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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影响特征的点状定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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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点状定级因素沿道路网络进行最短路径衰减和沿道路垂直方向对街区内土地的辐射影响特

征。在建立道路网络 、计算网络结点间的最短路径距离 、划分网络街区块以建立街区土地与网络弧段拓扑关

系的基础上 ,按照因素作用域包含道路网络弧段 、道路网络弧段控制网络街区块的层次关系 , 将所有网络街区

块按其所属的因素进行合并得到作用域 ,通过逼近方法计算道路的作用半径 , 从而实现基于路径距离测度的

因素辐射影响分析。通过实例对圆 、直线 Voronoi 图 、路径距离 Voronoi图等三种模式确定的作用域 、作用半

径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对作用分和地价评估结果进行了偏差比较分析 ,验证了本文所述方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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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点状定级因素分析中 ,根据克勒斯特

勒“中心地理说”的圆结构
[ 1]
,按照均衡覆盖的原

则 ,利用公式 D = S/(n ×π)求取因素作用半

径D 。式中 , n 为具有同级功能的因素数量;S

为评估区的面积;因素设施与土地之间的距离 d

采用欧氏空间的直线距离 。传统分析方法存在以

下问题:①在城市空间中 ,因素辐射影响的盲区

和作用域重叠现象并存 ,导致作用半径 D 的确定

不合理;②因素沿空间直线衰减影响 ,不符合人

们按照时间和距离度量远近的思维习惯;③因素

辐射影响计算结果不符合土地价值的空间分布规

律。

对此 ,很多学者采用了中心位移-作用域分区

法[ 2] ,即将因素设施的辐射中心转移到桥头 、道

口等障碍物的连通点 ,将转移前后的两个中心的

作用域一起作为因素的作用域来处理障碍地物对

通达的阻隔影响 。该方法在距离的计算方面较采

用空间直线有了一定的改进 ,但是仍然忽略了道

路通达度各向异性的影响 ,并且障碍物的多样性

决定了不能用简单的枚举算法来进行分析处理。

2　点状定级因素的影响特征

从个体对设施服务需求的角度分析 ,出行的

交通需求选择可以分为 4个决策过程 ,即出行与

否 、出行目的地选择 、出行模式选择和出行路线选

择[ 3] 。因此 ,在同一出行模式的基础上 ,主要综

合考虑可供选择的因素设施能够提供的需求满足

度(功能分)和距离因子设施的远近 d 。

在多数情况下 ,真正的物资流动是沿网络最

短路径流动的[ 4] ,因此 ,如图 1所示的地块到因素

设施的距离可以分为三段来计算:因素设施到最

近道路上路点的距离 d 1 、地块到最近道路上路点

的距离 d 3以及因素设施和地块最近道路上路点

之间的最短路径距离 d 2 。因素辐射影响的计算

公式为:

f =F(1 -(d1 +d 2 +d3)/D)

式中 , f 为辐射影响因素对评价单元的作用分子;

F 为因素的功能分子。在 d1+d2段 ,作用分子进

行最短路径衰减 , d 3段在(d 1+d 2)段网络衰减的

基础上 ,作用分子沿道路垂直方向进行衰减 。由

于同类因素存在竞争关系 ,因素辐射影响的作用

分取值方式为同级因素取最大值 ,多级叠加 ,这也

是划分因素作用域并计算因素最大影响半径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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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因素分段距离和分段影响的特征

Fig.1　Segments Distance and Subsection Effect

要依据。

根据点状定级因素的空间影响特征 ,合理分析

点状定级因素对土地空间的影响应主要解决以下

几个问题:①影响距离的分段计算;②土地和因素

设施的最近道路确定;③最大影响半径 D 的计算。

3　影响分析的主要算法思路

构建由网络结点 、网络弧段和网络多边形构

成的多边形系统[ 5]是因素空间分析的基础。在

建立城市结点 、街道 、地块之间拓扑关系的基础

上 ,因素分析的主要思路为:①利用空间竞争
[ 1 ,5]

思想 ,将街区内的土地分别归属到最大引力道路

弧段 , 形成道路影响范围———街区块多边形;

