不同等级道路的分界

点等特征点定义为网络结点;利用网络结点将道

路线自动打断生成网络弧段;将网络弧段包围形

成的街区定义为网络多边形。

2.3　网络多边形剖分

道路弧段所控制的网络街区块 ,按照道路等

级以空间竞争的方式对街区多边形进行剖分 。弧

段的街区块多边形则定义为受该弧段的引力大于

其他弧段的引力的点集 ,点集 B j描述为:

B j ={H |f(H , R i)> f(H , Rk);

k =1 ,2 , …, m } (2)

式中 , f(H , R i)、f(H , Rk)分别为道路 R i 、Rk 对

多边形内的点 H 的引力函数;H 表示网络多边

形内点;R i 、Rk 是组成网络多边形的道路弧段。

基于引力模型-距离函数度量的两两弧段对多

边形内部空间的分割处理 ,类似于线目标 Voronoi

图的算法。由于线段的复杂性 ,一般采用栅格化逼

近方法 ,但计算精度受栅格大小的限制[ 5] 。由于把

栅格整体化计算 ,追踪得到的边界线呈锯齿状 ,因

此 ,在栅格化逼近方法的基础上 ,将网络多边形网

格化离散 ,利用引力模型进一步对网格进行内插处

理 ,实现网络多边形剖分 ,具体步骤如下 。

2.3.1　网络多边形网格离散

如图 5(a),将网络多边形外接矩形划分为 m

×n 个尺寸为 nSize的矩形网格 ,网格的 4邻域索

引按照图 5(b)所示的西 、南 、东 、北顺序存放在数组

m_NeighborNo[ 6]中 ,便于邻域追踪 。将所有的网格

存入数组GRID_ARRAY m_GridArray 中 ,并标记多

边形外的网格目标 m_TypeOfGridRect =0 ,记为无

效网格。网格的 4顶点编码如图 5(c)所示。

2.3.2　引力计算

传统的引力模型中 ,按照街区块点集合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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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边形的外接矩形网格离散和邻域拓扑关系

Fig.5　Grid Scatter and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Near Regions

学定义 ,往往会造成街区块边界溢出网络多边形

的现象 。因此 ,借鉴赖利的市场边界识别法[ 6]将

引力模型改为:

F i x = G
P i

r
2
ix

F j x = G
P j

r
2
jx

(3)

式中 ,变量 P i 、Pj分别表示两条弧段所代表道路

等级的无量纲化值———功能分 ,值区间一般为(0 ,

100),道路等级越高 ,取值越大 ,计算的引力也越

大;G 为引力常数;r i x和 r jx分别表示多边形中某

一点到两条弧段的距离。

2.3.3　网格边的平衡点获取

为了保持剖分后街区块多边形边的平滑性 ,

根据顶点进行内插 ,获取网格边上道路引力平衡

点。平衡点存在与否 ,根据网格边两顶点受最大

引力对应弧段编号是否相同来确定 。如果 m_

NetLineNoOfVertex[ k ] =m_NetLineNoOfVertex

[ s] ,当 k =3 , s=0时 ,有 s=k +1 ,顶点 k 和 s连

线的边上存在平衡点 。因此网格边上的平衡点可

以在两顶点之间根据引力模型内插得到 。网格边

上的平衡点计算按照如下思路进行 。

1)根据网络多边形和网络弧段的拓扑关系

获取弧段对应道路的功能分;

2)循环每一网格 ,判定每条边上是否存在平

衡点 ,并通过 4邻域网格边的关系 ,获取公共边已

经计算的平衡点;

3)如果当前边平衡点尚未计算 ,则按照引力

模型进行内插求取网格边上的平衡点;

4)循环所有网格 ,确定所有网格边上的平

衡点 。

3　实例分析

3.1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的现状道路分析

基于上述思想 ,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的现

状道路进行了实例分析。分别运用了缓冲区分析

(图 6(a))、不考虑道路类型等级的空间等势剖分

(图 6(b))和考虑道路等级功能的空间竞争剖分

(图 6(c)),并对结果进行比较。

图 6　结果比较

Fig.6　Comparison Be tw een Results

从图 6可看出 ,缓冲区分析是以道路为中心

向两侧划出一等长距离 ,作为道路影响域 ,显然与

实际道路影响域有一定差异。不考虑道路等级类

型的空间等势竞争剖分与缓冲区分析相比较 ,划

分的道路影响域更详细。而考虑道路类型 、等级

的非等势竞争剖分的网络多边形作为道路影响

域 ,更加符合实际。从力学的角度 ,利用空间竞争

思想实现道路网络多边形的剖分 ,能够更加合理

地确定道路的影响域 ,且较传统的缓冲区方法表

达的道路影响控制范围更科学 、合理 ,在实践中是

可行的。

3.2　武汉市蔡甸区道路影响域划分

对武汉市蔡甸区进行了考虑道路类型 、级别

的非等势竞争网络多边形剖分 ,得到以道路为中

心的网络街区块(图 7)。该结果可以为城市道路

状况分析 、评价以及道路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

图 7　基于空间竞争的网络街区块

Fig.7　S treet Block from Plotted Net Po ly by Spatial

4　结　语

从力学的角度利用空间竞争思想实现道路网

络多边形的剖分 ,区别于以地理实体或空间物体

周围建立一定距离的带状区来识别这些物体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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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邻近性或影响度的缓冲区分析 ,能够更加合

理地确定道路的影响域 ,是对道路的空间特性进行

度量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街区

块面积大小 、街区块的最大进深 、平均进深等度量

指标来扩展道路网络的分析 ,克服道路长度 、路网

密度等指标描述的交通区域平均性和不确定性的

缺点 ,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交通道路规划和微观

的道路状况分析等提供新的思路和定量解决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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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deficiencies of t raditional buf fer applying to the affected area of the road ,

a method based on spatial competing is designed to plot net poly.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near

regions is established.According to the g rade of the road , we use the g ravi tation model to do

spat ial analysis and to plot net poly.Then w e plot the affected area of the road.S treet block from

plo tted net poly by buffer and by spat ial competing are compared.The result show s the method is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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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he t rend of spatial change.The broken regions are plo tted by the section' s curve line of the

isolines along the main road.The method w as applied to analyzing the change of land value from

2000 to 2003 in Wuhan.It helps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of t raditional quantity analy ses

model in land valu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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