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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村村通公路工程的ＧＩＳ本质———最小生成树的原理及解法以及与ＧＩＳ有关的出口路终点和

起点位置的选择，线路走向的确定，进自然村道路的确定等问题，提出了以自然村人口重要度为权的加权距离

法确定出口路的终点，用最小二乘法、地图代数理论中的欧氏障碍空间最小生成树和最短路径分析法确定出

口路线走向、自然村进村路等。

关键词：村村通公路；ＧＩＳ；地图代数；最小生成树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１　村村通的犌犐犛原理

１．１　村村通的犌犐犛实质

村村通的村是行政村，是我国乡一级政权下

面的村民自治单元。它是面积一般在几ｋｍ２（平

原人口稠密地区）到几百ｋｍ２（尤其西部山区）的

多边形区域。目前进行的村村通工程实际上是区

域公路交通网络在农村地区的延伸，其目的是要

提高公路网络的通达深度和集散功能，并不要求

提高路网的连通性。因此，从 ＧＩＳ的角度分析，

村村通工程就是要形成以出口路为树干，以行政

村的村内道路为枝干的树状网络。由于行政村是

面积在几百ｋｍ２以下的多边形，适合用欧氏空间

度量。若考虑地形、河流、基本农田等的障碍作

用，村村通的ＧＩＳ实质就是广义的障碍空间的最

小生成树问题［１］。

１．２　村村通的犌犐犛问题

１）出口路的选择：出口路就是最小生成树的

树干，连接更高级的节点或公路。出口路的选择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出口路起点的选择。村村

通主要是解决行政村的出口路问题。因此，出口

路的起点应该是行政村的上一级中心集镇或者是

附近的上一级公路。这里的上一级公路可以是干

线公路或县乡公路。② 出口路路线的走向问题。

村村通的线路走向应该是使沿线的居民点到该路

线的距离为最短。线路走向实际上是如何寻找各

居民点到该线距离的最短问题。③ 出口路终点

即资源中心的选择。

２）行政村内道路即自然村的进出道路的确

定问题。在行政村的边界内，各自然村的进出道

路的确定实质上是确定障碍空间的最短路径。

２　村村通出口路终点的确定

２．１　最短距离法

一般地，行政村为一多边形，行政村内的居民

点呈自然形态分布，村村通的终点应该也是其中

的某个居民点。行政村内的居民点可以视为节

点，村村通终点的确定也即行政村内部村道网络

中资源中心的选址问题。

设行政村内部的村道网络为犌，犞 为网络的

顶点集，则终点的位置应满足如下条件［４］：

ｍａｘ｛犱（狏犻，狏犼）｝＝ｍｉｎ，狏犻、狏犼∈犞（犌） （１）

　　对于行政村来说，资源中心的选址一般为单

中心位置的选择。式（１）就是确定以任一点为起

点，均有到其他各点的最短路径，即使该点到区域

最远的点的路径为最短。因而，依次以各顶点为

起点，则到最远顶点的最短距离为最小的那个起

始点就是其中心点。对于求区域公路网络图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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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点，文献［２］给出了完整的算法。

