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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Ｇｒｉｄ＋ Ｖｏｘｅｌ的基本单元体划分方法及不同类型属性信息提取的量化模型，有效地解决

了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最小近似均质体的３Ｄ剖分，及基于基本单元体不同类型的属性信息定量提取问

题，修正了传统的以地面为参照的２Ｄ平面单元划分方法，是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基本分析单元划分

的一种有效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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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条

件下，由于各种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岩土体、地面

及地下空间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影响着城市地下

空间可开发利用的难易程度或可开发利用的潜

力［１，２］。围绕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质量评估，虽然

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和方法各有侧重，但一般认

为地下空间资源质量是评估因子作用于特定地下

空间的结果［１～７］。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存在的共

同问题是：以地面为参照进行２Ｄ评估单元划分，

没有在３Ｄ空间框架下定义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

量评估的基本单元体，因而评估结果不能准确、细

致地表征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在３Ｄ空间上的

客观分异特征，亦无法确切地引导城市地下空间

的开发利用及城市地面的规划和开发建设。

笔者认为，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是城市地下

空间可开发利用资源的质量表征，地下空间资源质

量是影响因子（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岩土体、地面

及地下空间等条件）作用于一定空间区域的结果。

在研究评估的空间范围内，可以进一步划分

出一些最小的空间单元。在这些最小的空间单元

内，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各影响因子的属性是

相对均一的。定义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的

基本单元体为：根据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影响

因子属性分布的空间变异性，按一定的规则对地

下空间进行几何划分而得到一种３Ｄ空间单元

体，该单元体是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的近

似均质单元体。

基本单元体是各属性信息的载体，因此，质量

评估模型应基于基本单元体进行。基本单元体是

质量评估分析的基本单元，即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质量的评估及评估结果的可视化表征应基于基本

单元体进行。

１　基本单元体的特点与划分方法

１）根据质量评估基本单元体的定义，任何一

个基本单元体均具有近似均质性。近似均质性主

要表现在基本单元体是进行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

量评估时所划分出的属性信息近似均一的空间单

元体。基本单元体是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等级

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的基本单位。

２）空间尺度的不确定性。空间尺度的不确

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① 城市地下空间资

源质量评估基本单元体是基于各影响因子经一定

的划分而得到的，因而，质量评估基本单元体的空

间尺度（如范围和大小等）是由各影响因子的空间

分布所决定的，并使不同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

评估的基本单元体具有空间尺度不确定性；② 在

不同的城市甚至是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评

估区域的空间尺度（地面范围及评估深度）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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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因而，不确定性亦表现在基本单元体的

空间尺度随研究区域的空间尺度的不同而不同。

根据三维地理信息系统（３ＤＧＩＳ）与三维地学

模拟系统（３ＤＧＭＳ）
［８，９］中关于空间划分的基本原

理，笔者认为基于格网（Ｇｒｉｄ）
［１０，１１］和Ｖｏｘｅｌ

［９，１２１３］

的划分方法适合于进行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

估基本单元体的划分。

１）研究确定评估区域的坐标体系。评估区

域一般是相对较小的区域，因而，应选用区域地理

坐标体系。将评估区域包络盒的某一坐标格网结

点作为坐标原点，该结点的选择应保证评估区域

位于坐标系的第一象限内，即研究区内的几何坐

标值为正值。为了使所选择的坐标系具有普遍的

适用性，平面坐标原点可选在区域坐标中距离研

究区最近西南向的格网结点上。如图１所示，研

究区犃分布于６个区域坐标格网内，区域犅是其

包络矩形，点犗可定义为其坐标原点。垂直方向

的坐标原点以最低高程点为原点，即平面坐标向

下平移至最低高程处。将区域地理坐标系中的犡

轴、犢 轴方向分别作为评估区域的犡 轴、犢 轴方

向，评估深度方向作为犣轴方向。

图１　研究区坐标体系建立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对评估的３Ｄ空间区域以一定的格网分割

尺寸沿犡、犢、犣轴进行格网划分。结合Ｖｏｘｅｌ原

理，以一组规则尺寸犪、犫、犮来剖分所要评估的３Ｄ

空间区域，其中 Ｖｏｘｅｌ的尺寸将影响评估精度。

对此，可视评估３Ｄ区域内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

量若干影响因子在犡、犢、犣轴方向上的分异特征

（如地面建筑物密度、现有已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

区域、地层厚度、地层层数等）、评估的３Ｄ区域尺

度等综合选择确定，并可通过逐步缩小单元体尺

寸，从而提高评估精度。

３）基于Ｖｏｘｅｌ，将评估的３Ｄ区域剖分成若

干个基本六面体，依据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影

响因子建立基本六面体的属性。

经以上３Ｄ剖分及属性建立的基本六面体即

为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基本单元体。

２　基本单元体的属性及提取

２．１　基本单元体的属性

所谓基本单元体属性是指参与基本单元体空

间划分并影响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的若干影响

因子。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基本单元体的

属性及属性信息特征见表１。

表１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基本单元体

的属性及属性信息特征

Ｔａｂ．１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ＣｅｌｌＣｕｂｅ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属性 属性信息特征

