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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用基于加速遗传算法的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影响因子权重，用频率分析方法构造分类集合，然

后采用集对分析方法从同、异、反三方面对预测当前年的区域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集与分类集合的影响因子

的距离进行定量计算，将分类集合生态足迹中心值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当前年生态足迹的预测值，进而建立了

用集对分析聚类预测方法进行区域生态足迹动态预测的（ＳＰＡＣＰ）具体实施方案。应用结果说明，这套建模

方案的物理概念清晰，计算简便，精度较高，通用性较强，在不同区域生态足迹动态预测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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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生态足迹具有不同区域间的可比性、可

持续发展判别的直观性和计算方法的可验证性等

优点，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主要方

法［１４］。深入探讨生态足迹动态变化趋势，揭示人

口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生态足迹的影响，

增强生态足迹对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动态

预测功能，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与管理提供重

要的决策信息，已成为目前研究的重要前沿问

题［３７］。集对分析方法（ｓｅｔｐａｉ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ＳＰＡ）是定量分析不确定耦合系统的一种新的不

确定性分析方法［８］。ＳＰＡ与聚类分析、模式识别

和相似预测方法综合集成形成的集对分析聚类预

测新方法（ＳＰＡＣＰ）
［９］可克服线性回归、时间序列

分析、灰色系统模型等参数统计预测模型结构的

不确定性问题，适用于区域生态足迹趋势预

测［１０］。因此，本文在文献［９，１０］的基础上，为使

用ＳＰＡＣＰ预测区域生态足迹的过程更具通用

性，提出了用基于加速遗传算法的模糊层次分析

法（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ｆｕｚｚ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ＧＡＦＡＨＰ）
［１１］确定

影响因子权重，用频率分析方法构造分类集合，并

用ＳＰＡＣＰ对安徽省的生态足迹变化趋势进行了

预测研究。

１　区域生态足迹趋势预测犛犘犃犆犘

方法的建立

　　区域生态足迹趋势预测的ＳＰＡＣＰ的建模过

程如下。

１）根据区域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子的历史

样本数据集，建立分类集合。根据研究区域生态

足迹的物理成因机制和统计分析［１１，１２］确定影响

研究区域生态足迹的年增长率（定义为该年的值

与上年的值之比）狔犻 的主要影响因子的年增长率

为｛狓犻犼｜犼＝１～犿｝，犻＝１～狀。其中，狀和犿 分别为

样本容量和影响因子的数目。对生态足迹历史样

本｛狔犻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对应的影响因子也跟

着排序，排序后的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子的年增

长率历史样本数据集分别记为｛狔犻｝和｛狓犻犼｝。根据

频率分析方法［１３］，生态足迹历史样本集｛狔犻｝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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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狔犻值的经验频率为：

犳犻＝犻／（狀＋１）　（犻＝１，２，…，狀） （１）

　　设研究时期内区域生态足迹年增长率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分别为狔ｍｉｎ和狔ｍａｘ，则样本系列｛狔犻｜犻

＝１，２，…，狀｝把区域生态足迹年增长率的整个变

化区间［狔ｍｉｎ，狔ｍａｘ］分割成个狀＋１个子区间［狔ｍｉｎ，

狔１），［狔１，狔２），…，［狔狀，狔狀－１）和［狔狀，狔ｍａｘ］。大量实

际资料表明，这狀＋１个子区间的中间子区间的长

度相对比较窄，两端子区间的长度相对比较宽，根

据概率定理，理论上可以证明［１３］：这些子区间出

现的概率的数学期望均为１／（狀＋１）。设根据样

本容量狀确定的分类数目为犮，则根据式（１）可以

得到｛狔犻｜犻＝１～狀｝的第１分类为｛狔犻｜犻＝１～［狀／

犮］｝，第２分类为｛狔犻｜犻＝（［狀／犮］＋１）～［２狀／犮］｝，

…，第犮分类为｛狔犻｜犻＝（［（犮－１）狀／犮］＋１）～狀｝，其

中，［］为取整函数。这样建立的各分类集合的样

本数目能够保证均等性。于是可统计这些分类集

合的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子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分别记为珔狔犽和珚狓犽犼，犽＝１～犮，犼＝１～犿。

