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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地理网络模型与ＧＩＳ技术，提出了顾及地理网络特征的城市消防站布局渐进优化方法，实现了

城市新建消防站的选址规划及城市消防站的整体布局优化。实例研究表明了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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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消防规划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要

意义，其中，消防站布局规划尤为重要，其内容包

括消防站的选址和消防站责任区的划分。由于中

国早期的城市建设大多对消防规划关注不够，消

防站选址、消防站责任区的划分大多仅依据经验

进行，再加上经济实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因此，

目前的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旧城区，均不同程

度地存在消防站布点稀、责任区面积过大、站址选

择较随意等问题，消防延时相当突出［１］。本文在

充分利用地理网络模型和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的

前提下，建立了城市消防站最优化布局的数据处

理算法，实例证明该方法是有效的。

１　消防站布局优化网络模型

１．１　消防站布局优化地理网络的几何描述

在ＧＩＳ网络分析中，将地理网络映射为一个

有向图。为了得到消防站的最优化布局，可将该

地理网络映射为犌＝（犞，犈，犇，犆，犠犲），其中，犌

为有向赋权图；犞 表示网络上的所有结点，是道路

的端点；犈表示网络上的所有弧段的集合，是消防

车行驶的道路；犇 表示网络上所有消防需求点的

集合，消防需求点是消防行车的终点，若网络上所

有结点都有消防需求，则犇 与犞 相等；犆表示网

络上的所有中心，即已有消防站站址和候选消防

站站址，是消防行车的起点；犠犲是弧段的权值，即

消防车在该道路上行驶时所耗费的时间。消防站

布局优化就是要从犆中选出最佳子集，在规定时间

内沿时间最短路径满足犇中所有结点的需求，同

时确定该子集中每个中心服务于犇中哪些结点。

１．２　消防站布局优化地理网络的概念描述

消防站布局优化地理网络模型的主要元素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消防站布局优化地理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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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网络弧段表示城区内各级道路，其属性

信息为弧段双向权值，即消防车消防出动时在该

道路上的双方向的行驶时间［２］。网络结点表示道

路的端点。站点是网络上所有消防需求点，是消

防站服务的对象。中心是消防站所在地，包括城

市已有消防站及规划新建消防站候选点。中心的

属性有资源容量、障碍限度和可选性质三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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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消防情况，本模型中中心无容量限制，其障

碍限度为中心最大服务范围，设为５ｍｉｎ；如果城

区内已建若干消防站，则将已建消防站所在结点

设为必选中心，将规划新建消防站候选点设为可

选中心。拐角是消防车在道路交叉口的转弯，其

主要属性是拐角的阻碍强度，即转弯处车辆的滞

流时间。根据消防规定，消防车在消防出动时不

受红绿灯影响，因此一般拐角的阻碍强度为０，但

在城市交通严重阻塞的路口，应根据实际阻滞情

况设置拐角阻碍强度。

２　消防站布局优化方法

２．１　数学模型

假设研究区域内有狀个需求点，狇个已知供

应点（狇≥０），犿 个候选供应点，犽个约束点，每个

供应点的最大服务时间为狋０。现要从犿 个候选

点中选出狆个供应点（狆值未定）满足需求，要求

在狆值最小的情况下，所有供应点的服务能够覆

盖到区域内的所有需求点，每个需求点犻由离其

最近的供应点犼按最短时间路径提供服务，供应

点犼与犽个约束点之间的距离不能小于犱０，每个

供应点犼的责任区为以其为中心按时间最短路径

服务时间不超过狋０的所有需求点的集合，则有：

目标函数：ｍｉｎ（狆），犛（犼）＝｛犻，狋（犻，犼）≤狋０，狋犻犼

＝ｍｉｎ｝

约束条件：∑
犿

犼＝１

犳犻犼 ＝１，犻＝１，…，狀

∑
犿

犼＝１
∏
狀

犻＝１

犳犻（ ）犼 ＝狆，狆≤犿≤狀

０＜狋犻犼 ≤狋０，犱犼犽 ≥犱０

式中，狋犻犼为供应点犼至需求点犻的最短行驶时间；

犱犼犽为供应点犼至约束点犽的欧氏距离；犳犻犼为供应

点犼对需求点犻提供服务的系数，如果需求点犻受

供应点犼的服务，则犳犻犼的值为１，否则为０。

２．２　算法思想及流程

城市消防站布局优化流程框图如图２所示。

１）建立城市消防站布局优化的地理网络，依

据地理网络计算出各点对之间的最短服务时间，

建立最短服务时间矩阵犜犻犼，并确定各点对之间的

最短时间路径；

２）对已建消防站的负荷状况进行评价，即根

据已建消防站按最大服务时间狋０建立责任区，若

已覆盖全区，则消防站设施满足需求，算法结束；

否则转入下一步；

３）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用渐进法确定新建消防

图２　城市消防站布局优化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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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数量狆初始值（狆值可稍偏大），同时确定初始

新建消防站位置及其责任区范围；

４）对（狇＋狆）个责任区，依据地理网络，求解

其中心点并重新划分责任区；

５）若责任区不能覆盖全区，用迭代法修正站

址，直至可覆盖全区；否则转入下一步；

６）渐进逼近狆值，即逐渐减少狆值，重复以

上步骤，直至狆值若再减小，其责任区便不能覆

盖全区，得到的狆值即为规划新建消防站数量的

初步解算结果；

７）对得到的狆个消防站址，用约束条件犱犼犽

≥犱０（消防站站址与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和场所

的距离不应小于５０ｍ）检验，若满足，即为最终结

果；若不满足，则修正不满足条件的站址；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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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最后得到的站址及相应责任区的划分即

