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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当前土地利用规划布局的不足，对标准的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元胞涵义、规则定义等进行了

扩展，探讨了元胞自动机模型在政策及相关规划约束、邻域耦合、适宜性约束、继承性约束及土地利用规划指

标约束下的土地利用规划布局的元胞自动机模型。以广西东兴市为例进行了模型的仿真运行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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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土地利用规划布局有土地利用分区模

式和土地利用类型模式［１］。传统的布局方法受人

为因素影响较大，不能动态地反映土地利用规划

布局的全过程，难以适应土地规划智能化信息处

理的需求。

元胞自动机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作为一

种通用的时空动态模型，已成为城市增长、扩散和

土地利用演化、土地利用情景模拟等方面的研究

热点［２４］。元胞自动机在土地利用规划布局方面

的研究正处于探讨阶段，并在基本农田保护区的

自动生成方面已取得一些成果［５］，但对如何利用

元胞自动机进行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布局尚未系统

地研究。本文通过基于约束条件的元胞自动机与

ＧＩＳ相结合来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布局研究，对于

消除常规模拟方法所带来的弊端，提高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１　模型构建

１．１　基本流程

利用元胞自动机进行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布

局，是从土地利用现状出发，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

迭代来实现土地利用的规划目标。对于犖 种土

地利用类型，每个元胞可以有犖×犖 种可能的变

化，但在规划期内，土地利用之间的转换受到人为

的控制，建立约束性的元胞自动机规划布局模型，

其实质就是通过在ＣＡ模型中加入一些约束性条

件来控制模拟过程，使元胞的转换按预定的方向

发展，从而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布局。

在元胞的转换中，往往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

① 元胞的转换与周围元胞有关，即邻居元胞与中

心元胞具有耦合作用；② 元胞的转换受原土地利

用的影响，即土地利用具有继承性（惯性）；③ 土

地利用应与土地适宜性基本一致，即元胞的转换

受到土地利用适宜性影响；④ 土地利用布局受政

策性及相关规划制约；⑤ 根据一定规则转化的元

胞面积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指标一致，包

括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的各区域指标一致。

为了建模和计算的方便，上述约束条件本文分别

称之为邻域耦合作用、继承性约束、适宜性约束、

政策及相关规划约束、指标性约束。在规划布局

中，为了使各类用地布局相对集中，当一个元胞或

元胞的组合转化为某类用地时，其周围的元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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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转化为相应的地类，则该元胞或元胞组合称

为种子。其模型流程如图１。

图１　土地利用规划布局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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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模型的表达