②通过街区块多边形确定距离因素设施和街区

内土地的最近道路及上路点 ,并以此计算分段距

离 d1和 d 3;③通过道路网络计算两个上路点间

的最短路径 d 2;④应用逐步逼近法计算因素的

作用半径 D(D =max(d1 + d2 + d 3));⑤根据

作用半径和距离计算方法分析因素对城市所有土

地的影响 。

3.1　网络拓扑关系的建立

定义街道网络为无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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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分别建立网络结点与网络弧段 、网络弧段

与多边形间的拓扑关系。

3.2　网络结点最短路径的计算

最短路径的计算采用 Floyd 算法来实现 ,并

利用图的结点邻接矩阵表示赋值有向图 ,所有顶

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计算也是基于矩阵的 ,在进行

图的遍历以搜索最短路径时 ,以该矩阵为基础 ,不

断进行目标值的最小性判别 ,直到获得所有顶点

之间的最短路径数据 ,并将结果保存到网络结点

间的最短路径信息表中 ,如表 1所示。

3.3　道路的影响范围划分

弧段的街区块多边形定义为受该弧段的引力

表 1　所有网络结点间的最短路径信息表

Tab.1　Shortest Path Information of all Nodes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说明

S tart_Node C 始网结点 i

End_Node C 终网结点 j

Short_Dist D 最短距离 D i[ i , j]

Short_Path Memo 最短路径结点编号串

Pre_Node C 终网结点的前网结点 Pi[ i , j]

大于其他弧段的引力的点集 Bj ,其数学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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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1 ,2 , …, m}

式中 , f(H , R i)表示道路 R i对土地 H 的引力。

借鉴赖利的市场边界识别法[ 4] ,道路引力函数采

用牛顿重力模型 ,因此 ,网络街区块生成的过程实

际上转换为边界弧段按照引力模型对多边形进行

剖分的过程。多边形剖分算法多采用栅格化逼近

的方法 ,由于把栅格整体化处理 ,计算精度受栅格

大小的限制 ,追踪得到的边界线往往呈锯齿状 ,因

此 ,可以在栅格追踪的基础上 ,对栅格边采用函数

内插的方式获取引力平衡点来解决栅格整体化计

算存在的问题 。具体步骤如下 。

1)将多边形进行 4邻域栅格化离散;

2)计算每个栅格 4个顶点的道路引力 ,标记

每个顶点的最大引力对应的弧段;

3)对最大作用弧段不同的 2 个顶点的栅格

边进行函数内插计算 ,以此获取道路弧段在网络

多边形中竞争的分界点。

如图 2所示 , R 1 、R 2的功能分分别为 P1 、P 2;

A 到 R 1的垂直距离为 L 11 ,弧段 R 1对栅格顶点

A 的最大引力F11=GP 1/ L
2
11;B 到 R 2上的距离

为 L 22 ,弧段 R 2对 B 的最大引力F 22=GP2/ L
2
22 ,

其中 , G 为常数。

图 2　栅格边上平衡点内插示意

Fig.2　Inserting Balance Point in One Side of a Grid

由于栅格边 AB 的长度小 ,可以假设不会出现

R1、R2以外的第三条弧段参与边 AB 上点的引力竞

争 ,因此 , AB上一定存在一个 R1和 R2的引力平衡

点 C ,使得 F1C=F2C 。确定 C点的位置则需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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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AC 的长度。作 A 到 R 2的垂线 AA2 ,长度为

