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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时空分配组合方法，综合考虑服务时间在主干道路和街区内分配的各种情形，探讨了符合实际需

求的消防站点服务范围计算方法。提出了基于多个独立指标的评价消防设施布局方案的方法，对消防规划方

案进行评价。最后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对所提出方法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也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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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消防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项重要的

专业规划，然而，由于传统消防规划的编制方法过

于简单，往往导致消防设施覆盖范围不能满足实

际需求，或由于覆盖重叠度过高而造成浪费，因

而，消防设施优化布局成为本研究的重点。本文

基于时空分配组合的思路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消

防设施服务范围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

于多个独立指标（后称“多独立指标”）评价消防设

施布局方案的方法来辅助消防设施的优化布局过

程。本研究旨在建立更符合现实情况（即同时考

虑车行可达性较低的街区内部和通行能力多样的

道路网络）的消防设施服务范围，并通过计算多个

评价指标更全面地比较现状及不同的规划布局方

案，进而提高消防设施布局优化过程和规划方法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在ＧＩＳ环境下的

国内消防应急方面的应用研究已取得可喜的进

展［１４］。然而，这些研究往往仅考虑基于道路网络

模型（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的线性路网覆盖而忽视了

更为实际的区域覆盖，或者是简单地把消防站车

行可达的网络终点依次相连形成凸多边形以作为

服务覆盖区，而缺乏或忽略对街区内部的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道路网络数据的精细程度将直接

影响其分析结果的精确度。具体地说，当道路数

据较完整、能包含连接街区和街区内部的道路时，

以上两种方法都能模拟出较好的设施服务范围；

但如果缺乏街区的内部道路数据，或者缺乏支路

的情况下，用这些方法计算出来的服务范围与现

实中操作的服务范围存在较大的出入。因此，本

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构建和实验一种计算服务

范围的新方法，即使在无法获得街区内部道路细

节的情况下，仍然考虑了街区内可能的服务范围。

另外，常规的消防设施布局方案评价方法通

常仅考虑服务覆盖率（多以面积为基准）这一个指

标，希望实现服务覆盖率的最大化。但是，使用单

一指标进行评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评

价目标单一、不符合复杂决策需求等方面。引入

多个指标分别对不同的规划布局方案进行比较和

评价，是本研究的另一个目标。同时，通过比较采

用不同服务范围的计算方法（包括基于ＧＩＳ标准

功能的服务范围计算方法和本研究提出的新方

法）所得到的对应服务范围的各指标值，从而客观

地分析新方法对优化过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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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于时空分配组合服务范围计算

和多独立指标评价方法探讨

　　本文将从空间布局上综合考虑服务时间在主

次道路和街区内分配组合的各种情形而集成地计

算服务区的空间范围，实现按实际需求对消防设

施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图１所示为该方法的主要

流程。本研究主要针对最关键的消防设施———消

防站而展开。

图１　基于时空分配组合和多独立指标评价的

消防设施优化布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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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最优路径的引入

