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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综述国内ＬＵＣＣ驱动力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驱动因子。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基于非线性的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研究了建设用地演变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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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对 ＬＵＣＣ（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驱动力的研究

非常普遍。从研究方法看，我国学者最常应用数

理统计方法开展ＬＵＣＣ驱动力的研究，该方法从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与所确定的影响因子数值间

的统计关系来筛选确定它的主导驱动因子。在实

际应用中，又采用主成分分析［１］、典型相关分

析［２］、灰色关联分析［３］、偏相关分析［４］等不同方法

来寻求对驱动因子的简化和解释。驱动因子通常

包括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亦有少数研究专

注于专门分析社会驱动因子。［５，６］此外，系统分析

法也已应用于ＬＵＣＣ驱动力的研究。摆万奇较

早采用该方法，将主要驱动力与土地利用类型置

于统一系统中以考察长期动态趋势，并定量诊断

出各驱动因子的贡献大小［７］。

从研究尺度看，多时间／空间尺度的研究已经

开展。如王静爱从多空间尺度分析了北京城乡过

渡区ＬＵＣＣ的宏观尺度、区域尺度和局部尺度的

驱动因素［８］。王秋贤则从多时间尺度分析了延安

市各时段起主要作用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９］。

从研究案例类型看，既有热点地区，如长江三

角洲［１０］、环渤海地区［１１］、城市边缘区［６，８］；也有脆

弱地区，如长江上游地区［１２］、中国东北样带

（ＮＥＣＴ）农牧交错区
［１３］等。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ＬＵＣＣ驱动力的研究取

得了相当进展，但在研究中亦尚存一些问题。其

中包括：研究方法较简单，常单纯采用简单统计

方法，作为ＬＵＣＣ驱动力研究趋势之一的模型化

研究还没有较好体现；研究较多集中于耕地演变

驱动力的研究，对建设用地演变驱动力分析较少，

而实际上在城市地区ＬＵＣＣ是以建设用地演变

为核心的。

根据深圳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仅１９９４

年到２００４年１０ａ间，龙岗区的建设用地面积就

从９５．９９ｋｍ２ 增加到２１７．８９ｋｍ２，总增幅超过

１２７％，年均增幅１３％，以建设用地增长表征的城

市化速度远远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典型的

快速城市化地区。本文拟采用针对快速城市化地

区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龙岗区建设用地演变驱动

力进行分析。

１　基于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的建设用地驱

动力研究

１．１　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是针对二分类因变量（狔＝１或

狔＝０）最为普遍应用的多元量化分析方法，借助

该模型可以探讨影响概率、二分性变量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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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模型表示如下：

犘＝
ｅｘｐ（α＋β１狓１＋β２狓２＋…＋β犿狓犿）

１＋ｅｘｐ（α＋β１狓１＋β２狓２＋…＋β犿狓犿）

（１）

式中，犘为因变量，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狓１、狓２、

狓３、…、狓犿 为自变量；参数α为常数，与参数β１、

β２、…、β犿 同为待求的回归系数。

模型可以转化为线性，即

ｌｎ
犘

１－（ ）犘 ＝α＋β１狓１＋β２狓２＋…＋β犿狓犿

　　从上式可见，事件的发生比与狓１、狓２、狓３、…、

狓犿 各因子相关，而各因子对事件发生比的影响大

小或敏感性由因子前的系数β犻决定。

１．２　数据处理

建立模型所需的原始数据有：① 统计数据。

１９９９年龙岗区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包括人口、工

农业总产值。② 栅格数据。龙岗区ＤＥＭ，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２年两个时相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影像。③ 矢

量数据。政区边界图层、１９９９年道路图层、１９９９

年及２００２年城市规划图层。

数据处理步骤：① 设置３０ｍ×３０ｍ大小格

网，将统计数据格网化，城市规划矢量图层亦按照

相同大小格网栅格化，近期规划发展的地区设置

为高权重（０．７～１．０），反之设置为低权重（０～

０．３）；② 在 ＡｒｃＧＩＳ下利用Ｒｅｔｕｒ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函数

计算格网中心点到不同级别、类型道路的最短距

离，以及点到组团中心的距离；③ 采用 Ｌａｎｄａｔ

ＴＭ的４、３、２三个波段的遥感影像在ＥＲＤＡＳ软

件下解译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两个时相的建设用

地，在 ＭｏｄｅｌＭａｋｅｒ下运用减法算子，获得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期间由非建设用地转化为建设用

