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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状态扩展元胞自动机模型对时空数据进行挖掘，其核心是引入可以量化的属性和不可量化的状

态对元胞状态进行扩展，解决时空数据挖掘中数据稀疏性和属性数据交互性问题，采用遗传算法寻找元胞自

动机模型的最优规则。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复杂的非线性和数据稀疏性问题，利用该方法能得到比传统方法

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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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系统是复杂的时空演变系统，地理现象

的变化是在环境和人为共同作用下的变化，寻找

地理现象变化规律一直都是地理学者研究的重

点。数据挖掘就是要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隐含

的、未知的、潜在的有用知识，从而为决策支持服

务。

元胞自动机（ＣＡ）模型是典型的时空动态变

化模型，已经应用到地理学领域。ＣＡ模型研究

的关键是演变规则，常见的建模方法有参数化过

程建模和启发式建模，都由地理现象变化的专家

知识获取模型规则。本文将状态扩展ＣＡ模型应

用到数据稀疏性和属性数据交互性的地理现象

中，对时空数据进行挖掘。

１　状态扩展犆犃模型

ＣＡ是一种时间、空间、状态都离散，空间相

互作用和时间因果关系皆局部的网格动力学模

型。标准ＣＡ模型结构如图１，包括元胞空间、元

胞状态、演化规则和时间。

ＣＡ模型具有时空变化规律，只要对ＣＡ模

图１　标准元胞自动机模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型进行适当扩展，就会成为良好的时空数据挖掘

模型。但由于地理现象的复杂性，难以定义一个

统一的模型框架。本文ＣＡ模型主要研究地理现

象的时空分布演变规律。

状态扩展ＣＡ模型定义如下：

犆犃 ＝ ｛犉，犔，犌，犖，犛，犚 ｝ （１）

这里，犉＝｛犳 ｝表示可以量化表达的属性信息数

据；犔＝｛犾｝表示地理现象的分布，不能量化表达；

犌是地理空间的元胞划分；犖＝｛犮１，犮２，…，犮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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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胞邻居，ｄｉｓｔ（犮犻－犮）＜犱；犛＝｛狊犮｝，狊犮＝（犾，犉犮）

表示元胞的状态变量；犚＝｛狉｝表示规则集，或者

称为演化函数集。演化函数狉为犛×犌→犛。

元胞犮在狋＋１时刻的状态由元胞狋时刻状态

和元胞邻居决定，ＣＡ的基本原理为：

狊狋＋１ ＝狉（犖犮，狊狋） （２）

进行时间序列迭代，迭代公式为：

狊狋＋１ ＝狉犽（狉犽－１…狉１（犖犮，狊狋）…）） （３）

　　状态扩展ＣＡ模型如图２。与标准ＣＡ比较，

状态扩展的核心是引入能量化数值表示的属性和

不可量化表示的地理现象分布，共同参与演化规

则的决策。如对于本文实验，离开放水源的距离

就是能量化表示的属性，而鸟巢出现的位置就是

不可量化表示的地理现象分布。

图２　扩展状态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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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状态扩展犆犃模型在时空数据挖

掘中的应用

　　目前，将某个特定区域的时空数据进行综合，

充分考虑影响区域的全部因素，从而发现特定地

理现象的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很少，这是由于目

前的地理信息系统都是静态的，不能很好分析动

态变化，不具备智能决策能力，因此就难以挖掘多

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时空变化规律。另外，由于地

理现象的错综复杂性，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

进行研究，而是按照特定领域和特定范围进行具

体研究。

文献 ［２］按照复杂性不同，列举了数据挖掘

的３种方法。

１）线性回归模型。不考虑空间的相关性，定

义如下：

狔＝犡×β＋ε （４）

这里，狔是观测值；犡是试验变量数据值；ε是随机

误差。

２）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ＡＲ）。在经典线性回

归模型基础上试图模拟空间的相关性，引入空间

邻近性矩阵，基本思想是邻近的空间位置对数据

具有更大的影响，该影响通过空间相关矩阵来表

示：

狔＝ρ犠 ×狔＋犡×β＋ε （５）

　　３）Ｍａｒｋｏｖ随机模型。与上面两种方法比

较，Ｍａｒｋｏｖ随机模型更复杂，是基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分

类方法的。这与逻辑回归模型不一样，它没有任

何参数，不需要假设类型变量的条件分布属于某

种特定的分布。对于给定的数据犡，用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规则从特征向量犡和邻居标识向量犔犻来预测犾犻：

犘（犾犻／犡，犔犻）＝
犘（犡／犾犻，犔犻）犘（犾犻／犔犻）

犘（犡／犔犻）
（６）

　　逻辑回归模型需要假定参数服从某种特定的

分布。Ｍａｒｋｏｖ模型虽然不依赖任何参数，不需

要知道任何分布类型，理论上能够解决涉及多个

变量的概率分布类型，但实际上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需

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和少量关于犘（犡｜犾犻，犔犻）的限

制性假设，这是因为 Ｍａｒｋｏｖ方法需要将所有成

对的条件相关的变量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数

据缺少时，Ｍａｒｋｏｖ方法很难解决它们之间的交

互问题。而在地理现象领域，常存在稀疏数据，难

以得到全部的相关变量。数据的稀缺性和属性信

息交互性是空间数据挖掘常见的问题，其中属性

信息交互是数据挖掘的一个关键方面。扩展状态

ＣＡ模型方法能很好地解决复杂非线性的数据模

式识别，特别是涉及多个属性信息交互和数据稀

缺情况下，显示了巨大潜力，一方面能解决传统方

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能改善和提高一

些方法的精度。

本文提出的状态扩展ＣＡ模型用于时空数据

挖掘，基本思想是利用历史数据和相关的专业知

识作导向，根据历史数据对模型进行校正和检验。

为了应用状态扩展ＣＡ模型在区域环境中挖掘有

用知识，能对复杂的因素进行智能决策，本文引入

了遗传算法，在海量的规则空间中寻找最优规则

的同时，自动给规则组合赋予相应的权。这里采

用标准的ＧＡ模型
［３］：

ＧＡ＝ ｛犘，犜，ρ，犌，犈 ｝ （７）

式中，犘代表所有ＣＡ规则的数量；犜是ＣＡ时间

间隔的数量；ρ是变异率；犌 是后代的数目；犈 是

激活的规则数目。

此外，ＣＡ参数设定对 ＧＡ搜索的性能有较

大影响。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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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适应度评价的方法选取。文献 ［２］提出