现实世界中，消防站的责任区边界不可能简

单地用均质的圆来表示，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救

灾行动都是通过承担多种功能（疏散、运送等）的

道路而实现的，一旦交通停滞和中断，应急救援进

程将被阻断或瘫痪。而以上因素可以直接在基于

复杂道路网络的最优路径选择过程中加以考虑，

即要充分考虑最大服务时间限制，在消防站的责

任区划分中有必要将道路网络的最优路径作为考

虑问题的基础。

１．２　时空分配组合分析

本研究在服务范围计算中并没有采用以往对

服务时间作简单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即仅考虑消

防站在指定行车时间段内的道路网络所围合的覆

盖范围，而是除了考虑消防车在城市主干道路的

行驶时间消耗之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同时

间分配给街区内部或者是没有道路数据的区域中

去，真正地考虑到了火灾发生地点。

现假设某消防站点位于城市干道上的一点，

将时间分配组合为６种情形，如（５，０）、（４，１）、（３，

２）、（２，３）、（１，４）以及（０，５）等。前一个数字表示

消防车在主干道路上行驶的时间，而后一个数字

则表示消防车在街区内的消耗时间。道路网络上

的车行速度视道路等级而有所不同，根据城市的

规模和道路网形态特征等，在建立ＧＩＳ的道路网

络结构的过程中，分别为不同级别的道路（包括快

速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支路）设定经验速度或

平均速度。至于街区内的行驶速度可以由实地调

查或实际经验确定，本研究把街区内车行速度取

值为１２ｋｍ／ｈ。

据上所述，（５，０）表示消防车在城市道路上行

驶满５ｍｉｎ、而不考虑在街区内部行驶的情形，此

时该消防站点的覆盖范围可以表达为图２（ａ）的

形式（两边的圆弧是考虑了消防车的水管长１２０

ｍ的覆盖范围，即城市道路沿街部分发生火灾的

情况）；（０，５）则表示消防车不需要在城市道路行

驶而直接进入街区内部行驶５ｍｉｎ的情况，它对

应的消防站点的覆盖范围可用图２（ｂ）表示（消防

站附近的街区内部发生火灾的情况）；依此类推，

（４，１）、（３，２）、（２，３）、（１，４）的４种情形都可以描

述出各自的覆盖范围。如果将时间粒度进行无限

小的划分，将会得到无限个时间分配组合下的消

防站点的覆盖范围，对所有的覆盖范围进行合并

即得到该消防站点的实际覆盖范围（类似于微积

分的原理）。当然，没必要真正产生无限个覆盖范

围，因而只选择有限的时间划分组合（出于实验目

的本例只采用了６个时间分配方案）对应的的覆

盖进行叠加，并用光滑的曲线将各时间段划分方

案所覆盖的范围的节点连接起来，从而获得近似

无限组合的、且比传统方法更合理的覆盖结果，如

图３所示。

图２　服务时间分配方案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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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独立评价指标的选择与分析

为了给复杂的优化和规划决策提供量化的指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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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消防站点的实际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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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依据，本文提出了能反映多个评价目标的指标，

