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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犆犃模型进行城市空间增长动力的研究
———以武汉市主城空间增长过程分析为例

罗名海１

（１　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武汉市万松园路２０９号，４３００２２）

摘　要：提出了基于扩散生长的状态型ＣＡ模型、基于轴线生长的交通型ＣＡ模型和基于优势驱动的环境型

ＣＡ模型等三种ＣＡ模型，设定了包围填充、扩散生长、交通延伸、交通连接、交通吸引、优势生长等６种转换规

则。模拟结果表明，武汉市主城整体上呈现出“摊大饼”的发展态势，并且扩散到城市地区，近郊优势增长十分

明显，导致了大规模的郊区化，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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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关于城市空间增长动力的研究主要停

留在定性的层次上，难以进行定量化的比较。细胞

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属于分形模型的分

支，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立足于现实基础和客

观条件，根据简单的局部规则模拟复杂的动态系

统，为模拟城市演变过程和动力机制提供了一种新

的研究方法，也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１］。

１　犆犃模型构架

英国数学家康威于１９６０年代末提出了非常

经典的细胞自动机模型，包括４个标准特征：细胞

空间、细胞状态、细胞邻域和转换规则［２］。

ＣＡ模型的最大作用是学习、识别转换规则，

并运用这些规则进行演化模拟和预测。转化规则

对应于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因素，需要充分引入

城市规划的专业知识。

１）包围填充规则：周围被４个以上城市化单

元所包围，则该单元城市化，对应于插花地的填充

或两个轴线间的填充（见图１（ａ））。

２）扩散生长规则：一侧３个单元及另一侧１

个以上单元已城市化，则该单元城市化，对应于沿

建成区边缘向外扩散生长（见图１（ｂ））。

３）交通延伸规则：当道路穿过１个已城市化

单元时，在道路线路上与该单元相邻的２个单元

优先城市化，对应于以主城为基础、沿道路延伸的

轴线发展（见图１（ｃ））
［３］。

４）交通连接规则：当道路连接２个相隔一定

距离的已城市化单元时，在道路连线上，该两已城

市化单元之间未城市化单元优先城市化，对应于

两个组团以连接道路为轴线的对向靠拢发展

（见图１（ｄ））。

５）交通吸引规则：当道路经过１个已城市化

单元附近时，该单元与道路联系最近的１个单元优

先城市化。对应于以城镇、居民点为基础，向区域

性交通干道贴近、靠拢的侧向发展（见图１（ｅ））。

６）优势生长规则：当某一单元具有特别优势

因子时，即使其摩尔域内没有已城市化单元的诱

导，也能优先变为城市化单元［４］。因此，细胞的状

态由邻域城市细胞的状态、交通细胞的分布、邻域

环境的比较优势系数共同决定（见图１（ｆ））。

２　武汉市主城空间增长过程的模拟

武汉市建国５０多年的城市建设基本上遵循

着跳跃式发展、轴线推进、环状填充、圈层扩展等

４种增长方式。在建国初期，重点建设导向的跳

跃式增长之后，较长时间处于缓慢的自然增长时

期，沿主要道路等基础设施轴线推进生长，并在各

个轴线之间进行环状填充；９０年代，汉阳的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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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Ａ模型转换规则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ＣＡＭｏｄｅｌｓ

