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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棱镜和活动场所吸引率的
目的地选择研究

邵黎霞１，２　何宗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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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个在ＧＩＳ环境下利用时空棱镜确定可达的活动场所位置组，再由活动场所内外条件特性及

其位置特点提供的吸引率决定最终活动目的地的选择。讨论了在ＧＩＳ环境下时空棱镜的操作定义，通过分

析影响人们选择目的地的几项因素，提供了计算活动场所吸引率的数学公式。并在 ＭＡＰＧＩＳ软件平台上予

以实施，通过宁波一小城区中的生活购物行为例子，进行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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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的地的选择研究是当今基于活动的出

行预测模型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外近些年由

于方便采集个人时空活动和出行数据的新技术不

断涌现，以及ＧＩＳ的发展，使得基于活动的出行

模型研究出现了高潮［１］，由此产生了一些有代表

性的建模方法［２，４］。这些方法对于活动目的地的

选择基本上还是定义到一定的地理空间区域或交

通小区，采用的方法也多为重力模型和重力模型

的改进。

活动目的地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行为，是个人

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下使自己满意的选择最佳化。

时间和空间因素涉及时空棱镜。时空棱镜是

Ｈａｉｇｅｒｓｔｅｒ
［５］提出的时间地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之一，它着重研究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下人行为的

可能性。时空棱镜可通过可视化和数量确定在一

定时间限制下哪些空间位置的活动场所是可达

的。ＧＩＳ能够表示实际复杂的城市环境，如城市

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活动场所位置的空间分布及

其属性特征［６］，这为操作时空棱镜和活动目的地

的选择研究提供了便利。本文是在 ＧＩＳ环境下

利用时空棱镜圈定可能的活动位置组，再由计算

产生的每一个可能活动位置的场所吸引率大小确

定最终的活动目的地。

１　时空棱镜的操作定义

在ＧＩＳ环境下，潜在路径区域的平面定义为

点和网两种形式［７］。潜在路径区域平面的网形

式，是以城市的实际道路网为基础。弧表示道路

网上的各段道路，结点表示各段道路的交叉点。

在道路网上，出行的起点、终点和活动场所位置被

限定到最接近它们位置的道路网结点上。这样设

定的目的是便于处理和计算，然而这样处理不可

避免地降低了行驶时间和距离测量的精度。但在

实际运用中，显示这样的操作是可行的。

２　活动场所的吸引率

２．１　影响活动场所吸引率的因素

１）个人因素。个人因素是指个人的偏好、生

活习惯、家庭特点等与活动目的地选择相关的个

人特性。对不同类型的人，需结合交通方式分组

考虑，每组产生一组吸引率计算公式参数。

２）活动场所内外条件因素。内外条件因素

可以根据每一活动场所客观的内外条件特点分档

次给予。

３）起点到活动场所的距离。表示起点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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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分离程度的典型变量通常是它们之间的距离

