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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与现有方法进行对比，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犽阶数据场的城镇土地定级模型。在要素分层上，模

型提供了更灵活的分层策略，解决了不同类要素之间空间分布关联关系的表达，并且提供了灵活的权重归一

化处理机制；在作用域的分割上，以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最近邻近”划分构建了犽元影响环境作用域；在评估

点作用分的演算方面，提出了与犽元影响环境相适应的多要素分值演算策略，其中主要以三种情形的拟合来

说明作用分的演算，模型中还可以采用其他更多形式的多要素演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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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土地定级方法主要是将地物要素按类分

层计算其在求解空间上的作用分分布，然后把各

类要素的分值进行累积，得到综合的分值分布图，

根据这个分值分布图来划分土地的归属级别［１３］。

而在单要素的分值演算上，又涉及到点、线、面状

要素的空间作用范围划分与作用分值的演算。现

行的定级方法［１３］都是将线、面类要素最终归为点

要素来进行分值计算的，因而点状要素的作用域

分割与作用分值演算是否科学成为判定现行定级

方法是否合理的重要环节。

依据克勒斯特勒“中心地理说”的理论［４］，点

状要素的作用域分割主要分为圆划分和一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
［５］。无论哪一种划分，其核心思想

都是要素只作用于相对最近的区域（圆域内或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内），而对相对最近区域外的区

域，即使很邻近，该要素也不能施加影响，这与现

实情形是不相符的。

１　基于犽阶数据场的土地定级模型

的建立

　　文献［６］给出了犽阶数据场的定义，讨论了基

于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的犽阶数据场的拟合与综

合，指出了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对平面区域无缝

无叠，并且是最邻近的区域分割特点。同样，数据

场的片区拟合策略则可以确立单个分割区域内平

面上点与邻近要素点的关系，它可以基于势叠加、

以势平面为基础建立二次曲面拟合［７］，也可以方

便地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

设当前要考虑的所有点状要素的集合为犛，犛

中包括不同类、不同属性的地物要素。与传统方

法的实现过程一样，新模型的实施也可以分成三

个阶段：要素分层（即数据组织阶段）、作用域分割

和作用分值的演算。

１．１　要素组织中的分层表达

在新的模型中，可以进行分层，也可以不进行

分层；可以按照地物属性来分层，也可以按照地物

关联性来分层，即实现了按表达需要来分层，而不

是像传统方法那样固化地按照要素类别进行分

层。这就相当于把Ｓ划分为若干个子集：

犛＝犛０＋犛１＋…＋犛狀－１（狀为正整数） （１）

在同一定级体系中，可以依据对土地影响要素的

认识同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分层；在土地行业的

定级过程中，可以建立统一的分层表达标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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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应该遵从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同层的地物