２）用 ＡＧＡＦＡＨＰ计算
［１２］各影响因子的权

重狑犼，犼＝１～犿。对两两影响因子间的重要性作

比较，建立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犘＝（狆犻犼）犿×犿，要求

满足０≤狆犻犼≤１，狆犻犼＋狆犼犻＝１。其中，狆犻犼表示因子犻

优于因子犼的程度，当狆犻犼＞０．５时，表示决策者认

为因子犻比因子犼重要，且狆犻犼越大因子犻比因子犼

越重要；反之亦然。若矩阵犘不具有满意的一致

性，则需要修正。设犘 的修正判断矩阵为犙＝

｛狇犻犼｝犿×犿，犙各因子的权重仍记为｛狑犼｜犼＝１～犿｝，

则称使下式最小的犙为犘 的最优模糊一致性判

断矩阵［１２］：

ｍｉｎ犆（犿）＝∑
犿

犻＝１
∑
犿

犼＝１

狘狇犻犼－狆犻犼狘／犿
２
＋

∑
犿

犻＝１
∑
犿

犼＝１

狘０．５（犿－１）（狑犻－狑犼）＋０．５－狇犻犼狘／犿
２

ｓ．ｔ．　１－狇犼犻 ＝狇犻犼 ∈ ［狆犻犼－犱，狆犻犼＋

犱］∩ ［０，１］（犻＝１～犿，犼＝犻＋１～犿），狇犻犻 ＝

０．５（犻＝１～犿），狑犼＞０（犼＝１～犿），∑
犿

犼＝１

狑犼 ＝１

（２）

式中，目标函数犆（犿）称为一致性指标系数；犱为

修正判断矩阵变化幅度的非负参数，根据笔者的

经验，可从［０，０．５］中选取。模拟生物优胜劣汰规

则与群体内部染色体信息交换机制的加速遗传算

法（ＡＧＡ）
［１４］是一种通用的全局优化方法，用它来

求解式（２）所示的问题较为简便而有效。当犆（犿）

＜０．２０时，可认为犘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据此计

算的各因子的权重狑犼 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就需

要提高参数犱或重新建立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犘，

直到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为止［１２］。

３）建立各分类集合的影响因子年增长率集

合犉犽＝｛珚狓犽犼｜犼＝１～犿｝和参照样本的影响因子年

增长率集合犉０＝｛狓０犼｜狓０犼＝１，犼＝１～犿｝之间的联

系度狌犽，犽＝１～犮。ＳＰＡ的基本思想就是在给定

问题背景情况下对所论的两个集合犉犽 和犉０ 建

立集对犎（犉犽，犉０），就 犎（犉犽，犉０）的相似性及其

转化进行同、异、反三方面的定量比较分析，建立

犎（犉犽，犉０）的同异反的联系度表达式
［９］：

狌犽 ＝犃犽＋犅犽犐＋犆犽犑 （３）

式中，犃犽 ＝∑
犿

犼＝１

狑犼犪犽犼、犅犽 ＝ ∑
犿

犼＝１

狑犼犫犽犼 和犆犽 ＝

∑
犿

犼＝１

狑犼犮犽犼 分别为集合犉犽 和犉０ 的同一度、差异度

和对立度，它们均为非负值，满足犃犽＋犅犽＋犆犽＝

１；犪犽犼、犫犽犼和犮犽犼分别为影响因子的年增长率狓犽犼与

狓０犼的同一度、差异度和对立度，它们均为非负值，

满足犪犽犼＋犫犽犼＋犮犽犼＝１；犐为差异度系数，在［－１，

１］中取值，当犐取－１和１时，表示犫犼 是确定的，

而随着犐接近于０，犫犼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强，有时

犐仅起差异标记作用；犑为对立度系数，一般恒取

－１；犽＝１～犮。影响因子的年增长率珚狓犽犼与狓０犼＝１

间就相似性这一模糊不确定性，它的同一度一般

可以取为［１０，１１］：

犪犽犼 ＝犪０珚狓犽犼 （４）

它的对立度一般可以取倒数型对立［１０，１１］：

犮犽犼 ＝犮０／珚狓犽犼 （５）

式（４）和式（５）中，常数犪０ 和犮０ 的取值要求联系

度在［０，１］区间内，即要求满足条件：

犪０珚狓犽犼＋犮０／珚狓犽犼 ≤１ （６）

满足式（６）的犪０ 和犮０ 的取值大小不会影响预测

结果［１１］。

４）建立待预测样本狆的影响因子年增长率集

合犉狆＝｛狓狆犼｜犼＝１～犿｝和参照样本的影响因子年

增长率集合犉０＝｛狓０犼｜狓０犼＝１，犼＝１～犿｝之间的联

系度狌狆。把珔狓犽犼替换为狓狆犼，同步骤３），即可得到：

狌狆 ＝犃狆＋犅狆犐＋犆狆犑 （７）

　　５）计算联系度狌犽 与狌狆 的同异反距离
［１０，１１］：

ρ犽 ＝ ［（犃狆－犃犽）
２
＋（犅狆－犅犽）

２
＋（犆狆－犆犽）

２］０．５

（犽＝１～犮） （８）

　　６）计算待预测样本的区域生态足迹值的年

增长率狔狆，根据狔狆 即可进行区域生态足迹趋势

预测。根据同异反模式识别的择近原则［１０，１１］，若

ρ犽０＝ｍｉｎ（ρ１，ρ２，…，ρ犮），则待预测样本狆的影响

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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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年增长率集合犉狆 与第犽０ 分类集合的影响因

