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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元胞自动机的基本特点和应用局限性，立足于上海市九段沙的典型盐沼植被特点，结合遥感图

像处理、计算机视觉以及随机理论模型等，将滩涂植被的生境信息如高程信息、土壤盐碱度以及各种滩涂植被

的扩散速度等信息作为优化条件，设计并实现了条件优化的元胞自动机模型（ＣＯＣＡ）。实验结果表明，该模

型能够宏观地模拟滩涂植被的动态过程，同时克服了标准元胞自动机在生态动态模拟过程中的盲目性。

关键词：ＣＯＣＡ模型；盐沼植被；动态扩散；模拟与预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盐沼植被是滩涂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分布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湿地的生态功能。

认识和掌握盐沼植被动态扩散过程的基本规律，

建立空间模型，模拟、分析并预测盐沼植被的生长

过程，对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是一种

能够表现系统复杂行为的模拟方法，已被广泛用

于城市扩展模型、火势蔓延模型、流行病的传播与

控制模型、城市荒漠化等模型的建立［１４］。Ｅｒ

ｍｅｎｔｒｏｕｔ指出，利用ＣＡ方法模拟生物系统的时

机已经成熟［５］。但标准的ＣＡ并不能直接用于

描述海岸带盐沼植被的动态扩散过程，需要作进

一步的扩展。本文结合标准ＣＡ和滩涂生态环境

的特点，阐述了如何建立条件优化的元胞自动机

模型（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Ａ，ＣＯＣＡ），并利用

该模型探索在海岸带环境中受到特殊生境条件和

竞争关系控制下的盐沼植被种群的扩散过程。

１　犆犗犆犃模型的设计与实现

标准ＣＡ
［６，７］并不能直接用于湿地植被扩散

模型的建立，必须结合海岸带实际环境的特点，将

滩涂植被的生境信息诸如高程信息、土壤盐碱度

以及各种滩涂植被的生长速度等信息作为优化条

件，融入随机理论数学模型，使标准ＣＡ中的元胞

与影像像素、元胞邻居与图像邻域、元胞局部转化

规则与滩涂植被扩散规律等逐一结合，构成条件

优化的ＣＡ，才能较准确地模拟滩涂植被的动态

扩散过程。

１．１　模型要素的扩展

１）元胞空间的扩展

ＣＯＣＡ模型空间是依照笛卡尔坐标系下的

地理空间，根据模拟对象的空间特性，不同类别的

植被元胞在相同地理空间中建立不同层面的元胞

空间，同一类别的植被内部的扩散、不同类别的植

被之间进行的种群竞争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涉

及到各自空间层面的联系，也就是元胞空间的叠

加问题。

２）元胞状态的扩展

标准元胞的状态是一个离散的整数集合，通

常是１和０；ＣＯＣＡ地理实体类有不同类型，从

而定义不同的邻居、状态和规则作为各自成员的

变量和函数，因此，ＣＯＣＡ是一个多类型地理实

体相互作用的模型。图１中的元胞是被赋予典型

湿地不同类型的实体，包括海水、光滩、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ＰＡ）、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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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ＯＣＡ模型中元胞及其状态的扩展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Ｃｅ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ＣＯＣＡＭｏｄｅｌ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ＳＡ）和 海 三 棱  草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ＳＭ）等各种盐沼植被，这些实体拥有

各自不同的状态参数和相应的动作。

３）元胞转换规则的扩展

湿地环境除受局部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外，还受宏观因素如海水水位、高程和盐度等的影

响，这些环境因素往往随时间而变，因此，转换规

则在元胞空间和时间上也应该是不同构的，应随

条件因子、元胞邻域和时间的不同而调整。

４）时间概念的扩展

同标准ＣＡ一样，ＣＯＣＡ的时间概念同样是

一个离散尺度，但不同的是，前者是一个抽象的时

间概念，无法确定ＣＡ模型运行一次的时间是年、

月还是日，但是在ＣＯＣＡ中，模型运行的次数和

时间是相关的，其关系由实际研究主体特别是典

型盐沼植被的生长速度以及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

率共同决定。ＣＯＣＡ模型参数是根据历史数据

和外业调查数据来训练构建的，由模型的模拟结

果与历史数据的对应关系来推理模型运行一次所

代表的实际时间。

１．２　犆犗犆犃模型结构

如图２所示，ＣＯＣＡ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是盐沼区域典型地物类型层面，它是模型的元