１．２．１　定义元胞、元胞的状态集、邻居

在土地利用规划布局中，元胞是一个栅格单

元，一般用二维空间数据模型来表示；不同的研究

目的，栅格单元的大小一样，在土地利用规划布局

模型中，每个元胞（栅格）的边长可根据研究的需

要确定。由基本农田、一般农田、园地、林地、牧草

地、城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水产养

殖用地、未利用土地等１０种地类组成元胞的初始

状态。鉴于土地利用的复杂性，在土地利用布局

中，邻居的定义可更加灵活，邻居的构形可以是非

平衡、非对称的多种形式，邻居半径可能不同。对

于城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特殊用地、农村居民

点用地，其邻域可定义为：在按摩尔型确定基本邻

居的基础上，检索确定空间内所有邻居的交通属

性。在元胞实体属性表中，交通属性取值定义为：

０表示邻居空间内无交通线通过，１表示中心元胞

无交通线通过，２表示中心元胞有交通线通过。

选择基本邻居空间内的交通属性值大于等于１的

元胞为真实邻居［６］，对于其他用地类型，则按摩尔

型确定邻居。

１．２．２　元胞转换及转换函数

在元胞状态和邻居构形及约束确定的条件

下，元胞的状态变化可表示为：

犛狋＋１犻 ＝犳（犛
狋
犻，犅

狋
犻，犆

狋
犻，犐

狋
犻，犖

狋
犻，犼） （１）

式中，犛狋＋１犻 是元胞犻在狋＋１时刻的状态组合；犛狋犻

是元胞犻在狋时刻的状态组合；犅狋犻是元胞犻在狋时

刻的政策与相关规划约束；犆狋犻 是元胞犻在狋时刻

的土地利用适宜性约束；犐狋犻 是元胞犻在狋时刻的

土地利用的继承性约束；犖狋犻，犼是以元胞犻为中心元

胞，在狋时刻与邻域元胞犼的耦合；犳是转换函

数；狋是时间。

从式（１）可以看出，元胞的状态转换并不是确

定的，它受转换函数的制约，其转换函数为：

犘狋＋１（狊犽，犻）＝犳（犅
狋＋１
（狊犽，犻），犆

狋＋１
（狊犽，犻），犐

狋＋１
（狊犽，犻），犖

狋＋１
（狊犽，犻犼）） （２）

式中，犘狋＋１（狊犽，犻）是元胞犻在狋至狋＋１时段内由土地类

型狊转换为犽的转换指数；犅狋＋１（狊犽，犻）是元胞犻在狋至狋

＋１时段内由狊转换为犽的政策与相关规划性约

束；犆狋＋１（狊犽，犻）是元胞犻在狋至狋＋１时段内由狊转换为

犽的适宜性约束；犐狋＋１（狊犽，犻）是元胞犻在狋至狋＋１时段

内由狊转换为犽的继承性（惯性）约束；犖狋＋１（狊犽，犻犼）是元

胞犻在狋至狋＋１时段内由狊转换为犽的与邻域元

胞犼的耦合。

１．２．３　各约束条件的作用机制及转换指数的测

算

在影响土地利用规划布局的诸因素中，各因

素的作用性质并不相同，有的约束程度与因素指

标的高低有关，可称之为一般性约束，其取值可根

据其模糊隶属关系取０～１之间；有的在规划期内

难以改变或不能改变，包括政策与相关规划因素、

继承性因素，这些可称之为强制性因素，其取值为

０或１。式（２）可表示为：

犘狋＋１狊犽，犻 ＝ （１＋犆
狋＋１
狊犽，犻）（１＋犖

狋＋１
狊犽，犻犼）犅

狋＋１
（狊犽，犻）犐

狋＋１
（狊犽，犻）

（３）

１．２．４　转换规则

转换规则是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核心，它决定

了元胞自动机的动态转化过程。转换规则集中体

现了空间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式（３）考虑到了

元胞邻域、元胞适宜性、继承性、政策及相关规划

约束对元胞转换的影响，但元胞能不能发生转换

应该由规划的目标来决定，在土地利用规划的指

标控制性约束下，通过一定的规则来完成元胞转

换，从而完成土地的利用规划布局。

犔＝犉（犘
狋＋１
（狊犽，犻），犌） （４）

式中，犔表示土地利用规划布局；犘狋＋１（狊犽，犻）表示元胞犻

在狋至狋＋１时段内由土地类型狊转换为犽的转换

指数；犌表示土地利用规划的控制指标；犉表示函

数，该函数主要表现为以下规则。

规则１：在规划期内，假定土地控制指标依次

满足基本农田、一般农田、城镇用地、独立工矿用

地、特殊用地、水产养殖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园

地、林地、牧草地、未利用土地，则在前一种土地利

用类型布局完成的基础上，完成下一种土地利用

类型的布局。

规则２：种子是指各规划用地最具转换潜力

的初始元胞或元胞组合。在进行种子的选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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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定各规划用地转换指数的阈值（以下称种子确

定的阈值），以元胞犻从规划基期年到规划目标年

（即从狋到狋＋１时段内）转换的指数犘狋＋１（狊犽，犻）高低作为

元胞转换的基础。当转换指数大于种子确定的阈

值时，则确定为种子；反之，则不作为种子。同时，

种子选择应在各下级行政区域之间基本平衡。

规则３：在进行种子的扩张前，同样应设定各

规划用地转换指数的阈值（以下称种子扩张的阈

值），方法同规则２。当转换指数大于种子扩张的

阈值时，则扩张；反之，则不扩张。

规则４：在进行种子的扩张时，扩张元胞应同

时满足以下３个条件：① 扩张元胞与种子元胞在

空间上是拓扑邻接的；② 扩张元胞与种子元胞在

属性上表现为用地类型相同；③ 扩张元胞的转换

指数要大于种子扩张的阈值。

规则５：当元胞由一种土地类型转换为另一

种土地利用类型后，它与邻域元胞之间的耦合作

用将改变，邻域元胞的转换指数应重新计算。

规则６：假定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转化后，

则在模拟周期内假定它不能再转化为其他类型。

规则７：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元胞转换数量按

以下公式控制：

犙狇 ＝犕／犃 （５）

式中，犙狇 为狇类土地的元胞数量；犕 为狇类土地

的规划控制面积；犃为元胞面积。

２　实例研究

为了检验基于约束条件下土地利用规划布局

模型的效果，本文以广西东兴市为例进行了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布局研究。东兴市土地总面积为