２．２　加权最短距离法

用比较最短距离法来确定村村通终点的位置

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行政村中

各居民点的人口、经济产值、收入不尽相同，因而

其权重也不相同。因此，在确定出口路的终点位

置时，应根据公路网络自相似的原理，以重要度作

为权重，在重要度布局法中，各节点一般是以

ＧＤＰ、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等指标来衡量的
［３］。

对于乡以上的节点因为有相应的统计机构，这些

指标体系是可行的，但对于行政村及自然村，这些

指标就很难统计，而在农村，自然村人口是很好统

计的。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以居民点的人口作为

衡量重要度的指标。

公路网规划中，节点犻重要度的公式为
［４］：

犐犻＝α１
犘犻

犘
－ ＋α２

犌犻

犌
－ ＋α３

犛犻

犛
－

（２）

式中，犐犻为节点犻的重要度；犘犻为节点犻的人口数；

犌犻为节点犻的工农业总产值；犛犻为节点犻的财政收

入；珚狆为节点人口平均值；珚犌为节点工农业总产值

的平均值；珚犛为节点财政收入的平均值；α１、α２、α３

为各种指标的权重。

设顶点犻的人口为犘犻，（犻＝１，２，．．．，狀），各节

点的人口平均值为珚犘，则式（２）可改写为：

犐犖犻＝
犘犻
珚犘

（３）

　　设节点犻、犼之间的道路由犽个路段组成，即

经过犽个自然村，则其中任意路段狉狊的重要度

犐犖狉狊为：

犐犖狉狊 ＝
犐犖狉·犐犖狊
犔狉狊

×α （４）

式中，犐犖狉、犐犖狊分别为狉、狊的节点重要度；犔狉狊为狉、

狊的平均距离；α为修正系数。由式（４）可以计算

节点犻、犼之间路线重要度：

犐犖犻犼 ＝∑
犽

犿＝１

犐犖犻犼犽·
犔狉狊
犔犻犼

（５）

式中，犐犖犻犼犽、犔狉狊分别为路段狉狊的重要度、距离；犔犻犼

为节点犻、犼间的平均距离。

以节点犻、犼间的路线重要度为权，则犻、犼间道

路的加权距离为：

犱犻犼 ＝犐犖犻犼×犱（狏犻，狏犼），狏犻、狏犼∈犞（犌） （６）

３　出口路线路起点的选择

３．１　行政村外最短距离的选择

村村通道路的起点实质上是村村通的道路这

个树的根扎在哪里的问题。对于村村通线路的起

点一般位于附近的中心集镇或者位于附近高一级

的公路上。如果行政村的边界不和高一级公路或

者中心集镇相邻，则村村通在行政村边界外的线

路必须是最短路径，因为这毕竟是要占其他行政

村的土地。此时，就要找行政村的边界到高一级

公路之间的最短距离或到附近集镇的最短距离。

３．２　行政村边界到指定线路或集镇最短距离的

选择

对于行政村多边形边界到指定的线路或点的

距离，可以采用地图代数的缓冲区分析方法。目

前，在地理信息系统领域内生成的缓冲区多是基

于欧氏距离，即缓冲区为与所指空间实体或实体

集一定距离范围内的面状或带状区域。但在公路

网研究中，人们并不能沿直线从一处到达另一处，

而必须沿已有的公路网到达。因而在实际应用中

若仅考虑直线距离并不十分合理，甚至会出现错

误，如图１，犃、犆之间的直线距离为５，而网络距

离为７，在网络上犆到犇 的距离小于犆到犃 的距

离［７］。

图１　直线距离与网络距离
［７］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ｎ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

很明显，从多边形边界到指定的线路或集镇，

可以采用缓冲区分析的方法予以解决。在地图代

数中，距离变换是其分析的基础。文献［５］提出了

基于网络距离的缓冲区分析的概念。犚（犃）若为

某空间实体犃的以犔 为半径的缓冲区，则犚（犃）

＝｛犘（犡，犢）｜对所有的犘（犡，犢）满足：犛（犘，犃）≤

犔｝，其中，犛（犘，犃）为犘 与犃 的最短路径长度。

对于实体集犃１，犃２，犃３，…，犃狀，其缓冲区定义为

犚（犃１，犃２，…，犃狀）＝犝犚（犃犻），犻＝１，…，犖。栅格

数据在处理基于网络距离的缓冲区分析上，采用

着火模型可以使算法更为简单和高效。着火模型

的基本思想为：在实体犃 上点火，火焰在各个方

向上以等速（各路径权值相等）或异速（各路径权

值不等）通过与该实体相关联的路径向外扩展燃

烧，经过一段时间后同时熄灭，所有燃烧过区域的

集合即为该实体的缓冲区，缓冲区半径大小由燃

烧速度和燃烧时间决定［５］。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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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出口路线路走向的确定

４．１　最小二乘法确定出口路线路的走向

由于村村通的出口路主要是为行政村居民点

的出行服务，村村通的出口路在行政村的众多自然

村中曲折延伸。设在居民点犻附近有一段可以用

直线近似表示，则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来确定这段直

线，使得居民点犻到该线的距离为最短（图２）。

图２　出口路走向的确定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ｒｅｎｄ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Ｒｏａｄ

