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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基于多主体系统（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Ｓ）的城市商业区位建模的新方法。模型由相互作用

的环境层和多主体层组成，旨在探索商业区位过程中消费者、商业设施、政府等多主体之间以及多主体与环境

之间的微观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宏观商业布局过程。该模型可以方便地探索销售商在不同选址策略下商业设

施的区位分布，为商业选址提供有用的决策依据，并在一个虚拟的城市空间中模拟了销售商在不同选址策略

下的选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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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位问题长久以来都是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

共同关注的问题，商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商业设施选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

整个项目的成功与否。然而，当前商业网点选址

多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由复杂的区位公式

带来的计算负担将大多数研究限制在一个静态

的、确定的问题领域中，模型无法表达动态、随机

的现实选址问题，在研究中过多地关注地理学的

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用，缺乏商业本身的经济理

论［１］。本文提出利用多主体系统模拟商业设施的

选址，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在模型中表达动态、随机

的现实选址问题。

１　多主体系统

ＭＡＳ的建模思想起源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它直接从模拟组成系统的个体以及个体与个体之

间的相互作用出发来研究系统的整体行为。美国

学者霍兰首先从遗传算法的角度提出这一思想，

然后将其系统化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２］。

首先，主体概念是 ＭＡＳ的基本出发点。主

体的主动性、适应性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它

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建模方法中的元素和子系

统［３］。它单层次、单视角的局限为描述和研究复

杂系统提供了更加符合现实、有效的建模框架。

主体的主动性使得它能够有效地应用于经济、社

会、生态等其他方法难以应用的复杂系统。其次，

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是个体之间、个体与

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而以往的建模方法

往往把个体本身的内部属性放在主要位置，而没

有对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给

予足够的重视。其次，ＭＡＳ将宏观和微观有机地

联系起来，通过主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得个体

的变化成为整个系统变化的基础。

目前，ＭＡＳ在区位建模中的研究还不多
［４６］，

国内还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试图将消费

者选择偏好纳入 ＭＡＳ，建立一个能够表达选址过

程中各主体及环境相互作用的选址模型。

２　模型建立

２．１　环境要素层

环境要素层指各类主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包括土地利用类型层、土地价格层和交通

通达度层。土地利用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

业设施的区位选择，如水域、绿地、工业用地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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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不适合也不允许建立商业网点。房屋租金

是商业设施运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屋租金

通常是随土地价格波动的。越靠近商业中心的位

置，地租越高；反之，地租就越便宜。在模型应用

中，房屋租金数据的获取较为困难，因此，可以利

用基准地价反映房屋租金。交通通达度体现了交

通的方便程度，包括道路通达度、公交便捷度和对

外交通通达度。模型中采用指数距离衰减函数表

达其对位置的空间吸引力：

犜犾 ＝犃１·ｅ
－犅１犇犾狉 ＋犃２·ｅ

－犅２犇犾犫 ＋犃３·ｅ
－犅３犇犾狋

（１）

式中，犜犾为交通通达度；犃１、犃２、犃３为道路通达度、

公交便捷度和对外交通通达度的影响强度系数；

犅１、犅２、犅３为距离衰减系数；犇犾狉、犇犾犫和犇犾狋分别为

位置犾到市内道路、公交站点和对外交通道路的

距离。

２．２　多主体及其决策行为

Ａｇｅｎｔｓ是在虚拟环境中具有自主能力、可以

进行有关决策的实体，这些实体可以代表动物、人

或机构等。本模型中建立了３类 Ａｇｅｎｔ：消费者

主体（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商业设施主体（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和

政府主体（ＧｏｖＡｇｅｎｔ）。模型初始状态时，ＣｕｓｔＡ

ｇｅｎｔ按照比例和实际空间位置分布于研究区域，

现有的商业设施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对应其空间位置分布

于研究区域。模型运行后，根据需要选址的商业

设施数量随机分布新的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根

据自己的偏好与 ＧｏｖＡｇｅｎｔ、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协商后，

选择愿意光顾的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新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则根据