５４８．６５ｋｍ２，２００４年农用地面积为３７４．３６ｋｍ２，

占６８．１９％；建设用地面积为 ２８．８１ｋｍ２，占

５．２５％；未 利 用 地 面 积 为 １４５．４８ｋｍ２，占

２６．５１％，总人口为１０．７万人
［７］。

２．１　数据准备

２．１．１　基础数据准备

本实验进行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两个时间段的模拟。基础数据是东兴市１９９７

和２００４年的土地利用现状矢量图、地形图、土壤

类型图等，所有地图经过矢量化、统一配准和矢量

转栅格后，建立元胞实体数据库。将土地利用矢

量数据转化为１２０ｍ×１２０ｍ栅格数据，共３８７３３

个元胞，覆盖了整个东兴市。

２．１．２　参数的准备

１）政策与相关规划约束。主要受经济发展规

划、城市规划、产业规划及各部门规划的约束。有

以下两种处理方式：对于强制性约束的政策或规

划，按二值函数处理，取值为０或１；对于非强制性

政策或规划，根据其约束程度按模糊关系处理，其

值由系统参数库给定，并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２）邻域耦合作用。邻域耦合是邻居元胞与

中心元胞的相互作用，表现邻居元胞与中心元胞

的一种吸引或排斥，可称之为邻域耦合作用。所

有邻居对中心元胞的耦合作用称之为邻域耦合

力。有如下关系：

犖狋＋１狊犽，犻 ＝∑
犿

狆犮×狀犽／犿 （６）

式中，犖狋＋１狊犽，犻是邻居元胞在狋至狋＋１时段内对元胞

犻的邻域耦合作用；犿为邻居个数；狆犮 为元胞耦合

力；狀犽 为犽类元胞的数量。狆犮为二值函数，当狊＝

犽时，狆犮为０；当狊≠犽时，狆犮为１。

３）土地继承性（惯性）约束。土地继承性与

土地利用的特性密切相关，其大小可用模糊关系

表示。由系统参数库给定，并可根据布局情况进

行调整。

４）土地适宜性约束。在规划期内，元胞转换

存在多种可能，每个元胞有 犖×犖 种转换的可

能，不同的转换评价的因素不一致，需建立动态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多因素加权和的方式测算

各元胞的适宜性值。公式如下：

犆狋＋１（狊犽，犻）＝∑
犿

犡犿 ×犠犿 （７）

式中，犡犿 是土地利用类型狊向犽 转换的评价因

素；犿是影响因素的个数；犠犿 是因素犿 的权重。

土地适宜性值测算出来后再进行标准化处理。

５）土地利用规划目标与结构优化控制指标。

从东兴市土地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出

发，建立规划目标函数［８］，采用多种优化模型，优

化各类用地结构。

２．２　系统运行与结果分析

１）模型的历史检验。根据有关数据，模拟了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４年东兴市土地利用规划布局图，并

与２００４年现状图进行比较。经过调查，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年东兴市土地利用基本按规划进行，虽有几

宗用地进行了规划布局调整，但面积较小，对整体

布局影响不大。采用Ｋａｐｐａ系数
［９］测算，相关度

系数犉达到了０．８５５６，比较结果见封３插图１，

说明该模型模拟的结果是可接受的。

２）结果分析。经系统运行，可提取任一用地

的规划布局及总体布局情况。封３插图２反映了

东兴市城镇用地现状及近期（２０１０年）规划布局

情况，封３插图３反映了东兴市园地现状及近期

６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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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规划布局情况，封３插图４反映了东兴

市用地现状及近期（２０１０年）规划布局总体情况。

为了检验模型的效果，采用像元矩阵比较

法［１０］进行检验，即以传统方法编制的（１９９７～

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规划图与基于约束条件的ＣＡ

模拟土地利用规划布局图进行比较，其差异度均

在±５％以内，说明该模型是可行的。

３　结　语

１）本文提出的基于约束条件的元胞自动机

土地利用规划布局方法，基本符合土地利用规划

布局的要求；采用模糊关系来反映各因素的约束

机制，是土地利用规划布局智能化处理的关键环

节；同时，通过参数调整可得到不同的规划布局方

案，为方案的优选提供了可能。

２）转换规则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

直觉与经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如何

更加全面、合理地定义转换规则尚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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