地的像元；此外，利用ＳＭＬ的Ｆｏｃ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函数

和５×５模板计算１９９９年建设用地的邻域密度；

④ 将所有格网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影

响；⑤ 将空间精确配准的格网数据进行叠加获得

各格网的完整数据信息，包括统计数据、距离数据、

规划数据、高程、坡度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信息。

１．３　指标选取

首先人为选取指标，选取的原则是纳入所有

理论上可以接受的自变量［１３］。在考虑数据可获

得性的前提下，根据科学性原则，选择坡度（狓９）、

高程（狓１０）为待选的自然因子；选择工农业产值密

度（狓７）、人口密度（狓８）、区位、城市规划（狓１１）为待

选的社会经济因子，其中区位用距离因子来近似

表示，包括距建设用地邻域密度（狓１）、距一般公路

的距离（狓２）、距高速公路的距离（狓３）、距铁路的距

离（狓４）、距城市道路的距离（犅５）、距组团中心的

距离（狓６）等因子。

根据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自变量与因变

量的相关性及单个自变量解释因变量的相对重要

性，对待选自变量进行二次选择。剔除与其他自变

量线性相关性大的指标、与因变量相关性小的指标

以及对因变量解释的相对重要性小的指标。

从表１看，距高速公路的距离、距铁路的距

离、距组团中心的距离及人口密度指标与其他多

项指标存在较强相关性，所以将这４项指标从自

变量中剔除。

表１　驱动力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

Ｔａｂ．１　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狓５ 狓６ 狓７ 狓８ 狓９ 狓１０ 狓１１

狓１ １．０００

狓２ －０．１８０ １．０００

狓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８８ １．０００

狓４ －０．２９７ ０．２７７ ０．３７８ １．０００

狓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０４ ０．６６３ ０．２７８ １．０００

狓６ －０．０９２ ０．２２５ ０．６０１ ０．４４７ ０．６４６ １．０００

狓７ ０．２６０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６ －０．８２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

狓８ ０．２９７ －０．１３６ －０．２６４ －０．８５７ －０．０９７ －０．２８７ ０．８９５ １．０００

狓９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８ ０．３０６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９ ０．２６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１．０００

狓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３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９ ０．２７５ ０．２８２ ０．３６４ １．０００

狓１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３９ －０．３２５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６ １．０００

１．４　模型建立

模型的建立需要利用样点数据基于最大似然

估计算法求取待定系数。似然函数中的狔值由

样点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期间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

确定，由非建设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格网其狔

值为１，期间没有发生变化的格网其狔值为０。狓

值为样点对应格网中各影响因子的１９９９年数值。

采样点为整幅均匀随机选取，保证发生变化

的样点比例。目前对采样点数量的确定没有理论

上的明确方法，但一般经验认为，平均而言，每一

１７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２月

参数至少需要５个观测案例，还有观点认为每一

参数至少需要１０个案例。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

案例，选择１５００个采样点。

采用ＳＰＳＳ软件中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块拟合

模型：

犘＝

ｅ
－０．４６１＋０．２００狓１－０．６５４狓２－０．６７６狓３＋０．８６４狓４－２．２５６狓５－２．８５６狓６＋１．９１０狓７

１＋ｅ
－０．４６１＋０．２００狓１－０．６５４狓２－０．６７６狓３＋０．８６４狓４－２．２５６狓５－２．８５６狓６＋１．９１０狓７

式中，犘 为格网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转换的概率；

狓１，…，狓７ 分别为建设用地邻域密度、距一般道路

的距离、距组团中心的距离、工农业产值密度、坡

度、高程和城市规划。

模型转化为线性，即事件发生概率与事件不

发生概率之比（又称发生比）的自然对数为：

ｌｎ
犘

１－（ ）犘 ＝－０．４６１＋０．２００狓１－０．６５４狓２－

０．６７６狓３＋０．８６４狓４－２．２５６狓５－２．８５６狓６＋

１．９１０狓７

　　采用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拟合优度指标，对

纳入连续自变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行拟合优度评

价。从表２看，在根据预测概率值将数据分成的

规模相当的１０组中，观测数据与拟合数据一致性

较高，同时χ
２ 检验不显著，表示模型拟合数据

较好。

表２　犎狅狊犿犲狉犔犲犿犲狊犺狅狑拟合优度检验

Ｔａｂ．２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Ｆｉ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