开发区、武昌的东湖开发区作为新的生长点迅速

增长和扩大，与主城间的联系道路成为新的生长

轴线，持续生长并加宽，同时，汉口的常青组团跨

越张公堤向外拓展，三镇分别获得了新的发展空

间，城市建设再次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２．１　１９４９年现状模拟

运用人工判读方法，将１９４９年城市建成区用

地的矢量图形模拟成栅格图形，单元５０％以上落

在建成区范围内的即认为是建设用地。

从模拟结果看，三镇基本是沿长江、汉水两岸

相对紧凑地平行延伸发展，之后，三镇相对独立发

展，在不同发展时期，主导因素不同，发展模式就

不同，适用的模型也不同。

２．２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空间增长模拟

“一五”、“二五”期间的发展特点是以跳跃式

发展为主，形成多个分散组团。汉口地区主要是

以旧城为依托，在解放大道沿线向两侧填充扩展

和向两端轴向延伸，形成堤角工业区和易家礅工

业区，总体上形成从解放大道到长江、汉水之间狭

长的带形空间。汉阳地区主要是在旧城与汉阳大

道、拦江堤间相对紧凑地填充发展。武昌地区一

方面从旧城出发，向东沿武珞路、民主路轴线推

进；另一方面，重点企业远离旧城进行建设，形成

相对分散的空间布局，特别是武钢及其配套生活

区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独立组团，与旧城之间

保持着广阔的农林空地和生态空间。

从ＣＡ模拟结果看，汉口以依托旧城的蔓延增

长为主，扩散生长单元占８０％，跳跃式增长和局部

轴向生长单元占２０％。汉阳与汉口情况相同，扩

散生长单元占８４．４％，飞地生长单元占１５．６％。武

昌由于国家“一五”重点工业项目、省直机关和高

等院校分散选址，导致空前的跳跃式飞地发展，并

完全抑制了以武昌旧城为基础的扩散生长，这种

情况已超出了ＣＡ模型的范围，只能用人工判读

方式将其作为现状转换过来（见图２（ａ））。

２．３　１９５７～１９８０年空间增长模拟

该时期的空间增长主要在前一时期跨越式发

展的基础上，依托主城和新的组团，沿已有和新修

道路两侧发展，中间留下大片空地，呈现“手指状”

的总体形态。

从ＣＡ模拟结果看，汉口以主城为基础，向外

蔓延扩散和轴线推进为主，扩散生长占３７．８％，

轴线生长占５１．７％，跳跃式生长占１０．４％。汉阳

以轴线生长为主，交通延伸生长占９４．５％，飞地

增长只占５．５％。武昌也以轴线生长为主，交通

延伸占８０．１％，扩散生长占１２．９％，跳跃式占

７．０％（见图２（ｂ））。

２．４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空间增长模拟

该时期，城市规划工作开始得到重视和加强，

城市建设以居住区建设为主，空间增长上除沿新

修建道路轴线推进发展外，开始转向在原有用地

周边蔓延和在前一时期伸出的发展轴之间进行填

充发展，城市形态的“指状”逐渐变粗，因过分填充

而演化趋向于饱满的“折扇状”。

从ＣＡ模拟结果看，汉口以填充发展为主，同

时形成３个局部增长轴，填充生长占５１．８％，扩

散生长占２２．０％，轴线生长占２２．４％。汉阳各种

增长方式中，填充生长占２５．７％，扩散生长占

２８．４％，轴线生长占３１．７％，飞地生长占１４．２％。

武昌整体形态呈现轴向变粗、组团靠拢的趋势，填

充生长占１７．７％，扩散生长占３７．６％，轴线生长占

２８．１％，飞地生长占１６．６％（见图２（ｃ））。

２．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空间增长模拟

该时期，城市空间增长上轴向推进仍在继续，

但力度开始减弱；跳跃式发展成为重点，形成汉口

常青组团、汉阳沌口组团、武昌关山组团３个大的

新发展区，突破了原有用地框架的束缚，在“一五”

分散式重点工业建设之后，维持了近３０年的用地

结构得到重大调整，为三镇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从ＣＡ模拟结果看，汉口以向北跨越张公堤的

轴向增长为主，轴线生长占５０．０％，填充生长占

１６．５％，扩散生长占２３．５％，飞地生长占１０．０％。

汉阳以南部沌口组团的飞地增长为主，飞地生长占

５５．５％，填充生长占１１．０％，扩散生长占２３．６％，

轴线生长占１０．０％。武昌以东部关山组团的扩散增

长为主，扩散生长占５１．１％，填充生长占３８．１％，轴

线生长占６．７％，飞地生长占４．１％（见图２（ｄ））。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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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武汉市主城空间增长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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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增长动力分析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武汉市空间增长动力主要来

自于国家计划的主导作用，“一五”、“二五”重大工

业项目以及省直机关、高等院校在武昌的分散布

局，推动着武昌用地的迅速蔓延，形成远离旧城的

多个分散的组团，而旧城发展受到了抑制；汉口、

汉阳则以依托旧城的扩散式生长为主。这一时期

的主导增长方式是一种反常规的机械增长，属于

政策驱动型增长，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１９５７～１９８０年主要以地方经济发展为主，增