与ＧｏｖＡｇｅｎｔ和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协商后的结果决定自

身的行为。

２．２．１　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及其决策行为

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是一个计算实体，在模型中代表

若干个同类消费者的集合，反映消费者年龄、学

历、收入等的分布比例关系。其在模型初始状态

时的位置可以根据人口统计信息分布于所在的区

域。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前提下

选择光顾的商业设施，参考动态随机效用模型，商

业设施犻对消费者犼的位置效用表示为：

犝犻犼 ＝犪１·犈犵＋犪２·犈狆＋犪３·犈狋·ｅ
－狉犇犻犼 ＋

犪４·犈犪＋犪５·犈狊＋犪６·犈狏＋犪７·犈犾＋ε犻犼

（２）

式中，犈犵、犈狆、犈狋、犈犪、犈狊、犈狏、犈犾分别为商业设施的

规模、商品价格、易达性、集聚程度、服务水平、网

点形象和经营状况；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５、犪６、犪７为消费

者对商业设施的偏好系数，消费者根据年龄、受教

育程度、性别和收入有不同的选择偏好；狉为距离

衰减系数；犇犻犼为消费者到商业设施的距离；ε犻犼为

随机扰动项。

２．２．２　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及其决策行为

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根据获取的利润决定选址位置。

当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在某处利润达到预期指标时，则为

适合选址的位置。由于经济数据获取困难，模型

中采用其他因子代替，利润犘的计算式为：

犘＝犱１·犞＋犱２·犕＋犱３·犛 （３）

式中，犞、犕、犛分别为客流量、土地价格和商业设

施规模；犱１、犱２、犱３ 为影响强度系数。当模型运行

时，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的利润随客流量即顾客的光顾情况

变化，若利润低于预期指标时，则重区位。

２．２．３　ＧｏｖＡｇｅｎｔ及其决策行为

ＧｏｖＡｇｅｎｔ起的是宏观调控的作用，引导了

商业布局的发展方向，是个不容忽略的主导因素。

如通过城市规划确定各类用地的分布，发布法规、

条例控制城市地价，制定宏观经济控制政策等，它

是没有空间属性的。在模型运行中，ＧｏｖＡｇｅｎｔ

根据当前情况制定约束条件控制模型的运行结

果。

２．３　运行机制

模型在初始时，在研究区域生成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

和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开始运行时，首先由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根

据其邻域内的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属性、自身偏好及选择

概率确定选择的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当所有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选

择的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确定后，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根据土地价

格、自身规模和客流量计算利润，然后将狋时刻的

利润与期望值进行比较，若高于期望值，则选址于

此；若低于期望值，则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重区位，进入下

一模拟周期。在模拟过程中，ＧｏｖＡｇｅｎｔ通过对

城市用地类型、土地价格以及交通的宏观调控来

控制模型的模拟结果。模拟运行机制见图１。

图１　模型运行机制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Ｍｏｄｅｌ

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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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模型实现

为了验证模型的可行性与可靠性，本文将销

售商在一个１１×１１的虚拟城市空间中的选址作

为模型的初步实验。由于霍特林过程是针对商业

空间竞争提出的最简单又最反映商业设施选址空

间过程实质的［７］，因此，实验中以霍特林过程中的

假设条件为基础，来模拟销售商在不同选址策略

下的选址结果。

３．１　模型简化

霍特林区位过程的假设条件为：产品价格固

定，各销售商的产品无差别，销售商和顾客无再区

位和交通成本，顾客均匀分布于市场中，所有顾客

只选择距离最近的销售商购物。在此假设条件

下，ＧｏｖＡｇｅｎｔ被省略；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对 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

的效用仅仅表现为两者距离犇 的函数犝＝１／犇；

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的利润只与客流量，即选择此 Ｓｉｔｅ

Ａｇｅｎｔ的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的数量有关，犘＝犞。

３．２　模型实现

销售商选址策略的不同导致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行为

规则的不同，销售商的选址策略分别为无协作和

有协作。销售商无协作时，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的行为规则

是只选择自己占有最大市场域的区位；销售商有

协作时，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的行为规则是选择和其他

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均分市场的区位。

本文利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的

ＳｔａｒＬｏｇｏ作为模型实现工具。模型初始时，

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均匀分布于城市空间中，城市中有一

个销售商位于城市的西北角。在不同选址策略

下，新销售商进入市场时的选址结果见图２，图中

从左至右分别为市场初始状态、第２、３、４个销售

商进入市场时的选址。选址过程中，各销售商的

市场域变化如图３所示。

图２　新销售商选址和市场域分配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ＮｅｗＳ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３　销售商选址时的市场域变化

Ｆｉｇ．３　ＭａｒｋｅｔＡｒｅ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

图２为原有销售商不可再区位条件下的选

址，若原有销售商可再区位，选址结果如图４所

示。图４（ａ）为销售商无协作时的选址，由于Ｓｉｔｅ

Ａｇｅｎｔ可再区位，总有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未占据最优区

位，因此，各ＳｉｔｅＡｇｅｎｔ不断地在区位优势明显的

几个格网中再区位，以期获得最大的市场域；图

４（ｂ）为销售商有协作时的选址。

图４　原有销售商可再区位时的选址和市场域分配

Ｆｉｇ．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Ｓｅｌｌｅｒｓｃａｎ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３．３　结果分析