L22;B 到 R1的垂线 BB1 ,长度为 L21 ,近似地认为

A1B1 、A2B2为直线。设 C到 R1的距离为 CC1 ,相对

A 的距离增量为 Δd1= CC1-AA1;C到 R 2的距离

为 CC2 ,相对 B 的距离增量为 Δd2=CC2-BB2 ,则

C点受道路 R1的引力 F1C=GP1/(L11+Δd1)
2
和

R2的引力 F2C=GP2/(L22+Δd2)
2
相等 ,可以计算

得:AC=( P1×AB ×AA2 - P2×AA1×AB)/

( P2(BB1-AA1)+ P1(AA2-BB2))。根据 AC

及所在边的关系 ,计算 C点的坐标。

4)确定所有栅格边上的平衡点 ,并建立平衡

点与道路网络弧段的拓扑关系 。

5)对每条弧段的剖分平衡点进行追踪 ,生成

该弧段控制的网络街区块边界 ,并建立网络街区

块与弧段的关系 。

3.4　点状因素作用半径与作用域的确定

由于因素的最大作用半径 D 要根据作用域

来获取 ,而作用域的确定又必须用包含 D 的函数

来计算 ,因此 ,采用逐步逼近法来确定因素的作用

半径和作用域。算法流程如下 。

1)初始作用半径的确定 。建立因素设施点的

Voronoi图作为其作用域的范围 ,依次计算所有

Voronoi图中最大的分段距离 max(d1+d2+d3)作

为因素的初始作用半径 D′(d1 、d2 、d 3含义同前)。

2)作用域中网络弧段的确定。计算所有网络

弧段前后结点的因素作用分 ,并判断两端点最大作

用分对应的因素是否相同。若相同 ,则将弧段归属

于该因素作用域;若不相同 ,则根据因素作用函数内

插计算出该网络弧段上的区位平衡点 ,并将弧段分为

两段 ,分别归属于前后结点所在的作用域对应的因素。

3)作用半径逼近计算。根据多边形系统的

拓扑关系 ,计算所有因素设施作用域中的所有最

大分段距离 max(d1+d2+d 3),并作为当前的作

用半径最短路径 D1 。比较 D 1和 D′,假如 D 1-

D′ <ε(ε设定为 50m),则当前 D 1即为该级别所

有因素设施的作用半径;否则令 D′=D 1 ,返回到

步骤 2)继续计算 ,直到条件成立为止 。

　　4)将最大半径 D1状态对应的所有平衡点 ,沿

其垂直于网络弧段方向对该弧段控制的左右网络

街区块进行分割 ,分别归属于分割后的网络弧段。

5)将同一点状因子作用域中的网络弧段控

制的网络街区块进行合并 ,得到的多边形就形成

该因子的作用域 ,在此意义上的因素作用域就是

一种基于网络距离的 Voronoi图
[ 6]
。

4　试验结果与比较分析

对武汉市蔡甸区的 6个商服中心(见表 2)分

别按照传统方法的圆模式 、基于直线的 Voronoi

图模式和基于最短路径距离的 Voronoi图模式分

析因子的作用域 ,分别按照传统的直线衰减方法

和基于路径距离测度进行因素的作用分计算 ,并

分析两者之间的误差对城市地价评估的影响 。

表 2　商服中心情况表

Tab.2　Business Centers of Caidian Tow n

名称 级别 作用指数 功能分

蔡正街 1 100 35

中商 2 70 35

五层街 2 70 35

蝙蝠街 2 70 35

树藩大街 2 50 35

蔡甸大街 3 30 30

　　1)作用域与作用半径的比较。表 3是按照

图 3中的三种模式分别按照直线距离和最短路径

距离计算的作用半径。图 3(a)中圆模式确定的

作用域覆盖评估范围为 44.7%, 最不合理;

图 3(b)和图 3(c)模式确定的作用域覆盖评估范

围在数字上接近 ,但图 3(c)模式考虑了路径距离

确定因子作用域 ,因而最符合实际 。

表 3　三种因子作用域分析模式处理结果比较

Tab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ults by Three Modes

模式 直线/m 路径距离/m 覆盖比例/ %

圆模式 970 1 105 44.7

直线 Voronoi图模式 2 730 3 029 100

路径距离 Voronoi 图模式 2 569 3 029 100

图 3　三种模式的作用域图形结果比较

Fig.3　Comparison Betw een Effect A 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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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用分结果比较分析 。采用圆模式确定

的作用半径和采用直线距离进行辐射影响的衰

减 ,其结果为以点状因素设施为中心点的一系列

作用分值递减的同心圆 ,各因素作用分按照§2

中的取值原则叠加形成的等值线如图 4(a)所示;

采用路径距离 Voronoi图模式确定的作用半径 ,

按照路径距离进行辐射影响的衰减 ,各因素作用

分叠加结果形成的等值线如图 4(b)所示;图 4(c)

为两种方法的误差比较结果分布图 。

由图 4(b)可知 ,基于路径距离测度的分析结

果充分显示了道路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的骨架作

用;从图 4(c)可知 ,误差的分布中心主要集中在

街区中心 ,这正是传统方法忽略道路的各向异性

造成的结果。

图 4　两种模式的因素作用分等值线与误差等值线图

Fig.4　I soline Map o f Effect Value o f Tw o Modes and Error Effect Value Be tw een the Two Modes