要素不要有地物要素交叉，即犛犻∩犛犼≡。这样

可以有效地避免同一要素的重复作用，增加了定

级方法实施的难度。需要说明两点：① 这只是一

个实施过程的约束性原则，并不是说新的模型不

支持；② 地物要素交叉是指地物要素的成分有相

同的，而不是指地物要素在平面区域上的交叉。

如果在同一层中存在不同属性类的要素，而

它们对周围土地的影响存在类别差异或强弱差

异，如学校、居民点、购物中心在同一层中，各类要

素之间存在着影响差异，新模型的处理策略与原

有的模型相反，把这种类别差异首先就作为权值

累积到各个要素点的作用分上，而不是在进行单

层要素作用分值求取后再以权值进行累积［６］。这

种方式的好处是将不同类要素的区别个体化，从

而统一了各类要素的类别差异。

设分层子集犛犻 ０≤犻≤狀（ ）－１ 中存在犿犻类不

同类别的地物要素犛犻，犼 ０≤犼≤犿犻（ ）－１ ，各类对应

的权值比重分为狑犼，则进行综合后，分层子集各

要素的分值表达如下：

犉犻＝∪

犿犻－１

犼＝０
犛犻，犼·狑犼 （２）

依此类推，对所有点状要素的作用分值可表达为：

犉＝∪
狀－１

犻＝０
犉犻＝∪

狀－１

犻＝０
∪

犿犻

犼＝０
犛犻，犼·狑（ ）犼 （３）

　　原则上，可以将 ｍａｘ｛∪狑犼｝设为１，且 ｍｉｎ

｛∪狑犼｝＞０，这一过程称为各类要素权值的归一

化处理。归一化可以限定在单个要素层进行，也

可以在所有地物要素上进行。如果存在层分值贡

献差异，则同样可以定义层要素作用权重狉犻

０＜狉犻≤（ ）１ 。如果限定为逐层进行归一化，则式

（３）可以表达为：

犉＝∪
狀－１

犻＝０
狉犻·犉犻＝∪

狀－１

犻＝０
狉犻·∪

犿犻

犼＝０
犛犻，犼·狑（ ）［ ］犼 （４）

如果对所有要素一次进行归一化，则可表达为：

犉＝∪
狀－１

犻＝０
犉犻＝∪

狀－１

犻＝０
∪

犿犻

犼＝０
狉犻·犛犻，犼·狑（ ）犼 （５）

　　可以看出，式（４）与式（５）的计算结果是一致

的。

１．２　犽元环境作用域的定义与分割

基于犽阶数据场的土地定级模型的作用域分

割以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分布特征为理论基

础［８］，它具有最近邻近、无缝无叠等优点，完全可

以弥补上述方法的不足。以３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为例，图１给出了点集犛犻的３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图１（ａ）为点集犛犻＝｛犘０，…，犘１０｝的作用域分

割示意图，外围矩形框为土地定级求解域。对３

图１　３点要素作用域的分割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ｏｆ３Ｐｏｉｎｔｓ

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而言，图１（ａ）上任意一个评估

点犡 都存在于它周围最近的三个点的控制范围

内。若点犡到｛犘２，犘３，犘９｝的距离最近，则犡 存

在于由｛犘２，犘３，犘９｝所确定的３阶多边形区域内，

记作犡∈Ｖｏｒ３（犘２，犘３，犘９），称为点犡 的三元影

响环境作用域。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无缝无叠特性

表现在求解域上的每一点都有一个相应的犽元环

境作用域与之对应，这是其他方法无法达到的。

这种作用域有如下几个显著的优点：① 作用域是

凸多边形，并且是最邻近犡 的最大最邻近区域，

对评估点犡具有最强、最全面的影响；② 评估区

域内的每一个评估点犡 均存在于一个作用域中

或边界上，没有要素覆盖不到的评估点；③ 所有

的作用域构成了一个无缝无叠的评估区域，作用

域是稳定的，不以评估点犡 的改变而改变。作用

域在空间上由多个点要素确立，对作用域内点的

分值演算可以由多要素关联得到，而不仅限于一

维距离度量。

相对应地，在其他方法中，通过三元要素组合

也可以得到点集凸壳内区域的作用域分割，但它

却不能覆盖整个评估域，如图１（ａ）上的犡′点，在

图１（ｂ）上就没有作用域与之对应，既无法实现对

完全求解域的分割，也限制了点状要素的影响范

围。如图１（ｂ）上的点犘０外围的阴影部分，要素

就没有对其施加影响，不符合要素影响传递的客

观情形。

采用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划分环境作用域，

还有一个优点是可以通过控制阶数犽来得到犽元

要素组合的环境作用域。犽≥３时，更能体现环境

作用域与点集分布的空间关联性。犽越大，分割

的作用域越精细，模型精度越高。当然，模型的计

算量越大，效率越低，因而可以通过犽来控制模型

的精度。

１．３　多要素分值演算与分值拟合

为了讨论的方便，仍以犽＝３为例来说明多元

要素环境ｖｏｒ犽 犘０，犘１，…，犘犽（ ）－１ 对其作用区域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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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任意点犡的作用分值犞犽（ ）犡 的确立。