子年增长率集合犉犽
０
最接近，故可取狔狆＝珔狔犽０。为

了充分利用所有分类集合的同异反距离的信息，

狔狆 的计算式为：

狔狆 ＝∑
犮

犽＝１

珔狔犽
０

ρ犽
／∑

犮

犻＝１

１

ρ犻
（９）

２　应用实例

以安徽省生态足迹趋势预测为例，进一步说

明应用ＳＰＡＣＰ的具体过程。文献［８］确定了影

响安徽省生态足迹的主要影响因子有８个，即狓１

（人口）、狓２（ＧＤＰ）、狓３（第一产业产值）、狓４（第二产

业产值）、狓５（第三产业产值）、狓６（固定资产投资）、

狓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狓８（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根据表１中安徽省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生态

足迹及其影响因子的年增长率的历史样本数据

集，取分类数目犮＝３，由ＳＰＡＣＰ的步骤１）得到

的各分类集合的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子年增长率

的平均值如表２所示。

根据安徽省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子的偏最小

二乘回归分析［８］，可得到表１中８个影响因子间

表１　安徽省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子的年增长率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狓犻１ 狓犻２ 狓犻３ 狓犻４ 狓犻５ 狓犻６ 狓犻７ 狓犻８ 狔犻

１９９１ １．０１４７ １．００８４ ０．７７４１ １．１１４１ １．２０２０ １．０８１０ １．０９７１ ０．９２１７ ０．８７９３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２７ １．２０７５ １．２１００ １．１８８４ １．２３２９ １．５６１９ １．１７２６ １．０５７１ １．１３８４

１９９３ １．００９１ １．２９４５ １．２４０８ １．３３６２ １．２８８１ １．４３６８ １．２１３９ １．２１４８ １．１０７５

１９９４ １．０１１６ １．２７３１ １．１８６３ １．２１７９ １．４３４６ １．２６１３ １．３８１８ １．５３２７ １．００５４

… … … … … … … … … …

２００４ １．０００９ １．２１３１ １．２６８３ １．２０１７ １．１９８７ １．２９５４ １．１２７８ １．１３６２ １．００３８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５６ １．１２９５ １．００９６ １．２１１０ １．１１１１ １．３１７０ １．１１５０ １．２１０９ １．０１１４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１．００７５ １．１３２０ １．０５８０ １．１６２８ １．１４６６ １．２４０８ １．０８５５ １．１０８５

表２　各分类集合的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子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Ｅｖｅ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Ｓｕｂｓｅｔ

分类序号犽 珚狓犽１ 珚狓犽２ 珚狓犽３ 珚狓犽４ 珚狓犽５ 珚狓犽６ 珚狓犽７ 珚狓犽８ 珔狔犽

１ １．００８６ １．０９３７ １．０１１６ １．１２７７ １．１５９２ １．１３９３ １．０８３１ １．０１７５ ０．９６７８

２ １．００８２ １．１３１４ １．０４０４ １．１３５５ １．１９７３ １．１８２９ １．１１９９ １．１４１０ １．０２２７

３ １．０１０１ １．２３０１ １．２８３６ １．１９６８ １．２３２３ １．３３７２ １．１５８２ １．１３２３ １．１０８９

两两重要性比较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为：

犘＝

０．５０．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５０．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５０．５０．５ １ １

０ ０ ０ ０．５０．５０．５ １ １

０ ０ ０ ０．５０．５０．５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５

　　用ＡＧＡＦＡＨＰ解得８个影响因子的权重分

别为０．２１６、０．２１６、０．１８１、０．０９９、０．１０４、０．０９１、

０．０２９和０．０６４，一致性指标系数为０．１６６９，故认

为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这些权重值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表１和表２中的年增长率的变化范围，式（４）

和式（５）中常数犪０和犮０分别取０．５和０．２，把表２

代入式（４）和式（５），再与上述权重值一起代入式

（３），即得各分类集合和参照样本间的联系度狌犽，

如表３所示。取２００５年为检验样本，同理可得

２００５年和参照样本间的联系度狌２００５，把狌２００５和狌犽

代入式（８）得狌２００５和狌犽间的同异反距离，再由式

（９）得安徽省２００５年生态足迹年增长率的预测值

为１．０２０９，与实际值１．０１１４的相对误差为

０．９４％（见表３），说明ＳＰＡＣＰ的预测精度较高，

预测有效。

表３　各样本的联系度、同异反距离和生态足迹年增长率值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本名称
与参照样本的联系度 与分类集合的同异反距离 生态足迹年增长率