或行驶时间。按照重力理论解释，活动场所离起

点越远，它对起点的吸引就越低，即吸引率越小。

４）活动场所与家之间的距离。在非基于家

的且起点与终点不是同一地点的出行，不仅活动

场所与起点之间的距离需要考虑，而且活动场所

与家的距离也要考虑。一些研究显示，在非基于

家的出行中，离家近的活动位置比离家远的活动

位置更有吸引力。其实这个道理也是显而易见

的，非基于家的且起点与终点不是同一地点的出

行往往会是回家的出行。那么，企图最大化出行

效率，将导致活动目的地的选择要尽量靠近家而

不是离开家。非基于家的且起点与终点不是同一

地点的出行与基于家或者起点与终点位于同一地

点的出行，由于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生了一

些变化，因此，活动场所吸引率的计算需要分别考

虑。

５）活动的持续时间。活动的持续时间影响

目的地选择，主要是因为人们通常不愿意为消耗

在目的地只有一点时间而花长距离的旅行时间。

由于活动的持续时间与不同的活动类型及目的有

关［８］，因此，这一影响因素可以在不同的活动类型

和目的地吸引率计算公式中，由起点到活动场所

之间的距离对目的地选择的作用来体现。

２．２　活动场所吸引率的计算

活动场所吸引率计算从统计学角度可以采用

线性回归的方法。活动场所吸引率的计算公式如

下：

犙狆（犻）＝犅＋∑
犽

α犽狆犣犽狆（狅）＋∑
狉
β狉狆犇狉狆（犻）

（犻＝１，２，…，狀） （１）

式中，犙狆（犻）是对于活动类型狆、活动场所犻的吸

引率；犣犽狆（犻）是活动类型狆、活动场所犻的第犽个

内外条件特性值（犽的数量对于不同的活动类型

会有适当变化）；α犽狆是活动类型狆 的第犽个内外

条件因素的系数；犇狉犽（犻）是活动类型狆、活动场所

犻的第狉个分离特性（对于非基于家的出行且起点

与终点不一致的情况，狉有两项：活动场所犻与起

点的距离和与家的距离；否则狉只有一项：活动场

所犻与起点的距离）；β狉狆是活动类型狆第狉个分离

特性的系数；犅 是常数项；狀是对于活动类型狆，

区域存在的机会活动场所数量。

公式的系数估计由分组进行。首先区分不同

的活动类型，然后再根据不同偏爱特点的人结合

不同的交通方式分组，每组要分别考虑是基于家

的还是非基于家的且起点和终点不一致的出行。

每组计算公式系数估计利用研究区域相应人员从

事这类活动的调查记录数据，通过统计学中的最

小二乘法求得。

３　基于犌犐犛的活动目的地选择系统

３．１　基于犌犐犛的活动目的地选择系统犆犛犃犇的

结构

基于 ＧＩＳ的活动目的地选择系统 ＣＳＡ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主要由以

下三部分组成：① 数据输入部分；② 基于时空棱

镜的可能活动位置组的确定和基于可能活动位置

吸引率的活动目的地的选择；③ 选择的活动目的

地的输出。

３．２　输入数据要求

输入数据由四方面数据组成：个人活动和出

行方面的数据、交通环境方面的数据、活动场所位

置及相关特性数据、活动场所吸引率计算公式的

参数。具体内容如图１所示。

　　　　　　　输入数据

·个人活动和出行方面的数据

１出行的起点位置与时间和终点位置与时间

２出行的交通方式

３活动的持续时间（可按这类活动的最少持续时间）

·交通环境方面的数据

１弧和结点形成的交通网

２按出行交通方式每弧段的行驶速度（峰期和非峰期时间）

３按出行方式每一结点平均停留时间（峰期和非峰期时间）

·活动场所位置及相关特性数据

１机会活动场所的位置

２机会活动场所的开放时间

３机会活动场所的内外条件特征值

·活动场所吸引率计算公式的参数

α犽狆（犽＝１，２，…，犵）和β狉狆（狉＝１，２）

图１　ＣＳＡＤ系统的输入数据要求

Ｆｉｇ．１　Ｉｎｐｕｔ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ｆｏｒＣＳＡＤＳｙｓｔｅｍ

３．３　活动目的地选择的方法及操作流程

活动目的地选择过程是首先利用时空棱镜确

定可能活动场所组。确定可能活动场所组的方法

主要依靠ＧＩＳ中最短路径计算功能，具体操作流

程如图２所示。

４　实　例

４．１　吸引率计算公式参数的产生

本例讨论的是生活购物活动目的地的选择，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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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目的地选择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

研究区选择了宁波市一相对独立的小城区，该城

区范围较小，陆地使用类型相对简单。区内交通

主要以私人交通工具为主，交通方式有小汽车、助

动车、自行车以及步行。本例利用了２００６年３月

某一天在该区进行的居民外出活动和出行调查数

据。这些调查数据包含１９５８个全日制工作居民

一天的外出活动历程，这其中有１８２个人有去商

场、大部分是去超市购物的行为。经过对这些人

购物选择的商场（目的地）分析发现，采用相同的

交通方式，对购物目的地的选择有相似的偏好，为

此采用按不同的交通方式来分组。将相应不同组

别人员购物选择的目的地的信息随同目的地商场

的特性（如购物场所内外条件、与起点的距离、与

家之间的距离）代入各自的活动位置吸引率计算

公式，由最小二乘法求得各组别计算公式参数，结

果如表１所示。

４．２　系统输入数据

在研究区选择两个人犘１、犘２，她们都有中午

购物的习惯。犘２ 是采用步行方式去购物，犘１ 利

用小汽车的交通方式去购物。她们都是从工作位

置出发，又返回到工作地点。她们中午下班时间

是１１：３０，上班时间是１３：３０。街道网、购物场所

位置、工作位置和居住地点是由该区域１∶５０００

的影像图，经矢量化处理产生。梯形符号表

示该小城区的购物场所位置，小圆点表示其居住位

表１　基于家的或非基于家的起点与终点位于同一

地点的购物／非基于家的且起点与终点不是同一

地点的购物场所吸引率的计算公式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ｓ

模型参数 步行方式 自行车或助动车 小汽车方式

常数项 ０．２３０／０．０５７ ０．１１６／０．３００－０．５５７／－０．１５７

α１（品类） ０．０９３／０．３２５ ０．３５７／０．２９５ ０．２７４／０．２９１

α２（价格） ０．３６４／０．３８１ ０．３７１／０．４８５ ０．４０１／０．４４１

α３（环境） ０．０９１／０．２２０ ０．２０５／０．１９８ ０．２１０／０．２０８

α４（交通便捷） ０／０ ０／０ ０／０

α５（停车设施） ０／０ ０／０ ０．９７０／１．０６７

β１（与起点距离）
－０．８９８／

－０．３６９

－０．３０１／

－０．４５１

－０．１１９／

－０．２２６

β２（离家距离） －０．９５４ －０．５５７ －０．１９４

注：内外条件因素的每一因素分好、中、差三个档次，“好”为１；

“中”为０．５；“差”为０．１。距离以ｋｍ为单位。β２ 为非基于家的

且起点与终点不是同一地点的购物。

置，柱形符号表示其工作位置。该区属于新开发

区，人口相对较少，道路畅通，因而旅行速度采用

平均的旅行速度，小汽车每小时４０ｋｍ，步行每小

时５ｋｍ。生活购物最少持续时间定为２０ｍｉｎ（由

调查数据得出）。购物场所计算吸引率的参数按表

２提供的数据。经过ＣＳＡＤ系统运算，输出结果如

图３。犘２ 采用步行交通方式，在她可用的时间段内

可达的购物场所位置包括图中心区域全部的购物

场所，然后由购物场所吸引率将目的地定到加贝超

市，见图３中的实心梯形（位于图中心）。犘１ 采用

小汽车交通方式，她在限定的时间内可达范围包括

全图区域。同样由购物场所吸引率，将目的地最终

定到天润发超市，如图３中空心带斜线梯形（位于

图左下角）。

图３　目的地选择的输出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ｏｒｔ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

４．３　评　价

将输出的活动目的地选择结果与实际调查数

据比较，发现系统选择结果与实际是一致的，说明

基于以上目的地选择模型的目的地选择系统是可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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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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