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城市干道的修建，三镇空间增

长以轴线生长占绝对优势。这一时期的主导增长

方式属于典型的交通驱动型，新修道路推动着城

市建设大幅度向前推进，形成突出的生长轴线，而

两侧腹地缺乏相应的发展。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由于前一时期过分沿轴线延

伸，导致城市交通距离增长过快、运营成本上升和

经济效益下降，开始转向已有道路两侧腹地发展，

扩散生长和填充生长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一时期

的轴向生长力度开始减弱，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

已有城镇化组团的规模效应和扩张效应，综合经

济效益开始成为考虑的重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继续延续前一时期的增长模

式，在前一阶段伸出的生长轴间进行大规模的填

充发展。但出现了两个特殊情况，一是汉口的常

青组团跨越张公堤向东西湖发展；二是沌口经济

发展区的选址、批复和发展，形成两个飞地组团。

从ＣＡ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武汉市主城空间

增长动力从建国初期的国家计划主导到后来的地

方经济主导，从轴线延伸到环状填充，从依靠外力

推动逐渐走向依靠内在潜力为主的常规发展道路

（见表１、图３）。

表１　武汉市主城空间增长方式比例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Ｓｐａｃ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Ｗｕｈａｎ

比例／（％）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汉口 汉阳 武昌

１９５７～１９８０年

汉口 汉阳 武昌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

汉口 汉阳 武昌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汉口 汉阳 武昌

扩散生长 ８０ ８０．４ ３７．８ １２．９ ２２ ２８．４ ３７．６ ２３．５ ２３．６ ５１．１

轴向生长 １０ ５１．７ ９４．５ ８０．１ ２２．４ ３１．７ ２８．１ ５０ １０ ６．７

跳跃生长 １０ １５．６ １００ １０．４ ５．５ ７．０ ５１．８ １４．２ １６．６ １０ ５５．５ ４．１

填充生长 ２５．７ １７．７ １６．５ １１ ３８．１

２．７　模拟效果分析

２．７．１　合理性

ＣＡ模型综合反映了地域结构、基础设施和

空间景观三个基本方面的影响，利用局部规则的

判断，模拟城市空间增长过程和动力因素，结果基

本上是合理的。

３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１月

图３　武汉市主城空间增长比例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Ｕｒｂａ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Ｗｕｈａｎ

从地域结构环境看，包围填充、扩散生长规则

根据城市由于规模效应、依托已有城市蔓延生长

的原理，以邻域状态决定周边单元的城市化转变；

从基础设施环境看，交通延伸、交通连接、交通吸

引规则根据交通等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具有引导

作用的原理，以交通影响决定沿线单元的城市化

转变；从空间景观环境看，优势生长规则根据生态

资源、空间景观等环境优势对城市发展具有诱导、

增值作用的原理，以环境优势决定独立单元的优

先城市化转变。

２．７．２　误差性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的模拟误差较大，接近１０％；

２０００年的模拟误差开始降低，只有５％左右。究

其原因，除了时间跨度大、格网比较粗外，ＣＡ模

型的转换规则与实际土地征用模式的差别是重要

原因。

ＣＡ模拟的特点是渐次均匀地扩散，或沿交

通轴线“冲击波”式地滚动推进，是一个连续、不间

断的过程。而在当时土地资源相对比较富余而又

缺少用地规划的时期，单位征地往往以地形地貌、

行政界线、自然村界等划分，相对比较松散，用地

的连续性、紧凑性较差，界线很不规则，中间空隙

很大。随着土地资源的日趋紧缺，早先用地之间

的空隙逐渐被填实，呈现出更加紧凑的发展，ＣＡ

模拟的效果明显提高。

２．７．３　局限性

ＣＡ模型主要是基于自然增长规律的模拟，不

适用于因人为因素导致机械式增长的情况，而且大

幅度的机械增长会抑制同一地区的自然生长。

另外，这里ＣＡ模型的研究局限于城市空间

的外延式增长，只考虑到非城市化用地到城市化

用地的演化转变。但实际上城市建设用地的类型

很多，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用地类型的变化及其转

换条件，解决城市内部用地置换、旧城更新的内涵

式增长问题。

３　结　语

应用ＣＡ模型进行城市空间增长动力的研究，

可以根据区位现状、交通条件、环境优势等动力因

素设定转换规则，模拟城市空间增长的演变过程，

有助于定量地分析各种动力因素在城市空间增长

中发挥的作用大小，便于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研

究，深入认识城市空间增长的客观规律，总结历史

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指导未来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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