胞，不同元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本身的动态变化形

成了滩涂地区的动态发展变化。第二部分是控制

因素层面，它是不同区域控制因素属性构成的空间

图层，它作为元胞模型的外部环境，控制着第一部

分元胞的变化和行为。影响滩涂植被元胞的因素

有很多，如海水水位、高程、盐度等。但无论是高程

图还是盐度图，都需要进行矢栅转换、重采样、几何

纠正等处理后与元胞图层进行空间匹配。它们通

过统一空间分辨率的栅格结构相互联系在一起。

１．３　盐沼植被生长扩散特点

盐沼植被生长扩散的特点是ＣＯＣＡ模型转

换规则的设计依据。滩涂植物群落和生长状况在

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梯度分布规律：潮滩下缘

和低潮滩的盐渍藻类带（通常统称为光滩），高程

图２　ＣＯＣＡ模型数据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ＦｒａｍｅｏｆＣＯＣＡ

低于２ｍ；中潮滩的上半部分和高潮滩为海三棱

草或草带，高程位于２～２．９ｍ；高潮带上半

部分为芦苇带，高程一般在２．８ｍ以上
［８１０］，这说

明湿地高程直接影响着盐沼植被的种类和分布。

反之，盐沼植被的种类和分布也反映了湿地的高

程信息。因此可以应用九段沙的 ＴＭ 影像地物

分布图反演出其概略高程图，作为下一时段模型

运行的高程控制条件。

１９９７年，在九段沙中沙和下沙种植了互花米

草，其极强的扩散能力、竞争优势和更广的生态幅

度使得互花米草迅速扩散开来［８］。外业调查显

示，互花米草群落适宜的高程是１．５～２．３ｍ，能

够承受每天１２ｈ的海水浸泡，承受的土壤盐度变

化范围在０～３．２％，其中最适应的盐度范围是

１％～２％。海三棱草在盐度高于１．６％时基本

上不能生长和繁殖了。芦苇也仅仅对盐度的适宜

范围大概在０．９％左右
［１１］。高程和盐度对应的影

响因子用犉犈和犉犛表示，可以取值为０（代表植物

的生存环境是“不可耐受”）或１（代表植物的生存

环境是“可耐受”或“适宜”）［１２］。

１．４　转换规则函数的设定

转换规则函数是ＣＡ模型的核心，如何定义

转换规则函数的变量及函数关系是建立ＣＡ模型

的关键。确定模型转换规则的方法很多［２］，本文

根据各种盐沼植被适应环境的能力、入侵能力和

生长速度来确定 ＣＯＣＡ 模型的转换规则和步

长。元胞的状态集用地物类别表示，每一种元胞

的状态用其类别代码描述，其下一时间的状态则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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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一时间的元胞状态、周围邻居以及变换规则