前面以集合的方式描述了要素作用分值的计

算，具体到每一个点，用珚犉（犘）来表示每一个地物

要素归一化处理后的作用分值，则有：

珚犉（犘）＝狉犻·犞犘·狑犼∈犉 （６）

其中，犞犘 表示地物要素犘 的原始作用分值。依

据每个要素处理后的作用分值，就可以根据多种

方式来求取评估点犡处的作用分犞（犡）：

犞犽（犡）＝∑
犽－１

犻＝０

犈犘犻（犡）·
珚犉（犘犻）＋犇 （７）

其中，犈犘犻（犡）表示评估点犡 处每一个环境要素

犘犻对该点的影响因子；犇为一调节常量。对于影

响因子的确立，文献［６］根据不同的拟合方式提供

了三种方法，实际上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发掘拓展。

应用到本模型中，实际上是要建立犽元要素环境

及其作用分值与评估点犡（狓，狔）分值之间的关

联，更一般的分值演算通式为：

犞犽（犡）＝犳（珚犉（犘狀
０
），…，珚犉（犘狀犽－１），犘狀０，…，犘狀犽－１）

（８）

式中，｛犘狀
０
，…，犘狀犽－１｝犛，且有犡∈ｖｏｒ犽（犘狀０，…，

犘狀犽－１）。此式表明了评估点犡 与其所属相应的犽

元作用域之间的关系，既有属性分值的演算关系，

也有空间位置分布的约束关系，因而它们之间是

一种全面的影响关联关系，可以满足建立复杂演

算表达的需要。

２　对比分析与实验

在前面所述的三个阶段中，新的模型均采用

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将按类分层变化为可不分层、

可按需分层和按表达分层，任何一个评估点由它

周围的环境（具体表现在它周围几个同类或不同

类的地物要素上）来决定，而不是只受单个要素的

作用影响。此外，在作用分的演算上，新模型提供

的是与新环境相适应的、与分割区域相匹配的由

多个要素所确立的分值演算策略，变以往单纯以

单个要素的一维距离衰减模型为与平面区域位置

相适应的二维犽阶数据场演算模型。

综上所述，如果把现行的土地定级模型概括

为“分类分层表达＋个体中心分割＋一维距离衰

减”，新模型则可以表达为“按需关联表达＋环境

区域分割＋数据场分片拟合”。从土地定级的三

个关键技术环节的方法对比，它们的区别如表１

所示。

表１　现有评估方法与新评估方法的对比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Ｗａｙ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ＮｅｗＭｏｄｅｌ

要素组织 作用域 分值演算

现有评估方法
① 按属性分类分层

② 分层权值累积

① 要素个体圆域划分法

② 要素之间中轴划分（一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
① 与距离反比衰减法

② 与距离成指数衰减法

新的评估方法

① 可按属性分类分层

② 可按要素关联分层

③ 可按表达需要分层

④ 也可以不进行分层

⑤ 同层中不同类要素可以以权

值分来调节不同的贡献分

① 可以选择周围最近的犽（犽≥３）个要素点

构建环境

② 能够确保评估点位于环境之中，为确立

评估点的分值提供合理的机制

③ 环境规模可以调控，从而可以调节评估

模型的精度

① 可多要素距离衰减

② 可平面区域拟合

③ 可基于要素势变换演算

④ 演算可以无限拓展

⑤ 全面关联的演算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只是处于理论研究阶段，

如果要把这一研究真正应用到城镇土地定级中，

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标准与工艺流程，不可能只

依据理论开展城镇土地定级的综合对比实验。但

是在模型的理论原型上，可以通过对相同数据的

模拟比较新方法的优势，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以五个不同分值的作用点用传统方

法与新方法分别演算它们对评估区域的影响。图

２（ａ）是完全根据单个要素点的作用分进行各向一

致的对称辐射分布，完全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

响；图２（ｂ）中，分值是根据周围多点来进行演算

的，不构成各向一致的辐射分布。需要说明的是，

图２（ｂ）采用的演算方法只是新模型中可以采用

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最接近于传统方法中

演算规则的一种方式，如果采用其他更合理的演

算规则，将会实现更科学的分值演算。

图２　新模型与传统定级模型的实验效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３　结　语

本文从三个环节提出了新的基于犽阶数据场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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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镇土地定级模型，并与当前的定级方法进行

了对比，突显了新模型的优越性与科学性。当然，

该方法也不够完善，如对非点状要素，由于涉及到

多形态实体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生成等诸多问

题还难以解决，而将线、面实体细化为点要素进行

犽阶数据场的建立，笔者认为没有必要，且运算量

太大，反而可以保留传统定级方法中线、面要素作

用分的处理方法，这样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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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４２（１）：１４２１４４

［６］　韩元利，胡鹏，黄雪莲，等．基于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

形划分的犽阶数据场拟合［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

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４）：３５３３５７

［７］　王晓红，杨小雄，杜晓．土地定级中因素权重的理想

方法———拟合算法［Ｊ］．山地农业生物学报，２００６，

２５（４）：３４９３５３

［８］　韩元利．胡鹏，夏文芳，等．点状实体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

边形的存在性判定［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７，３２（９）：８３３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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