工程地质条件

活断层与地裂缝的影响 定性

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等） 定性

地震烈度 定量

节理与裂隙密度 定量

节理与裂隙组数 定量

水文地质条件

钻孔单位涌水量 定量

地下水赋存类型 定量

地下水水位及补给 定性

地下水腐蚀性 定性

岩土体条件

岩土体粘聚力 定量

岩土体内摩擦角 定量

承载力标准值 定量

岩土体变形模量 定量

岩土体渗透系数 定量

地面及地下空间条件
地面空间类型 定性

受已开发地下空间的影响程度 定性

２．２　属性信息的提取

因各种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岩土体

条件、地面及地下空间条件等属性信息包括定性信

息和定量信息两种类型，且某些属性信息和在基本

单元体内将存在均一性和非均一性两种情况，故应

分别基于不同方法提取不同类型的属性信息。

２．２．１　定性属性信息提取

１）均一性定性属性信息提取。设犻为某种

在基本单元体内呈各向均一的定性属性，犮犻 为其

在基本单元体内的属性信息，狓犻为评估基本单元

体内欲提取的第犻种定性属性信息，则此类属性

的信息提取模型为狓犻＝犮犻。

２）非均一性定性属性信息提取。设犻为某

种在基本单元体内呈各向非均一性的定性属性，

犮犻犼为其在基本单元体内的多个定性属性信息，狏犻犼

为某种定性属性的多个属性信息在基本单元体内

分布的体积，狓犻 为基本单元体内欲提取的第犻种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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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属性信息，则此类属性的信息提取模型为

犫＝ｍａｘ
犼

［狏犻犼］，狓犻＝犮犻犼犫。

２．２．２　定量属性信息提取

１）均一性定量属性信息提取。设犻为某种

在基本单元体内呈各向均一性的可定量描述的属

性，犮犻为其在基本单元体内的量化信息，狓犻 为评

估基本单元体内欲提取的第犻种定量属性信息，

则此类属性的信息提取模型为狓犻＝犮犻。

２）非均一性定量属性信息提取。设犻为某

种在基本单元体内呈各向非均一性的可定量描述

的属性，犮犻犼为基本单元体内非均一性定量属性的

多个量化信息，犼为量化信息个数，狆犻犼为犻因子第

犼个量化信息的概率分布，犈犻 为犻因子的数学期

望，狓犻为基本单元体内欲提取的第犻种因子信息，

则信息提取模型为狓犻＝犈犻＝∑
犼

犮犻犼狆犻犼 。

３　实例研究

以北京ＣＢＤ作为研究实例，图２是犡、犢、犣

轴方向单位尺寸分别为６０ｍ×６０ｍ×３ｍ和４０

ｍ×４０ｍ×２ｍ时的评估基本单元体３Ｄ可视化

结果。由图２可知，评估基本单元体尺寸越小，基

于Ｇｒｉｄ＋Ｖｏｘｅｌ剖分得到的评估基本单元体明显

增多。当基本单元体尺寸为６０ｍ×６０ｍ×３ｍ

时，经剖分可得到１７５４４个评估基本单元体；当

基本单元体剖分尺寸为４０ｍ×４０ｍ×２ｍ时，可

得到５９２１２个评估基本单元体。通过缩小基本单

元体尺寸，可提高评估精度。

图２　评估基本单元体

Ｆｉｇ．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Ｃｕｂｅ

以２０ｍ×２０ｍ×１ｍ作为评估基本单元体

在犡、犢、犣轴方向上的单位尺寸，以基本单元体

为单位，采用属性信息提取模型提取北京ＣＢＤ的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岩土体、地面及地下空间的

属性信息。以ＡＨＰ
［１４，１５］确定地下空间资源质量

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估法建立评

估模型［１６］，在开发的３Ｄ地学模拟软件ＧｅｏＭｏ３Ｄ

中进行建模、评估，得到北京ＣＢＤ地下空间资源

质量评估可视化结果，见图３。

图３　地下空间资源质量评估可视化结果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由图３可知，北京ＣＢＤ的地下空间资源质量

出现３个等级，即很好、一般和很差，资源质量呈

现３Ｄ空间分异性，而且基本单元体是城市地下

空间资源质量评估的基本单位，地下空间资源质

量及其３Ｄ空间分布是通过评估基本单元体及其

空间组合状况来反映的，因而实现了将基于Ｇｒｉｄ

＋Ｖｏｘｅｌ划分得到的基本六面体作为地下空间资

源质量评估基本单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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