为优化的消防站布局，同时可得到各消防站至其

需求点的最短时间路径，并加以记录。

２．３　关键技术的处理

１）新建消防站数量狆的初始值的确定

初始狆值可用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渐进法确

定。对已建消防站建立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各消防站

犼的泰森多边形为犞（犼）＝｛狓，犱（狓，犼）≤犱（狓，狀），

犻，狀＝１，…，狇；狀≠犼｝，犱（狓，犼）为两点之间的直线距

离。计算出各消防站责任区的最长服务时间狋ｍａｘ

（犼）＝犱ｍａｘ（犼）／（犽狏），犱ｍａｘ是各消防站至其泰森多

边形边界的最远距离；犽为泰森多边形内道路曲

度系数；狏为泰森多边形内消防车的平均行车速

度。依据各消防站泰森多边形的狋ｍａｘ，增建若干

消防站，对所有消防站重新建立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计算

狋ｍａｘ，这样渐进式增建消防站，直至狋ｍａｘ≤狋０，狆的

初始值可稍偏大。最后得到的狆值即为新建消

防站数量的初始值，依据其建立的泰森多边形即

为消防站初始责任区的划分。

２）消防站站址修正

本优化方法选取消防站边界距小学、医院、幼

儿园、托儿所、影剧院、集市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建

筑和场所的距离不应小于５０ｍ作为消防站站址

的修正条件。依据相关规定，该５０ｍ为欧氏距

离，因此，可以利用ＧＩＳ软件中的缓冲区分析和

叠置分析修正消防站站址。首先建立上述公共建

筑及场所的点图层（取其中心定位点），对该图层

内的所有点按５０ｍ 缓冲区距离建立缓冲区图

层，将该缓冲区图层与地理网络图层视觉叠合显

示，如果某点缓冲区内有新建消防站，则取该消防

站附近不在缓冲区内的某点作为替代站址，满足

选址要求。

３　实例与讨论

３．１　实验数据的准备

按上述方法，基于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中国某城

市进行了消防站布局规划。该城区内已建有４所

消防站，要求消防站布局规划成果能满足国家规

定，新建消防站的数量与站址并无其他要求。

建立城区内小学、医院、幼儿园、托儿所、影剧

院、集市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和场所的点图层。

建立城区的道路网络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文件，综合考虑城

市各级道路的行车速度、道路施工、河流等人工或

自然障碍，设置网络弧段的阻力值；建立网络转向

表，设置转向延时；建立资源中心表，将已知消防

站所在结点设为必选中心，将网络其余所有结点

设为候选中心点（本实验认为网络所有结点处都

可修建消防站）；将网络所有结点设置为需求站

点。该道路网络共有１１８１条弧段，１１２３个结

点，如图３所示。

图３　城区路网模型

Ｆｉｇ．３　Ｃｉｔｙ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３．２　实验分析

根据已建消防站站址建立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用渐

进法初步假定该城区总共需要１６所消防站可满

足消防需求。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二次开发技术

ＡＭＬ编程实现消防站选址规划，结果表明，１６所

消防站可满足全城区的防灾需求。逐一减少消防

站数量，重新进行消防站规划选址，直至消防站数

量不可满足全城区防灾需求为止。实验数据表

明，当消防站数量减少至１１所时，其责任区不可

覆盖全城区。因此，可初步规划要新建８所消防

站。

在本实例中，依据消防站距小学、幼儿园、托

儿所距离不应小于５０ｍ的原则，建立相应点图

层的缓冲区，对位于缓冲区内的消防站站址进行

修正。本实例中将结点９２０替换为附近满足要求

的结点８２１，重新划分消防站责任区，服务范围仍

然覆盖全区，得到图４的最终结果。图４中各消

防站站址为发射网状的中心，各消防站的服务区

为由该中心发射的所有线段的另一端点的集合。

图４　最终结果

Ｆｉｇ．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ｓ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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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结果分析

对部分城市规划技术人员进行的调查表明，

目前城市消防规划中的消防站规划选址基本是按

照《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规定》中的消防站责任

区面积４～７ｋｍ
２，先将区域按面积进行责任区的

划分，然后求取其中心点作为规划选址成果。用

该方法对上述实验区域进行消防站选址规划，并

将其结果与顾及道路网络特征的规划结果进行了

对比，结果表明，现行规划方法虽操作简单，但很

有可能导致部分需求点的消防时间超过规定时

间，且规划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采用顾及地

理网络特征的消防站布局优化方法得到的规划结

果，能完全满足要求。

由以上实验结果及对比分析可得出以下结

论：① 新建消防站数量狆的初始值及消防站初始

责任区的划分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用渐进法逼近，有

助于提高规划速度；② 由于消防站规划选址除要

求到达时间最短外，还涉及较多主观因素，如地

价、风向等，需要主观修正消防站站址，因此有可

能导致不能覆盖全城区，需多次修正消防站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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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２２Ｌｕｏｓｈｉ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Ｇ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ｉｔ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ｅａｂｏｕｎｄａ

ｒ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ｒｅ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ｈｏｗｓｉｔ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ｌｉｎｉｃｓ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ｉ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ｕ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ｅａ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ＵＹａ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ｙｙｈｒｏｓｅ＠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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