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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武汉市部分地区为例，运用多主体模型（ＭＡＳ／ＲＥ）在Ａｒｃ／Ｉｎｆｏ平台上对该地区的居住用地扩展进

行了模拟尝试。研究显示，ＭＡＳ／ＲＥ模型对于理解主体行为对居住用地扩展过程的影响是合适的，特别是在

对时间、空间和行为复杂性的表达上具有优势，从而能够为政府和城市规划者制定规划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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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Ｕ９８１；Ｐ２０８

　　作为城市用地增长的一部分，大城市的居住

用地扩展日益得到政府和城市规划者的重视，很

多学者也通过各种模型方法开展研究［１］。但由于

居住用地扩展过程的复杂性，以往的研究主要考

虑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对扩展过程的影响，较

少涉及人的行为作用。当前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多

主体模型（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ｖ

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Ｓ／ＬＵＣＣ）则通过分析主体行为

（ＭＡＳ）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来构建用地变化和扩

展的模型，正好弥补了传统方法的缺陷［２，３］。该

模型将描述地理空间的元胞模型（ＬＵＣＣ）和描述

多主体决策的多主体模型（ＭＡＳ）两部分结合起

来，以体现主体行为与其所作用环境之间的相互

影响与反馈关系 ［４］。

１　居住用地扩展的多主体模型构建

１．１　居住用地扩展———模型中的犚犈

居住用地由若干居住地块组成，某给定居住

用地地块犔犽由位置（犘狅犽）、状态（犛犽）和属性（犘犽）

来表示。

居住用地扩展的描述包括空间表达和时间表

达两个方面。空间表达指如何从连续的地域空间

中定义出离散的地块，采用基于离散、规则的空间

划分方法———土地单元（ｇｒｉｄｃｅｌｌ）方法。时间表

达指如何从连续的时间进程中分离出不同的时间

阶段，采用基于主体的方法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其思路是在一个主体作出所有行为后，

考察其对用地的空间影响，然后再转到下一个主

体，直到所有主体行为完成。

１．２　主体决策过程———模型中的 犕犃犛

本模型考虑的主体类型为居民和政府。居民

行为由居民家庭表现，这类主体由数量众多、属性

特征各异的离散个体组成。设 犎 为所有居民家

庭（犿个）的集合，则对于任意居民家庭犎犻，其属

性为犛犻，包括家庭收入 （犐犻）、家庭成员数 （犎犺犻）、

家庭未成年子女数 （犖犮犻）、家庭就业成员数

（犖犼犻）、工作性质（犗犻）、工作地点（犠犻）、通勤方式

（犜犻）、家庭对居住地的偏好 （犘犻）等。

对于政府主体，本文不考虑多级政府和政府

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过程，只考虑政府的最后决

策，所以政府被简化为单一主体（犌）。

１）居民行为

居民行为主要包括居住选址和居住搬迁两个

方面。居住选址行为运用离散选择（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方法和效用最大化原理来建模。在一些

学者对离散选择模型的应用中可以看出，最常见

而有效的随机效用模型是线性多项式ｌｏｇｉｔ模型。

此外，根据对居民选址行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地

价（表现为房价）、交通可达性和居住环境（包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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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社会环境）被认为是居住选址最重要的一些

因素［５８］。

居住搬迁是另一个重要的居民行为。Ｋａｍ

ｈｏｎＫａｎ和Ｂｅｎｅｎｓｏｎ的研究表明，居住异质性是

导致居住搬迁的主要原因；并且居民家庭还有进

化（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特质：当家庭所在地的效用值犝犻犽

与其他用地的效用值犝犻犼之间的差距超过一定程

度以及居住超过一定时间段，家庭会选择具有更

大效用值（犝犻犽或犝犻犼）的住址
［９，１０］。

２）政府行为

模型中的政府行为主要包括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行动、城市居住用地开

发的审批、地价和居民收入等经济政策、居住环境

和交通环境的改善措施５个方面。

政府对规划的实施采取积极性的和消极性的

两种措施。前者是指通过土地直接开发方式如城

市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行为来实现，后者指对于

城市居住用地开发的审批。在本文的模型中，将

政府的用地开发和审批行为定义为如下方式：当

某居民家庭（或者一组家庭）作出居住选址意向

后，政府将参照用地现状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规

定决定是否通过。

３）主体之间的行为关联

主体之间的行为协商是模型的重要特色之

一，这些行为关联可以分为居民与政府之间和居

民内部两个层次。居民和政府之间的行为关联如

图１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在政府审批之后，如果

政府将原来规划中不被发展为居住的用地批为居

住用地，则这个地块周边的地块发展为居住用地

的概率上升。

１．３　主体和空间———整合 犕犃犛与犚犈

整合 ＭＡＳ和 ＲＥ两部分后的 ＭＡＳ／ＲＥ模

型如图１。实线表示直接关联，虚线表示间接关

联。居住用地扩展部分的用地属性变化包括地

图１　ＭＡＳ／ＲＥ模型内部构成

Ｆｉｇ．１　ＭＡＳ／Ｒ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价、环境和交通条件的改变；用地状态变化指非居