了４种方法，这里采用同时考虑最后演变结果的

精度和空间相对位置的精度的组合：

犛犃犕 ＝犃狀犕犘狀＋犃狀狀犕犘狀狀 （８）

式中，犃狀［犻］＝犳犮［狊犻］表示真实出现的分布位置；

犘狀［狀］＝^犳犮［狊犻］表 示 预 测 可 能 出 现 的 位置；而

犃狀狀［犻］＝１－犃狀［犻］和犘狀狀［犻］＝１－犘狀［犻］是其各自

的反值，犕＝犠＋犐是空间邻近矩阵和单位矩阵相

加值。

２）ＣＡ维数。ＣＡ被用作适应度评价时，ＣＡ

维数对于找到优良的基因组所花费的时间具有很

大影响。采用小的ＣＡ邻居很快找到能得到结果

的基因组，但是适用性较差；而采用较大的ＣＡ邻

居需要花费更长时间，但是所找到规则的适用性

更好。

３）ＣＡ迭代次数。ＣＡ运行迭代多少次对适

应度计算有很大影响，一种合适的方法是开始采

用相对多的时间步骤以找到好的基因组；然后逐

渐减少迭代次数，以区分更高质量的基因组。

４）边界类型。经过实验，采用反射对称的规

则类型得到的结果更好。

３　状态扩展犆犃模型的时空数据挖

掘应用实例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困难性以及与文献［２］中

３种数据挖掘方法比较，本文实例数据取自文献

［２］，以展示本文提出方法的特点，实例数据如图

３和图４所示。某个特定地理区域空间居住许多

鸟，从图中数据可以看出，鸟巢在空间出现的位置

是稀疏的，受到众多环境因素影响，该问题是稀疏

数据和属性交互的时空演变模式问题。经生态学

专业领域的研究得知，鸟巢的空间位置分布主要

与３个因素相关：① 植被的存活能力；② 离开放

水源的距离；③水源的水深。这３个因素称为实

验变量，它们具有交互性。

图３　离开放水源距离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ＯｐｅｎＷａｔｅｒ

　
图４　鸟巢空间分布位置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

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ｓｔ

假定鸟巢分布的时空演变规律为式（９）或者

式（１０），式（９）和式（１０）都是非常复杂的非线性问

题，体现了空间位置相关和属性信息相关。式

（１０）是在式（９）基础上增加了属性信息相关，比式

（９）更复杂。

狔
狋
犻犼 ＝ρ犠 ×犢

狋
狑 ＋β×ｃｏｓ（犡）＋

　犮×ｒａｎｄｏｍ（ε） （９）

狕狋犻犼 ＝ρ犠 ×犢
狋
狑 ＋β×ｃｏｓ（犡）＋犠 ×

　ｃｏｓ（犡）×γ＋犮×ｒａｎｄｏｍ（ε） （１０）

这里，ρ是空间权；犠 是邻居；犢
狋
狑 是在时间狋的邻

居鸟巢的空间分布；β是邻近位置的权，犡 是鸟巢

离开放水源的距离；γ是邻居实验变量相关性；犮

是噪音权；ε∈犖（０，１），狔
狋
犻犼和狕

狋
犻犼是在时间狋综合生

成的鸟巢空间分布；下标犻犼表示元胞单元索引；

上标狋表示时间。。

鸟巢空间分布变化是典型的时空数据分布现

象，将图３和图４数据作为训练学习数据，而将经

过ＳＡＲ模型的模式演变的结果数据作为ＣＡ和

ＧＡ迭代演变的测试数据。运用上述定义的状态

扩展ＣＡ模型和 ＧＡ 算法对实验数据隐含的式

（９）和式（１０）的模式进行挖掘，得到如图５和图６

所示的结果。

图５　随ＣＡ迭代时间的逐渐拟合改变图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ｄｕａｌＦｉｔｎｅｓ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ｖｅｒＣＡＴｉｍｅＳｔｅｐｓ

图６　随ＧＡ后代演变逐渐拟合改变图

Ｆｉｇ．６　ＦｉｔｎｅｓｓｏｆＧＡｆｏｒＴｗｏ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状态扩展ＣＡ模型方法

可以解决复杂的非线性模式识别问题，特别是在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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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个属性数据共同影响下稀疏数据的隐含规律

进行挖掘，该方法特别有效。随着模式复杂性的

提高，适应度评价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迭代。

４　结　语

空间统计学方法用来挖掘时空数据模式已经

有很多研究，本文在文献［２］基础上，采用状态扩

展ＣＡ模型进行时空数据挖掘，显示了巨大潜力，

可以发现复杂的非线性时空规律和处理多个属性

信息的交互。针对海量数据挖掘问题，需要研究

合适的并行算法，采用分布式并行计算才能提高

效率。未来工作还需要将本文的方法在更广泛的

范畴进行验证，需要深入研究该方法对随机噪音

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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