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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海南省琼海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为例，对遗传算法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中的运用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构建出一套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并运用多目标的Ｐａｒｅｔｏ方法成功

地对模型进行了解算，为今后的土地利用规划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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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系统的结构优化就是按整体优化的

观点，以土地利用系统作为对象，以结构问题作为

出发点，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描述其要素之间的

联系和制约，是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核心内容。

目前，国内外土地利用结构供选方案编制方法有

土宜法、综合法和模型法。常用的优化数学模型

有线性规划模型、模糊线性规划模型、灰色线性规

划模型和多目标规划模型等。本文主要采用遗传

算法，运用结合目标值及其优先级偏好信息多目

标的Ｐａｒｅｔｏ方法来解算土地利用的优化结构。

１　基于遗传算法的土地利用结构优

化模型设计

　　目标、约束条件、运筹决策是存在于土地利用

结构优化整个过程的基本要素。土地利用优化模

型由变量、目标和约束条件构成，本文建立了一种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的多目标的

线性规划模型。

１．１　变量设置

变量设置应满足３个原则：① 土地利用类型

的设置要符合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规程》，但

同时应尽量反映研究区的实际；② 各变量在地域

上独立，不能重叠，并具有综合性与典型性，粗细

得当；③ 各变量的效益资料能够取得，以便于确

定各类用地的效益系数。

１．２　目标的选择

在目标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了经济效益目标

和生态效益目标（绿当量和土壤侵蚀量），而社会

效益主要通过其具体的指标来构建约束条件，进

而影响整个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的解算和其科学

性。模型的具体目标和约束条件如下。

１）经济效益为：

犅（犡）＝犅０＋∑
４

犻＝１

（犓犻·犠犻·犡犻） （１）

式中，犓犻表示各类用地效益系数，为一常数；犠犻

表示各类用地的相对权重；犡犻表示各类用地面积

（ｋｍ２）；犅０ 表示其他用地总经济效益。

２）绿当量为：

犣（犡）＝∑
３

犻＝１

（犣犻·犡犻） （２）

式中，犣犻为农用地的绿当量系数，其中林地的绿

当量系数一般为１；水面也有一定的绿当量，但较

少，而且很难计量，因此忽略不计。

３）土壤侵蚀量为：

犛（犡）＝∑
５

犻＝０
∑
５

犼＝０

（犈犻犼·犡犻犼）

犈犻犼 ＝０．２４犚犓犔犛犆犘 （３）

式中，犈表示平均土壤流失率；犚表示年平均降雨

量的侵蚀潜力系数；犓 表示土壤可侵蚀性系数；犔

表示坡长系数；犛表示坡度系数；犆表示作物和植

物覆盖系数；犘表示实际控制系数；犈犻犼表示各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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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各种不同平均土壤流失量；犡犻犼表示各类用地