包括常用的响应覆盖面积和响应覆盖面积率以及

响应覆盖人口与响应覆盖人口率、交叉响应覆盖

面积与交叉响应覆盖人口等有重要意义的指标。

这些指标中有的是数值型（如面积和人口的绝对

数值），有的是比例型（如响应覆盖面积率是响应

覆盖面积与研究区域总面积的比值），两类指标分

别对应着不同的实用意义。

多个指标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

从侧面反映了现实决策的难度和复杂度。在比较

各方案时决策者也需要意识到这些关系。首先，

理论上，在消防站数量确定的情况下，不同的消防

站布局方案在消防第一出动时间内（通常为５

ｍｉｎ）的消防站响应覆盖率和交叉响应覆盖率这

两个指标呈相反趋势，即如果消防站在指定行车

时间段内的覆盖率越高，则交叉覆盖率会越低，反

之亦然。其次，由于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分布往

往是不均匀的，有时可能出现响应覆盖面积率和

响应覆盖人口率变化不一致的规律，即覆盖面积

率高的方案覆盖人口率不一定高。另外，同一指

标的决策效用也有多重性，如较高的交叉响应覆

盖率可能表示火灾的重复保障率较高，但也意味

着对消防设施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视不同地段的消防站服务区域综合考虑

指标的有效性，从而作出合适的决策。

由于本研究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时间限制等

原因，并没有直接探讨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模型，而

是试图通过实例研究来初步检验所建议计算方法

的有效性，衡量多个独立指标的比较效果和决策

意义，为下一步综合评估指标计算模型的建立打

下研究基础。一旦选择和量化了合适的综合评价

模型，可进行迭代循环来完成布局方案的比较和

优化。通过反复迭代，虽不能保证迭代能收敛于

精确的最优解，但在给定合理的初始解情况下，可

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出最优方案。

２　实例研究

本研究以武汉市武昌区为研究区域，该区位

于长江之滨，东倚洪山区，北靠青山区，是武汉市

的老城区之一。研究区域面积约为６４．７ｋｍ２，人

口约８７．２６万，人口密度较高，且武昌区内部有不

少年代较久的建筑和工业厂房，消防要求较高。

２．１　研究方案设计

１）对研究区域现有的消防站点（因数据有

限，暂采用１９９８年３个消防站点），根据前述时间

组合方案分别进行责任区域的计算分析，再在对

各服务区域合并的基础上，对其覆盖能力进行评

估，并就本研究提出的获得消防站点服务范围的

方法的实用性进行讨论。

２）根据一定的规划原则与依据，对现有消防

站点的布局进行人工调整，拟增加数个消防站点

（数量尽可能少），采用同样的方法，获得总服务范

围，并与现状情况进行比较。

２．２　数据准备和建模流程

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涉及道路网络、人口统

计分区、现状消防站点分布和规划消防站点分布。

对单一时间组合方案情况下服务范围提取和

覆盖指标计算，采用建模方法，实现分析计算的批

处理，以提高优化研究的自动化能力。建模与实

施的环境是ＡｒｃＧＩＳ的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和 Ｍｏｄｅｌ

Ｂｕｉｌｄｅｒ，选择Ｐｙｔｈｏｎ作为模型的程序实现语言。

实现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单一时间组合方案的服务范围与

评价指标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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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设计的研究方案和计算，得到以下实验

结果。图５（ａ）和图５（ｂ）分别表示在 ＡｒｃＧＩＳ软

件中自动计算的总服务区域和按照本研究提出的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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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时间组合方案的总服务区范围，而图５（ｃ）是两

个范围叠加后的显示结果。从图５（ｃ）可大致看出，

后一种方法获得的总服务区范围略大于软件功能

得到的区域，这种差异是由于服务区域的计算机制

或采用算法的不同所引起，其直接结果是后者的响

应面积覆盖能力较强一些。从服务区的边界形状

看，前者有较多的棱角和凸凹，而后者的边界更平

滑一些、区域的规整性更好一些，这与前述拟产生

较光滑的覆盖范围的设想基本一致。以上两种方

法计算所得的消防响应覆盖水平见表１。

图５（ｄ）表示的是，５个时间组合方案所得的

服务区域中相互交叉覆盖的部分，交叉覆盖人数

约为１３．５６万人，交叉覆盖面积约为６２１．４２ｈｍ２

（计算时，无论几次重复覆盖都视为一次），相应的

交叉覆盖面积率为２７．７％，交叉覆盖人口率为

３３．２５％。实验结果表明，交叉重叠的区域一般靠

表１　各服务区域覆盖指标信息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Ｓ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方案分类＼结果
覆盖人

口数／人

覆盖人

口率／％

覆盖面

积／ｈｍ２
覆盖面

积率／％

现

状

综合时间组合方案 ４０７８０１ ４６．７４ ２２４３．２５ ３４．６６

ＧＩＳ自动计算方案 ３７８０９１ ４３．３３ ２０８４．１８ ３２．２１

规

划
综合时间组合方案 ７７５６０４ ８８．８９ ５７１１．８５ ８８．２６

近布局相对集中的消防站，且在接近总服务区中

心的地方交叉覆盖次数相对较高，而外围可能只

有一所消防站为其提供服务，这与现实经验相符。

图５（ｅ）是采用某一消防站规划布局方案后

所获得的综合时间组合方案的总服务区范围。该

范围基本覆盖了研究区域，区域内部未被覆盖的

“空洞”实际上是一块开敞的公共空间（如水域、公

园绿地）。表１也包含了该规划方案对应的消防

响应覆盖水平值。

图５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结　语

实验证明，本文所提出的基于时空分配组合，

通过建立消防救灾服务范围计算模型，综合考虑

了服务时间在主干道路和街区内部的不同组合情

形，能够较为真实地模拟消防站点的实际服务范

围。基于本研究提出的新方法所计算出的消防设

施服务区，结合多个独立指标来评价现状及规划

方案，我们初步实现了更符合实际需求的消防设

施布局优化过程。该研究方法在消防规划中有更

切合实际的应用前景。

１）利用ＧＩＳ统计分析火灾数据，在地图上直

观地反映区域、行业火灾分布情况，以便于制定科

学的措施和对策。

２）建立基于ＧＩＳ的火灾防范规划支持系统，

既能形象地反映情况，又能便于动态管理；加入火

灾蔓延模型、空间数据库及空间分析模型，建立火

灾风险评估体系，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便于各级安全监督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强督查工

作。

３）该方法同样适用于诸如学校、医院急救站

等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优化，研究中建立的模型

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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