住用地向居住用地的转换，即居住用地扩展。行

为的关系用箭头表示：箭尾是发出端，箭头是接受

端，双向箭头表示双向影响。ＲＥ和 ＭＡＳ之间的

箭头体现了模型中主体行为对居住用地扩展的影

响，实线箭头是直接影响，虚线表示间接影响。

２　实例研究

本次选定的研究区域是处于武汉市主城区边

缘的洪山区，但由于洪山区面积广阔，而其中很大

部分为距城区较远的农业用地，近期内发展成为

居住用地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本次研究把区域范

围界定在洪山区紧靠建成区的５个街道和３个乡

镇行政边界范围内，面积为２３６ｋｍ２（图２）。关于

研究时段，主要选择居住用地扩展比较明显而且

住房商品化改革出台后的时间内进行研究，并结

合可获得的地形和文字数据，将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间

研究区域的居住用地作为研究对象。

图２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２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模型的实现运用Ａｒｃ／Ｉｎｆｏ中的Ｇｒｉｄ模块和

Ｔａｂｌｅｓ。研究区域的用地划分为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的栅格，Ｇｒｉｄ可以实现栅格单元的属性修改及其

可视化，其变化依据是由主体行为构建的规则。

Ｔａｂｌｅｓ能随即产生和记录家庭及其属性和选址

行为。

１９９６到２００２年间研究区域的居住用地从

７１０ｈｍ２ 增长到８７９ｈｍ２，净增长为１６９ｈｍ２。但

是从空间上看，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２年均为居住用

地的仅２９４ｈｍ２，而有４１６ｈｍ２ 用地为居住用地

转化为其他形式用地，５８５ｈｍ２ 从其他形式用地

转化为居住用地，本文模拟的范畴针对这５８５

ｈｍ２ 的居住增长。

２．１　犃狉犮／犐狀犳狅下的模拟流程

模拟流程如图３所示，居民属性Ｔａｂｌｅ中记

录的是作出选址行为的家庭（组）的属性（包括经

济属性和偏好），犃表示家庭（组）作出选择的行为

（选择具有最大效用值的用地），犅表示政府根据

城市总体规划决定是否通过选址意向，犆表示政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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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模拟流程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

府通过城市增长控制措施来评估。如果这个意向

被接受，家庭（组）被分配到申请的土地单元居住，

即犇所表示的内容；否则，家庭（组）另外选择住

址再次申请，如犈所示。新增的居住单元使周边

用地的地价和环境以及政府审批的倾向值（如犉

所示）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家庭（组）的情形，对于

多个主体选址，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直到所有家庭

（组）都被分配到某居住单元。模拟结果需要以研

究区域１９９６到２００２年居住扩展的实际状况为依

据进行验证和参数校正。

２．２　模拟结果与校正

模拟结果通过多次视觉判读和人工校准获得

最优模拟和参数设置。最优结果见图４。

２．３　模拟结果分析

图５显示的是模拟的时间变化的表达。结果

表明，靠近原居民点、沿主要道路或者获得政府支

持的地区得到优先发展，而其余的发展滞后。另

外，靠近城市中心的区域仍然得到一定的居住发

展，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居民（尤其是高收入家庭）

很看中便捷的交通和优越的设施条件。

图４　居住用地现实与模拟

结果比较（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图５　时间变化的表达（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对于空间分异的表达，以不同经济阶层家庭的

选址行为来进行研究（如图６所示）。这通过在居

住扩展属性表中链接家庭属性表中的经济属性来

实现。模拟结果的空间表达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市

场经济和活跃的房地产市场中，居住的经济阶层分

异比较明显。高收入家庭往往选择具有较好交通

和环境条件的住址，而对地价因素考虑不多；低收

入家庭往往最先考虑地价，这也是以牺牲环境和交

通为代价的；其余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选择也介

于两者之间。此外，很少家庭选择远郊居住。这可

能由于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间，这些区域的交通和环

境条件还不足以提供比较舒适的生活。

主体行为复杂性表达的模拟主要采用体现政

府或居民意志两种极端方案的比较（图７）。图７

（ａ）表示规划严格控制的情形，图７（ｂ）表示松散

控制的情形。模拟结果表明，规划严格控制下的

居住扩展更紧凑，且在不主张规划发展的地方发

展量极少。

图６　空间分异的表达（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图７　主体行为复杂性的表达（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Ｆｉｇ．７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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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 ＭＡＳ／ＲＥ模型的构建和模拟的研究表

明，运用多主体模型的思想来分析主体行为对居

住用地扩展的影响，能有效地弥补传统模型方法

研究用地扩展的不足，为居住用地扩展机制研究

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模型的模拟

在时空和行为复杂性分析上显示其突出优势。这

种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微观空间上的主体行为效

应，而且模型在作为空间决策支持上具有广阔前

景。不过，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将更多主体和主

体的行为规则纳入到模型中。此外，面向对象的

模拟技术可能有利于模型实现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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