中属于各种平均土壤流失量的土地面积。系数计算

比较复杂，其中犚、犆、犘系数可以从对应表中查取。

４）构建约束条件。主要包括面积总量约束、

土地利用现状约束、土地评价约束、社会效益指标

约束、地方政策约束、模型约束等。

２　实例研究

结合琼海市的基本土地利用情况，按照顺序

分别进行变量的设置、多目标的构造、约束条件的

选取和简化，构造出基本的多目标规划体系（规划

基期为２００２年，规划目标年为２０１０年）。

２．１　变量设置

这里讨论的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农用

地的调整，包括耕地、园地、林地、水面和未利用地

的调整；共设置了５个变量：犡１（耕地）、犡２（园

地）、犡３（林地）、犡４（其他水域）、犡５（未利用地）。

２．２　构造多目标的土地利用结构规划线性模型

１）经济效益。首先根据式（１）构成效益权重

集犠犻（犻＝１，２，３，４），可以求得犠犻＝（０．０７５３，

０．０８１６，０．０３８９，０．０５６２）；然后确定效益系数

犓 和价值向量犞犻（犓犻·犠犻），选用林地效益。根

据历年林地单产的资料，可构建如下的ＧＭ（１，１）

预测模型：

犡
（１）（犓＋１）＝５７５２２．１４ｅ

０．１２０３犓
－５２２８２．１４

　　根据此模型预测２０１０年平均每ｈｍ
２ 林地的

产出效益为４４６８６元／ｈｍ２，即犞３＝０．０３８９×犓

＝４４６８６，故犓＝１１４８７４０．３６，从而求得：

犞犻＝犓犻·犠犻＝ （８６５００．１５，９３７３７．２１，

　　４４６８６，６４５５９．２１）

同理，按照此方法可以得到其他建设的经济总效

益为１４６９６３５１５６元。

由以上数据可得琼海市经济效益的表达式：

犅（犡）＝８６５００．１５犡１＋９３７３７．２１犡２＋４４６８６犡３

＋６４５５９．２１犡４＋１４６９６３５１５６。

２）绿当量。根据表１所示，琼海市耕地多为

水田，有少量旱地，设定耕地绿当量犣１＝０．６０；琼

海市的园地中多为种植经济林，设定园地绿当量

犣２＝０．６０；林地的绿当量系数一般为１，但由于琼

海地处沿海，其林地主要为海防林，其绿当量系数

必须作一定的调整，本文设定海防林绿当量犣３＝

１．０５。

根据式（２），由以上设定可得绿当量表达式

为：

犣（犡）＝０．６０犡１＋０．７６犡２＋１．０５犡３

　　３）土壤侵蚀量。根据式（３），土壤可侵蚀性系

数、作物和植物覆盖系数、实际控制系数都可以从

对应表中查找，由不同地域、不同土壤、不同耕作

方式决定其对应值；年平均降雨量的侵蚀潜力系

数和坡长坡度的组合系数可以分别表示为：

犚＝∑
１２

犻＝１

１．７３５·ｅｘｐ（１．５·ｌｇ
犘犻
犘
－０．８１８８）

式中，犘犻表示每月降水量；犘表示全年降水量。

２．３　构建约束条件

选取全市土地面积总量、人口总量、上级下达

各项指标及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等作为约束条

件，包括１０个方面，１５个约束条件，合并后为１２

个约束条件，９个等式或不等式，约束目标年为

２０１０年。

１）土地总面积约束。各类用地面积之和应

等于土地总面积，即犡１＋犡２＋犡３＋犡４＋犡５＝犛总

－犛０＝１７１０３７．２９－１５３９１．２＝１５５６４６．０９。

２）人口总量约束。按照农村、城市平均人口

密度回归预测，全市土地承载人口不低于规划期

预测人口数量，即农用地和城镇用地承载的人口

应控制在２０１０年规划人口之内，即

犪２１∑犡犔＋犪２２∑犡犆 ≤犫２
式中，犪２１为农用地的平均人口预测密度；犪２２为城

镇用地的平均人口预测密度；犫２为市域规划总人

口；犡犔为农用地类型；犡犆为城镇用地类型。即

犪２１（犡１＋犡２＋犡３＋５０００）＋犪２２·３６００≤犫２。

３）农用地需求约束。按照口粮、种子粮、储

备粮等重点用粮基本自给，工业用粮、饲料用粮适

表１　耕地、园地和草地全年平均绿当量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ｆＧｒｅｅ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Ｇａｒｄｅｎａｎｄ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类型（基数） 东北温带 华北温暖带 东南西南热带亚热带

熟制 一年一熟 一年两熟 两年三熟 一年两熟 一年三熟

相对于全年满种的生长系数 ０．４６ ０．６７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８３

水田平均绿当量（０．７７） ０．３５ ０．５０ ０．３８ ０．５０ ０．６２

旱地平均绿当量（０．６８） ０．２９ ０．４２ ０．３２ ０．４２ ０．５２

园地平均绿当量（０．９１） ０．４２ ０．６１ ０．４６ ０．６１ ０．７６

自然草地平均绿当量（０．７６） ０．３５ ０．５１ ０．３８ ０．５１ ０．６３

牧草地平均绿当量（０．７３） ０．３４ ０．４９ ０．３７ ０．４９ ０．６１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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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解决、主要靠外调的标准，那么