组号

Ｃｈａｎｇｅ＝０．００（未变化）Ｃｈａｎｇｅ＝１．００（变化）

观测结果 预测结果 观测结果 预测结果
总数

１ １２６ １１７．８４３ ２４ ３２．１５７ １５０

２ ９６ ９６．４８７ ５４ ５３．５１３ １５０

３ ９０ ９１．０６２ ６０ ５８．９３８ １５０

４ ７５ ８７．８０３ ７５ ６２．１９７ １５０

５ ８４ ８３．８９１ ６６ ６６．１０９ １５０

６ ６７ ７９．６５１ ８３ ７０．３４９ １５０

７ ７９ ７４．６１４ ７１ ７５．３８６ １５０

８ ７９ ６９．８５３ ７１ ８０．１４７ １５０

９ ６５ ６５．８１６ ８５ ８４．１８４ １５０

１０ ６６ ５９．９８０ ８４ ９０．０２０ １５０

２　驱动力分析

在影响建设用地演变的驱动力中，建设用地

邻域密度、工农业产值密度和城市规划属于正相

关因子，即这些因子数值越大，地块越易从非建设

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距一般道路的距离、距城市

道路的距离、坡度、高程属于负相关因子，这些因

子数值越小，地块越易发生转化。

正相关因子中，ｅｘｐ（β）从大到小的排序，即正

向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城市规划（６．７５３）、工农

业产值密度（２．３７３）、建设用地邻域密度（１．２２１）；

负相关因子中，ｅｘｐ（β）从小到大的排序，即负向影

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高程（０．０５７）、坡度（０．１０５）、

距城市道路的距离（０．４３８）、距一般道路的距离

（０．５１９）。

自然因子中，高程和坡度系数的绝对值为所

有因子中最大，说明自然因子在龙岗区建设用地

演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分析，

可以将此特点解释为龙岗区以低山、台地和阶地

丘陵为主的地形地貌，以及可建设空地相对较为

充裕。这一特点亦说明，即使在经济快速发展、建

设用地急剧扩张的快速城市化地区，建设用地的

演变也会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会优先选择在开

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

在社会经济驱动因子重要性中，城市规划居

首，工农业产值密度随后排列。这可以理解为在

仅考虑社会经济因子的前提下，龙岗区建设用地

空间扩展意愿最强烈的地区是城市规划中规划的

近期建设用地扩展的地区。这一方面表明城市规

划在建设用地演变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另一

方面也表明城市规划科学性的重要性。只有充分

考虑自然条件、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分区、扩展重

心的科学的城市规划，才能有效地影响城市扩展

的效率和合理性。工农业产值密度居其次，说明

在社会经济驱动因子中，经济发展程度在快速城

市化地区城市扩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在其他因子

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经济越发达的子区，其扩展意

愿越强烈。

以距离和邻域密度来表征的区位因子对建设

用地的演变亦有重要影响，这些因子的影响都充

分体现了空间相互作用的距离衰减原则。其中，

距城市道路的距离影响最大，其下依次为距一般

道路的距离和建设用地邻域密度。这说明在区位

因子中，城市道路网络的建设对建设用地扩展相

关性最大，路网的发展会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

建设用地扩展发生的空间位置和数量。因此城市

道路网络的建设发展必须有前瞻性，必须与城市

建成区的发展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城市与城市以

外地区连接的地面交通路线也会对城市建设用地

演变产生影响，轴线开发模式在我国很多城市发

展中占据重要位置。除此之外，周围建设用地的

多寡也对新建设用地的扩展有一定影响，但其位

居末席的地位说明，龙岗区建设用地扩展并不会

较多地选择在邻近建成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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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较之其他简单的数理统计分析

方法，在所需数据的获取上更为灵活。它无需土

地利用转化矩阵，且相当部分的数据可以通过

ＧＩＳ空间分析获得。同时，该模型方法提供了更

为精确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更能有效、深入

地分析ＬＵＣＣ的机制和驱动力，并在需要的时候

通过计算土地利用转化概率完成ＬＵＣＣ时空模

拟的后续工作。以深圳市龙岗区为案例，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快速城市化地区建设用地演变

驱动力发现，自然因子依然是非平原快速城市化

地区建设用地扩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城市规划则

在社会经济驱动因子中位居影响的首位，其次是

反映经济发展程度的工农业产值密度。区位因子

在建设用地扩展中亦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距城

市道路的距离这一因子影响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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