在坐标系狓狅狔中，假定规划的线路在居民点

犻附近一段的合理走向为狔＝犪犻－１＋犪犻狓，居民点犻

距规划的公路有一段距离，设其垂直于狓轴到规

划公路的距离为ε犻，则有：

犪犻－１＋犪犻狓－狔犻＝ε犻 （７）

　　设居民点到规划公路的垂直距离为狉犻，狉犻＝ε犻

ｃｏｓθ，显然，狉犻≤ε犻。要使∑
狀

犻＝１

狉犻趋于最小，只需∑
狀

犻＝１

ε犻趋于最小即可。由于ε犻有正负之别，为避免其相

互抵消，可取其平方和的最小值：

犚 ＝∑
狀

犻＝１

ε
２
＝∑

狀

犻＝１

（犪犻－１＋犪犻狓犻－狔犻）
２ （８）

为使犚有最小值，须对犪犻－１、犪犻微分，令其等于０：

犚

犪犻－１
＝２∑

狀

犻＝１

（犪犻－１＋犪犻狓犻－狔犻）＝０

犚

犪犻
＝２∑

狀

犻＝１

（犪犻－１＋犪犻狓犻－狔犻）狓犻＝

烍

烌

烎
０

（９）

式（９）中，两式除以２并展开，可得：

∑
狀

犻－１

犪犻－１＋∑
狀

犻＝１

犪犻狓犻－∑
狀

犻＝１

狔犻＝０

（∑
狀

犻－１

犪犻－１＋∑
狀

犻＝１

犪犻狓犻－∑
狀

犻＝１

狔犻）狓犻＝

烍

烌

烎０

（１０）

即有：

犪犻－１狀＋∑
狀

犻＝１

犪犻狓犻 ＝∑
狀

犻＝１

狔犻

∑
狀

犻＝１

犪犻－１狓犻＋∑
狀

犻＝１

犪犻狓
２
犻 ＝∑

狀

犻＝１

狓犻狔

烍

烌

烎犻

（１１）

式（１１）即最小二乘法直线标准方程组的最后形

式。

４．２　障碍空间最短路径的选择

若进村的道路遇到耕地、山地、河流等不可穿

越的障碍物时，如何确定其线路的走向，这实质上

是障碍空间的最短路径选择问题。杨传勇［６］运用

地图代数的方法，探讨了欧氏障碍空间的最短路

径的解法（ＥＳＰＯ问题）。由于农村公路要求尽可

能地利用已有的道路，不占或少占农田、宅基地，

因此，村村通线路走向的确定准确地说是障碍空

间的最短路径的选择问题。这类路径分析主要包

括最短路径分析、最优路径分析、最小生成树分析

等。其中，最短路径分析是基础。最短路径算法

的设计思想是：以具有同样拓扑结构和属性的虚

拟网络系统代替研究对象，虚拟网络每个点都有

可燃性，在起点点燃大火，火势沿网络路径传播，

最先到达终点的火焰所燃过的轨迹便是最短路

径［５］（图３）。

图３　村村通最短路径分析示例

Ｆｉｇ．３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Ｐａｔｈｗｉｔｈ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５　自然村进村道路的确定

综上所述，进自然村道路的确定，就是欧氏障

碍空间的最小生成树。在求解最小生成树时，可

以采用“分层剪枝，有序回溯”的方法［２］。不过，由

于行政村区域范围不大，村内道路网络的分层不

宜过多，一般为二层或三层最为适宜。此时，网络

的节点即为村内的居民地，需要对居民地进行分

级。然后，从最低级的节点，去掉道路网络最短的

毛刺，保留长度较长的枝干，逐层向上归并，最后

形成的主干即为出口路。然后，有序回朔，层层加

入连接出口路与自然村的长度最小的枝干，但不

能形成回路，并保证形成的树的长度最小。在进

行最小生成树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保留最长的枝

干，在进行分层剪枝时，也要将资源中心以上的枝

干剪除（图４）。具体算法参见文献［２］。

图４为郑州附近的一个行政村，粗线犃犅为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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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通最小生成树的树干，犃为村村通的终点，犅

为起点，细线为树枝。整个图幅内为更大区域更

广义的最小生成树。

图４　村村通的最小生成树

Ｆｉｇ．４　Ｍｉｎｉｎｕｍ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ｒｅｅ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ＬｉｎｋＨｉｇｈｗ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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