犫３·犡１·犳狉·犳０ ≥犛犪·犘０

式中，犫３为粮食单产；犳狉为粮食系数；犳０为复种指

数；犛犪为人均用粮标准；犘０为人口数。

４）土地适宜性约束。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

结果，宜农一、二等地为４２３６２．４９ｈｍ２，宜林用地

为５７０４０．８１ｈｍ２，即

犡１ ≤４２３６２．４９，犡３ ≤５７０４０．８１

　　５）生态平衡约束。针对琼海市的实际情况，

林地面积不仅包括现状中的林地，同时也包括园

地中的园地经济林，因此根据上级下达指标，森林

覆盖率应大于５４％，即

犡２＋犡３ ≥１７１０３７．２９·０．５４＝９２３６０．１４

　　基本农田保护为：

狇（∑犡犽－∑犡′犽）≤ （１－狋２）·（犡１＋犡２）

式中，狇为换算系数；∑犡犽 为各类建设用地规划

面积；∑犡′犽为各类建设用地现状面积；狋２为农田

保护率。

６）控制约束。土地利用中，政策约束主要表

现为政府对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用地指标控制。

根据本市确定的用地指标，构成如下约束条件：

犡１＋犡２＋犡３＋犡４＋犡５ ≥１５５３８６．１９

　　７）供应能力的约束。根据琼海市土地适宜

性评价，适宜开发的未利用地为５６２８．９９ｈｍ２，而

未来的未利用地必定随着土地开发力度的加大而

适度减少。因此应满足：

１９６８．８５≤犡５ ≤７５９７．８４

　　８）建设用地情况约束。城市用地、建制镇用

地、独立工矿用地、旅游用地和交通用地面积一般

大于现状面积，其他水域一般保持不变。

９）其他水域犡４＝８４９６．１。

１０）模型要求约束：

犡犻≥０，犻＝１，２，…，５

２．４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整体模型

将所有的目标和约束条件归纳合并后，即得

整个模型。

１）人口预测。根据琼海市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１０

年的人口数据，采用宋健法计算得到琼海市２０１０

年人口总数为５３万人。根据琼海市城市化率可

以获得，农村人口密度为２４６人／ｋｍ２，城市人口

密度为１３７９人／ｋｍ２。

２）单产预测。单产预测同样有很多方法，本

文采用灰色模型，并依据各种因素的变化确定出

单产的范围。根据琼海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的粮食单

产数据：犅＝｛４２６０，４２００，４４４０，４６３５，４７７０，

４８７５，５０１０，４８６０，４９３５，４９８５｝，按照 ＧＭ（１，

１）建模方法，可计算出：犪＝（－１．０１５５１１１，

３８３９．８１９）Ｔ，则相应的 ＧＭ（１，１）模型为：ｄ狓
（１）／

ｄ狋－０．１５５１狓
（１）＝３８６９．８１９，相应的函数为：犡

（１）

（狋＋１）＝２８３７４７．０７６ｅ０．０１５５１１１狋－２４９４８７．０７６。

依据此模型，求得犅（２０１０）＝５９９８．１２。

同时取２００２年粮食单产水平为下限，则２０１０

年的粮食单产可取灰区间（４８６０，５９９８．１２），这样

设置灰区间可根据资金投入状况和粮食单产水平

的不同增长速度来选择规划方案。

３）其他参数的预测和获取。主要包括复种

水平、人均消费水平、粮食系数以及三大效益的基

本目标值。

２．５　应用遗传算法进行模型解算

１）染色体的确定与编码。整体模型有五类

用地，由于这五类用地的总量是一定的，水面的值

是固定的，未利用地也可直接获取，因此，只需要

设定搜索的个体耕地和林地数据。变量犡１、犡３

作为实数，可以视为遗传算法的表现型。从表现

型到基因型的映射称为编码。本文采用二进制编

码形式，将变量值代表的个体表示为一个｛０，１｝二

进制串。根据耕地和林地的可约束范围及精度，

设定其二进制长度均为２０位，总染色体长度为

４０位。

２）初始化。设置最大进化代数、初始群体数

量、交叉率、变异率，一个个体由串长为４０的随机

产生的二进制串组成染色体的基因码，可以产生

一定数目的个体组成种群，种群的大小就是指种

群中的个体数目。

３）个体评价。即计算适应度，首先进行解码

运算，将二进制染色体转换为十进制的实际用地

数量，然后分别获取经济效益、绿当量和土壤侵蚀

量的值，运用结合目标值及其优先级偏好信息的

Ｐａｒｅｔｏ方法的运算机制设定适应度函数，并计算

其适应度，获取最优个体。

４）选择运算。在遗传算法中，适应度函数的

值必须大于０，而且越大，说明该个体的取值越

好。因此，设定一种选择机制，将搜索到的个体进

行优胜劣汰，按照一定的概率剔除适应度较差的

个体，保留适应度较好的个体，并复制保留下来的

较好的个体，以保持种群数量的一致性。

５）交叉运算。从种群中随机选择个体，两两

组合，并在随机产生的二进制位上进行基因即一

个二进制位的交叉运算，以产生新的个体。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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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变异运算。从种群中随机选择出某个个

体，并在随机产生的二进制位上改变其基因取值，

以保证解空间内的完全搜索，避免收敛在解空间

的一个局部。

７）终止条件判断。本文直接设定遗传算法

的遗传代数，由于遗传算法较好的收敛性，按步骤

３）～６）不断进行循环，一般能够在设定的遗传代

数内收敛，则以进化过程中所得到的具有最大适

应度的个体作为最优解输出，终止计算。此时获

得的最优值即遗传算法求解的最终结果。要获得

不同的供选方案，只需根据投入和单产的改变来

影响效益的目标值，从而得到多个不同的供选方

案以供评价和确定。

２．６　系统的设计与运行

根据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解求的流程和算

法的选择以及模型的获取，可以设计出一种基于

遗传算法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编制系统，其

主要运行步骤如图１所示，主要分为５个界面和

６个主要步骤。

图１　系统主要设计步骤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Ｓｔｅｐｓ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３　结果分析与评价