来决定。海水元胞不参与转换；光滩元胞会因为

植被元胞的入侵而死亡，也会因为在其他植被入

侵之前某些植被已死亡而得以扩散。各植被元胞

的扩散方式包括短程扩散和跳跃式扩散。不同的

元胞在不同的条件控制下遵循不同的转换规则。

１．４．１　短程扩散的规则函数

短程扩散也是连通式扩散，是海岸带盐沼植

被的主要扩散方式，可以描述种群竞争、入侵等过

程。设某一时刻某元胞的状态为犛狋犻，犼，下一时刻

的 状态犛狋＋１犻，犼 是犛
狋
犻，犼在周围８邻域元胞和生境条件

共同作用下的函数，即

犛狋＋１犻，犼 ＝Ω
狋
犻，犼ｃｏｎ１（犉犛）ｃｏｎ２（犉犈） （１）

其中，ｃｏｎ１（犉犛）和ｃｏｎ２（犉犈）分别是盐度和高程的

条件函数，取值为１或者０；Ω
狋
犻，犼是邻域的作用值。

首先统计出元胞周围８邻域中每一类地物所占的

空间数，其中包括互花米草、芦苇、海三棱草和

光滩以及海水，分别表示为犖（ＳＡ）狋犻，犼、犖（ＰＡ）
狋
犻，犼、

犖（ＳＭ）狋犻，犼、犖（ＭＳ）
狋
犻，犼、犖（０）

狋
犻，犼，每一类所对应的元

胞分别表示为犛（ＳＡ）狋犻，犼、犛（ＰＡ）
狋
犻，犼、犛（ＳＭ）

狋
犻，犼、犛

（ＭＳ）狋犻，犼、犛（０）
狋
犻，犼。那么，ＣＯＣＡ模型的短程扩散

转换规则函数可以描述为：

Ω
狋
犻，犼 ＝

犛（０）狋犻，犼，犛
狋
犻，犼 ＝犛（０）

狋
犻，犼

犛狋ｍａｘ，犖（ＰＡ）
狋
犻，犼＞５或犖（ＳＭ）

狋
犻，犼＞５，犖（ＳＡ）

狋
犻，犼＜３，犛

狋
犻，犼≠犛（０）

狋
犻，犼

犛（ＳＭ）狋犻，犼或犛（ＳＡ）
狋
犻，犼，犖（ＰＡ）

狋
犻，犼 ＝犖（ＳＭ）

狋
犻，犼，犖（ＳＡ）

狋
犻，犼＜３，犛

狋
犻，犼≠犛（０）

狋
犻，犼

犛狋ｍａｘ，犖（ＰＡ）
狋
犻，犼＞犖（ＳＭ）

狋
犻，犼或犖（ＳＭ）

狋
犻，犼＞犖（ＰＡ）

狋
犻，犼，犖（ＳＡ）

狋
犻，犼＜３，犛

狋
犻，犼≠犛（０）

狋
犻，犼

犛（ＳＡ）狋犻，犼，犖（ＳＡ）
狋
犻，犼≥

烅

烄

烆 ３

（２）

式中，犛狋ｍａｘ是狋时刻该邻域空间中个数最多的类别

的元胞总数。

１．４．２　跳跃变异的规则函数

动态条件会导致该地区植被的跳跃扩散即离

散状扩散。植被个体的死亡也可以视为元胞的跳

跃死亡。跳跃扩散和跳跃死亡同时归并为跳跃变

异，反映在图像上是不连通的元胞变异，本文用随

机函数来模拟该过程。在ＶＣ６．０中提供了产生

随机数的函数，其原型的声明在ｓｔｄｌｉｂ．ｈ中，声明

格式为ｉｎｔｓｒａｎｄ（）。模型根据周围的环境和影

响因子的作用方向适当调整８邻域中某些邻域方

向的随机概率大小。利用随机模型变异出（产生

或者死亡）一个或几个像素的植被元胞，再根据短

程扩散规则进入下一个扩散过程。

２　犆犗犆犃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分析

实验的原始数据是２００２年九段沙下沙低水

位时的遥感分类图，如图３（ａ）所示，对应的２００３

年和２００４年的遥感影像分类图３（ｂ）、３（ｃ）作为

模拟目标图用来评价ＣＯＣＡ模型的模拟精度。

各分类图包括芦苇、互花米草、海三棱草、光滩、

海水等５种地物。设置元胞状态为５种，分别对

应上述５种典型地物的灰度值。

利用２００２年的ＴＭ 分类图作为模型输入数

据，分别模拟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的下沙典型地物

分布图；采用前面介绍的规则，扩展 Ｍｏｏｒｅ邻域

规则狉＝２；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草的扩散

步长分别为１、２、１，运行４０次，然后步长设为０、

１、０，再运行８０次，得到２００３年的模拟图如图

３（ｄ）所示。外业调查发现，互花米草在下沙的扩

散速度最快的时期是在２００４年前后。从遥感影

像上看，整个下沙中部的互花米草种群已形成大

面积成片的单优群落，其群落连接度大大增加。

而芦苇群落仍以小斑块的形式散布于成片的互花

米草群落中，海三棱草的群落面积因互花米草

种群的大规模扩散而略有下降。因此为了提高模

拟精度，可以采用跳跃扩散方式模拟互花米草的

扩散过程，在下沙图像的右上角区域播撒少量几

个种子，保存图像，再次运行转换规则后，种子就

可以进行扩散。并分别设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

棱草的扩散步长为０、１、０，运行２４次，待到肉

眼看起来扩散图与２００４年的分类图比较接近时

停止，得到２００４年的模拟图如图３（ｅ）所示，计算

的模拟精度见表１。

表１　模拟精度指标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模拟图和原始

影像分类图

逐点对

比／％

面积变化指数

芦苇 米草 草

图像相

关系数

２００３年 ８４．５５ ０．０７３０．０６６０．１２１ ０．７２２

２００４年 ８３．３９ ０．０９７０．０８３０．１０９ ０．７０１

　　从精度评价指标上看，以２００２年为原始数据，

得到的２００３年的模拟图与２００３年实际分类图之

间的误差较小，而２００４年的模拟图与２００４年实际

分类图之间的误差相对较大，这说明模拟过程的误

差会发生传递，但模拟效果尚可。面积变化指数均

在０．１３以内，尤其是互花米草和芦苇的面积变化

指数均小于０．１。逐点比较的精度能达到８０％以

上，没有外业环境因素控制条件的扩散模拟精度

最高的仅达到７５％
［１２］，精度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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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野外调查发现，下沙中部区域已基本

被互花米草占据，芦苇所占的区域变化不大，而海

三棱草随光滩继续向海边扩散。根据经验，设

置芦苇、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草的扩散步长分别

为０、３、１，邻域半径依旧是２，运行次数是１６次。

同时需要光滩外移，但是在各种规则中并没有设

置光滩扩散的功能，于是可以将海水灰度暂定为

“光滩”，光滩所对应的灰度暂定为“芦苇”，海三棱

草所对应的灰度暂定为“障碍”，进行１０次随机

扩散，也能实现光滩扩散的效果，如图３（ｆ）所示。

图３　模型输入数据、不同年份的目标

图及相应的模拟结果

Ｆｉｇ．３　ＩｎｐｕｔＤａｔａ，ＴａｒｇｅｔＤａｔ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３　结　语

本文在上海九段沙滩涂植被遥感解译和多年

的现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１２］，以标准ＣＡ模型为

基础，将滩涂植被生境信息作为优化条件，融入随

机理论数学模型，构成了条件优化的ＣＡ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九段沙上

三种典型植被的种群动态、扩散模式及扩散速度，

可

以在不同程度上把一些重要生态学过程的信息融

合到模型的规则和参数中，为研究空间格局和生

态学过程的相互作用提供虚拟实验室。同时利用

ＣＯＣＡ模型可以预测九段沙的植被扩散趋势，为

外来入侵种的控制与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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