犃 犅 犆 第１分类 第２分类 第３分类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第１分类 ０．５３４８ ０．２７７７ ０．１８７５ ０．９６７８

第２分类 ０．５５０３ ０．２６７３ ０．１８２４ １．０２２７

第３分类 ０．５９５３ ０．２３５３ ０．１６９４ １．１０８９

２００５年 ０．５５５６ ０．２６３１ ０．１８１３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４９９ １．０１１４ １．０２０９ ０．９４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０．５５１７ ０．２６６４ ０．１８２０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５５０ １．０２１１

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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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对安徽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人均生态足迹变

化趋势进行预测，分析表１，认为用最近５ａ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各影响因子的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作为安徽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各影响因子的年增长

率的平均值比较合理，用ＳＰＡＣＰ可得安徽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生态足迹年增长率的平均值为

１．０２１１，比安徽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生态足迹年增

长率的平均值１．０１７５大０．３５％，比武汉市２００４

～２０２０年生态足迹年增长率的平均值１．０３１３小

０．９９％，比较接近，故认为相对合理。于是根据安

徽省２００５的生态足迹值１．６７１ｈｍ２／ｃａｐ，可预测

安徽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各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如图

１所示。

图１　安徽省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人均生态足迹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为了对ＳＰＡＣＰ进行比较分析，笔者应用通

用回归分析模型［１５］和安徽省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人均

生态足迹历史数据，建立安徽省人均生态足迹趋

势预测模型为：

狔＝０．８５（１＋０．３１６２犻）
０．３９２１ （１０）

式中，犻为年的序号，犻＝１表示１９９０年，犻＝１６表

示２００５年，依次类推。

为了就安徽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的人均生态足

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趋势作进一步的比较分

析，笔者建立的安徽省人均生态承载力趋势预测

模型为：

狔＝０．５１５（１＋０．０００１３犻）
－１００ （１１）

式中，犻的意义同前。根据式（１１）可得安徽省人

均生态承载力的趋势预测值，与ＳＰＡＣＰ的人均

生态足迹的趋势预测值进行比较，即可得到人均

生态赤字的趋势预测值，如表４所示。

图１和表４说明：① 安徽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和２０２０年人均生态足迹（ｈｍ２／ｃａｐ）分

别为１．５７１、１．６４６、１．８５５、２．０５９和２．２８６，根据

式（１０）计算的这些人均生态足迹（ｈｍ２／ｃａｐ）分别

为１．５７２、１．６５０、１．８８７、２．０３１和２．１６１，两 者 比

表４　安徽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

承载力与人均生态赤字的趋势预测／（ｈｍ２·ｃａｐ
－１）

Ｔａｂ．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ｆｉｃｉ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２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Ｓｕｂｓｅｔ

年份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承载力 人均生态赤字

２００６ １．７０６ ０．４１３ １．２９３

２０１０ １．８５５ ０．３９２ １．４６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５９ ０．３６８ １．６９２

２０２０ ２．２８６ ０．３４４ １．９４１

较接近。陕西省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和２０２０人均生态足

迹（ｈｍ２／ｃａｐ）的计算值
［１６］分别为１．１０６、１．２０１和

１．２５３，中国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人均生态足迹

（ｈｍ２／ｃａｐ）分别为１．４１３和１．５４７，世界２００１年

的人均生态足迹［１７］为２．１９８ｈｍ２／ｃａｐ，可知，安徽

省的人均生态足迹低于世界人均生态足迹，但高

于陕西省和全国的人均生态足迹，这与实际情况

相符，说明ＳＰＡＣＰ的预测结果是合理的。② 安

徽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

力、人均生态赤字的趋势预测结果说明，在现有发

展模式下，安徽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在不断增大，而

人均生态承载力在不断减小，人均生态赤字由

２００６年的 １．２９３ｈｍ２／ｃａｐ 增大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４１ｈｍ２／ｃａｐ，远远高于世界２００１年０．４ｈｍ
２／

ｃａｐ的生态赤字水平
［１８］，全省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将不断加剧。③ ＳＰＡＣＰ从同、异、反三方面对

预测当前年的区域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集与分类

集合的影响因子的相似性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将

分类集合生态足迹中心值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当前

年生态足迹的预测值。ＳＰＡＣＰ挖掘历史样本中

相似信息充分，方法直观简便，ＳＰＡＣＰ的预测精

度令人满意。

文中给出的预测技术完备，为一般区域生态

足迹动态预测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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