３．１　结果精度分析

如表２所示的遗传算法的数据检验情况可

知，最大绝对误差为１．０２ｈｍ２，最大相对误差为

２．５６×１０－５，说明遗传算法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的过程中是非常精确和可靠的。

表２　遗传算法数据检验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数据 项目 期望值／ｈｍ２ 计算值／ｈｍ２绝对误差／ｈｍ２ 相对误差

１
耕地 ３９７８３．５２ ３９７８２．５０ １．０２ ２．５６×１０－５

林地 ５０３１６．３８ ５０３１５．７２ ０．６６ １．３１×１０－５

２
耕地 ３３３４７．７３ ３３３４７．９８ ０．２５ ７．５０×１０－６

林地 ５１２１８．６２ ５１２１８．７７ ０．１５ ２．９３×１０－６

３
耕地 ３６１３０．２１ ３６１３０．０３ ０．１８ ４．９８×１０－６

林地 ５０６５３．８６ ５０６５３．９８ ０．０８ １．５８×１０－６

３．２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的评价与确定

在构建多目标的线性规划模型中，存在着两

个可以调整的区间，即粮食单产区间（４８６０，

５９９８．１２）ｋｇ／ｈｍ
２、未利用地区间（１９６８．８５，

７５９７．８４）ｈｍ２。分别取上限、下限及中间值，应

用遗传算法可以求得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供选方案

如表３。

　　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对方案１～３进行分

析，选用以下决策分析模式：

犘犼（∑犡犻犼·犠狋）·（∑犢犽犼·犠犽）　 （犼＝１，２，３）

式中，犘犼为方案犼 优劣度判定系数；犡犻犼、犢犽犼分别

为相应方案的效益指标和可行性指标的归一化

值；犠犻和犠犽分别为效益指标和可行性指标的权

重，其值通过 ＡＨＰ法（专家打分）来确定。于是

求得犘１＝０．１０５３，犘２＝０．１１６０，犘３＝０．１０４７。

这表明常规投入协调发展方案２在三个方案中更

为理想。根据方案２确定三大目标的效益区间，

系统通过遗传算法自学和智能化特点，在约束条

件的范围内，自动调整三大目标值，寻找最优方

案，最终确定一个最优值，即方案的确定。其具体

实施过程为：在系统运行的第二步，设定自动调整

目标值的复选按钮为选中，再次运行遗传算法，即

可得到方案４（见表３）。这些指数在方案２的基

础上均有一定的提高，进一步证实了方案的优化，

故推荐方案４为琼海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最佳

方案。

４　结　语

１）采用遗传算法能够很好地解求土地利用

结构优化模型。

２）通过遗传算法可以通过控制获得一组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供决策者选择，增强了土地管理工

作者在数据和空间上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灵活

控制；同时可以只产生惟一最优解，也可以直接通

过调整约束条件自动地生成多个优化方案。

３）遗传算法直接以目标函数值作为搜索信

１９２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４月

表３　供选方案比较表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Ｄａｔａｆｏｒ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ｓ

项　目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方案４

单产／公斤／ｈｍ２ ５９９８．１２ ５４２９．０６ ４８６０．００ ５４４０．１３

耕地／ｈｍ２ ３２００３．２４ ３６１３０．０２ ３９９５１．８１ ３６１５２．７３

园地／ｈｍ２ ６１６５９．７７ ５５５８２．７７ ５０８７５．６９ ５５５６９．２２

林地／ｈｍ２ ５１５１８．１３ ５０６５３．８５ ４８７２４．６５ ５０６９９．４４

水域／ｈｍ２ ８４９６．１０ ８４９６．１０ ８４９６．１０ ８４９６．１０

未利用地／ｈｍ２ １９６８．８５ ４７８３．３５ ７５９７．８４ ４７２８．６０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１２８６８３７．５７ １２６１７０６．９９ １２４２０２２．９２ １２６１９７７．４６

人均国内生产值／元 ２４２７９．９５ ２３８０５．８１ ２３４３４．３９ ２３８１０．９０

农业总产值／万元 １１３９８７４．０５ １１１４７４４．５４ １０９５０５９．４０ １１１５０１３．９５

农林副渔产值比
１∶２．０８７∶

０．８３１∶０．１９８

１∶１．６６７∶

０．７２４∶０．１７５

１∶１．３７９∶

０．６３０∶０．１５８

１∶１．６６５∶

０．７２４∶０．１７５

粮食总产量／ｔ １９１９５．９３ １９６１５．２０ １９４１６．５８ １９６６７．９４

森林覆盖率 ０．６６ ０．６２ ０．５８ ０．６２

生态指数 １．９１０ １．８６２ １．８０９ １．８６２

息，把搜索范围集中到适应度较高的搜索空间中，

提高了搜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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