在销售商无协作策略下，销售商采用的是贪

心策略，当新销售商进入市场时，选择使自己占有

最大市场域的位置。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当

新销售商进入市场后，其市场域是最大的，这点从

图３（ａ）中的市场域变化也可以看出。当新销售

商进入市场后，不断通过再区位争夺原有销售商

的市场，当新销售商找到令自己市场域最大的位

置时，模型停止运行。如果原有销售商也可以再

区位，为了占有最大市场域，所有销售商就会集聚

在市场的中央，如图４（ａ）所示。

在销售商有协作策略下，新进入市场的销售商

尽量和原有销售商均分市场。在图２（ｂ）中，当新

销售商选址结束后，各销售商市场域大致相等，这

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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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图３（ｂ）中也可以看出。当新销售商进入市场

后，打乱了原有的市场域分配，当新销售商找到均分

市场的区位时，各销售商市场域大致相等。这点在

原有销售商可再区位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见图４（ｂ）。

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运行过程中，主体的行

为是按照预定规则进行的，由于实验模型中主体

规则较为简单，所以也有多种满足选址条件的销

售商布局，本文图示的只是结果之一。随着约束

条件和主体行为规则的复杂，满足选址条件的位

置将会减少。

４　结　语

本文实验结果证明，利用 ＭＡＳ建立的区位

模型能够将参与商业区位决策的多个主体之间、

多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微观相互作用以及在传统区

位建模中难以量化的信息纳入模型，通过模型的

运行表现出宏观的商业空间布局。这对研究和解

释复杂的区位过程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同时对研

究城市的空间演变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后续研究中，将对模型进行细化和具体化，

如对ＣｕｓｔＡｇｅｎｔ赋予兴趣、生活习惯、行为选择

等人类特性，将价格竞争、重区位成本、政策限制、

城市发展预测等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引入模型，建

立一个具有动态决策、预测能力、更加精细的选址

模型，为选址决策提供支持。

参　考　文　献

［１］　周春山，罗彦，尚嫣然．中国商业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４，５９（６）：１０２８１０３６

［２］　ＨｏｌｌａｎｄＪ．隐秩序［Ｍ］．周晓牧，韩晖译．上海：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　陈禹．复杂性研究的新动向———基于主体的建模方

法及其启迪［Ｊ］．系统辩证学学报，２００３，１１（１）：４３５０

［４］　ＳｅｐｐｌＵ．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ｉａｓａ．ａｃ．ａ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Ｒ９７００３．ｐｄｆ，

１９９７

［５］　ＳａｓａｋｉＹ，ＢｏｘＰ．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ｎ

Ｔｈüｎｅ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Ｌ］．ｈｔｔｐ：／／ｊａｓｓｓ．ｓｏｃ．

ｓｕｒｒｅｙ．ａｃ．ｕｋ／６／２／９．ｈｔｍｌ，２００３

［６］　ＬｏｍｂａｒｄｏＳ，ＰｅｔｒｉＭ，Ｚｏｔｔａ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ＧＩＳａｎｄ

Ｒｅｔａｉ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ｃＧＩＳ［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ｉｓ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０４

［７］　王铮，杨妍．理论经济地理学［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第一作者简介：晁怡，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ＧＩＳ及空间建模方

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ｏｙｉ＠ｔｏｍ．ｃｏｍ

犔狅犮犪狋犻狅狀犕狅犱犲犾犻狀犵犅犪狊犲犱狅狀犕狌犾狋犻犪犵犲狀狋犛狔狊狋犲犿

犆犎犃犗犢犻１
，２
　犔犐犙犻狀犵狇狌犪狀

１
　犆犎犈犖犛犺狌狀狇犻狀犵

３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８８Ｌｕｍｏ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ＡｕｇｕｒＩ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０２９ＧａｏｐｕＲｏａ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６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

ｔｅｍ（ＭＡ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３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ｇｅｎｔｓ，ｉ．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ａｇｅｎｔｓ，ｓｅｌｌｅｒ

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ａｃｒ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ｇｅｔ

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ｓｉ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ａｖｉｒ

ｔｕａｌｃｉｔｙｉ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Ａ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Ｈｅｔｅｌ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ＡＯＹｉ，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ｈｅｉ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ｏｙｉ＠ｔｏｍ．ｃｏｍ

９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