　　3)对评估地价的影响 。土地定级是合理评

估土地的基础 ,土地估价采用土地定级因素作用

分与样本地价建立回归模型评估基准地价。

图 4(c)中的因素作用分误差区间为(0 , 49),商服

中心对基准地价的影响权重为 0.30 ,则总分值偏

差区间为(0 ,14.7);偏差最高点落在一级商业用

地内 ,按直线距离计算的一级商业用地总分值为

75.87 ,则按路径距离计算的作用分为 61.17 。将

它们分别代入商业用地地价模型:

地价 =130.31(1+0.019)作用总分值

得到的地价分别为 543元/m2和 412元/m2 ,即地

价偏差极值为 131元/m
2
。

点状定级因素影响的传统分析方法的不合理

不仅表现在作用半径 、作用域的划分和因素作用

分的计算上 ,而且还将对城市地价的评估结果产

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 ,基于路径距离测度点状定

级因素的分析比传统方法更合理。

5　结　语

随着空间分析理论的不断发展与 GIS 在城

市土地评估中的广泛应用 ,更为详尽的空间模型

和分析技术使得城市地理空间上微观区位分析模

型的研究成为必然。本文的研究克服了传统点状

定级因素分析方法中由于过程简化和参数获取不

合理对土地评估结果的影响 ,为传统宏观的土地

定级模式转为中观 、微观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并

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参　考　文　献

1　严泰来 , 朱德海 ,杨永侠.土地信息系统模型(一).中

国土地科学 , 1996 , 10(4):42 ～ 47

2　何建农 ,陈　为 , 林木好 ,等.城镇土地定级计算机辅助

系统.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7 , 25(2):1～ 5

3　陈述彭.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

社 , 2001

4　王　铮.理论经济地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02

5　毋河海.地图数据库系统.北京:测绘出版社 , 1991

6　欧阳南江.2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内部结构研究进展.

热带地理 , 1995 , 15(3):229～ 234

7　王新生.Voronoi图和非数值随机优化算法在城市与

区域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博士论文] .武汉:武汉大

学 , 2002

第一作者简介:祝国瑞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

地图分析与应用 、地理信息三维可视化和土地信息理论与技术。

E-mail:zhugr123@sohu.com

(下转第 751页)

739　第 8 期 祝国瑞等:基于影响特征的点状定级因素分析



Technical Methods for Encrypting and Hiding Digital

Watermark in GIS Spatial Data

J IA Peihong
1　MA Jinsong 1　SHI Zhaol iang2　XU Zhizhong

2

(1　Dept.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 Nanjing Universi ty , 22 Hankou Road , Nanjing 210093 , China)

(2　Jiangsu Provincial Survey Bureau , 75 West Beijing Road , Nanjing 210013 ,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technical method for hiding digital watermark in GIS spatial

data , which can identify the data producer and legal user' s identity , user' s using autho rity and

some other related info rmation , then compresses and encrypts the GIS data in order to track and

resist the illegal circulation and copy to pro tect the data producer' s legal right ef fectively.All of

the methods have been put into practice as a set of sof tw are and its feedback is pretty good.

Key words:GIS spat ial data;dig ital watermarking;information hiding

About the first author:JIA Peihong , engineer ,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GIS and cartography.

E-mail:jiapeihong@yahoo.com.cn

(责任编辑:　涓涓)

(上接第 739页)

Analysis on Point Grade Factors' Effect Based on Affecting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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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t ributing shapes of CBD , bus stops , hospitals and schools etc.are like points in

a w hole city .These factors are called point factors in land grading , which can at tract , centralize ,

transmit and exchange the f low s of people , capital , informat ion and w are etc.The corresponding

arithmetic and w orking f low s are designed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of radius , effect area and

effect value got by the route distance voronoi mode are proved to be reasonable.

Key words:land evaluating;effect area;ef fect radius;shortcut;Voronoi diag ram

About the first author:ZHU Guorui , professor , Ph.D supervisor.His major research orientations are 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 ion of map ,

v isualizat ion of geographic 3D informat ion, theories and technology of land informat ion system , etc.

E-mail:zhugr123@sohu.com

(责任编辑:　涓涓)

751　第 8 期 贾培宏等:GIS 空间数据水印信息隐藏与加密技术方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