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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空间数据场的特征，构建了土地定级数据场，提出了基于数据场的空间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

定级地价数据场叠加分析的城镇土地定级分析模型。以武汉市为实验区，研究了基于地价数据场分析技术的

城镇商业土地定级方法，实验结果显示了此定级方法的可信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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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何利用空间

信息来认识和把握自然和社会的空间运动规律，进

行科学的评价和预测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１］。地

理学家和地图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开展了

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研究，形成了空间图形

分析、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模型等３种基本的空间

分析类型［２］。文献［３５］也分别从不同侧面研究了

ＧＩＳ环境下的空间统计分析、空间相互作用、空间

依赖和空间决策支持等空间分析技术和方法。空

间分析对象为空间中的现象和过程，只从其表象特

征、利用一些数学或几何学的方法开展研究是不够

的，必须首先对其研究对象（空间）自身的运动规律

进行系统的认知。本文从空间数据场的视角来研

究空间分析理论与技术，并以土地定级为应用领

域，通过构建土地定级数据场，研究城镇土地定级

的空间分析技术方法。

１　数据场特征及度量

空间数据对象通过辐射数据能量在数域空

间，形成一个虚拟的空间场［６，７］，借用物理学中对

场的描述（如场强、场势和场域等）来对空间数据

场进行度量。① 场强与场强函数。场空间中单

一数据对象对场空间辐射数据能量的大小可以用

场强来度量，场强函数则是用来描述这种数据辐

射能量在数域空间分布规律的数学函数。② 场

势与势函数。空间数据场的场势定义为数域空间

中某一具体空间点受空间中所有数据对象辐射数

据能量之和，即空间数据场的势是根据场强函数

计算得到的数域空间中全部单个数据场强之和。

③ 场域。数据场具有距离衰减特性，随着距离的

增大，场强逐渐减小，当距离增大到一定限度后，

场强的取值可以忽略不计，此时的距离数域场空

间的最大影响半径即为数据对象的场域。④ 场

的相互作用与叠加。空间数据场在辐射数据能量

的过程中，当它们在空间相遇时，数据能量会发生

相互作用，即数据场的相互作用，其作用的结果就

是数据场的叠加。

２　基于数据场的空间分析技术

在分析数据场空间中的空间目标和联系时，

可分别分析点、线和面目标形成的点效应场、线效

应场和面效应场。

２．１　各向同性数据场空间分析

１）点目标效应场。空间点目标对外辐射数

据能量，可类比静电场中的点电荷产生的电场。

假设数域空间为均质空间，顾及其各向同性及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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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衰减特性，其数据场形态如图１所示，即各向同

性数据场。它以空间点目标为圆心，向外辐射形

成同心圆结构，随着距离的增大，数据辐射强度

（场强）逐渐减弱。

２）线目标效应场。线状空间目标周围形成

的数据场可视为沿着导线分布的梯度场，随着离

导线距离的增加，场强减小，其场强形态和衰减模

式如图２所示。若考虑线的两端点往往是一些关

键的节点，如两条道路的交叉点，线状效应场可

能在两端点处，由于不同线状效应场的叠加而发

图１　点状效应数据场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ｒｃｅ
　　　　　　　　　

图２　线状效应数据场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Ｓｏｕｒｃｅ

生变形，形成一种似纺锤形形态。

３）面目标效应场。若面状空间目标为内部

均匀的空间对象，其对外辐射数据能量的方式和

特征应与点状目标类似，其数据场形态如图３所

示。

２．２　各向异性数据场空间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空间数据场在辐射数据能量

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这时的数据场辐

射就是各向异性数据场，其场的空间形态和场强

衰减模式就会在图１的基础上发生变化，如火车

站作为点状数据源，其数据辐射由于受铁路线阻

隔而发生数据场形态变形，如图４所示。

图３　面状效应数据场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ＰｌａｎａｒＳｏｕｒｃｅ

图４　各向异性数据场

Ｆｉｇ．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

２．３　空间数据场特征

用等势线、梯度线、场域、平衡点、平衡线、竞

争线、作用域等图示方法来描述空间数据场源的

势能场的空间特征［８］，其特征如图５所示。

图５　空间数据场特征图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

２．４　空间数据场的叠加分析

空间数据场在空间相遇时发生数据能量的叠

加，其叠加方式主要有竞争效应和累积效应两

种［９］。竞争效应的叠加按照势能最大值原则进行

融合叠加，累积效应按公式进行叠加。

３　土地定级数据场及其应用

３．１　土地定级数据场

土地质量的等级是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影响土地质量的因素就构成

了土地定级空间数据场。利用数据场的空间分析

技术，揭示土地质量地域差异与空间分布规律来

确定土地定级。

３．２　土地定级数据场的土地定级因子量化分析

从空间形态上可将影响土地等级的因素分为

点状、线状和面状影响因素。从空间数据场的视

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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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看，土地定级主要是研究点、线和面数据场辐射

数据能量的方式、场域、场强及其衰减特征以及相

互作用。

３．２．１　点状、线状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点状、线状因子相对整个区域范围而言为点

状分布，其对土地级别的影响既与因子涉及的设

施规模有关，又与距设施的相对距离有关，如商服

中心、公园、码头、公交站点等。

１）辐射数据能量的方式。点状、线状因子辐

射数据能量的方式主要有３种：空间距离依赖场、

路径距离依赖场和道路汇聚扩散场。

２）场强函数及衰减特征。① 场强函数。土

地定级数据场的场强函数主要分为线性衰减函数

和指数衰减函数两种，对应的场强函数分别为犳犻

＝犉犻（１－狉犻）（线性函数）和犳犻＝犉
（１－狉犻

）
犻 （指数函

数）。其中，狉＝犱／犇（当犱＞犇时，狉＝１）；犱犻为场源

实体犻与级别载体（评价单元）之间的距离；犉犻 为

场源实体犻作用的大小，即土地定级数据场源的

数据能量；犇为该场源实体的作用半径，即场域。

② 场强衰减距离。根据定级数据对象辐射数据

能量方式的不同，场强衰减函数中距离的计算方

法也不同。对于空间距离依赖类场源，其衰减距

离直接计算场源数据对象到定级单元之间的欧氏

距离；而对于路径依赖场和道路汇聚扩散场，其距

离计算则要计算其路径距离，当路径距离计算遇

到障碍物时，则要采用最短路径距离计算方

法［１０］。

３）场域。土地定级数据场源的场域即传统

土地评价中的影响因子作用范围，点状空间距离

衰减场源的势能是以该场源实体目标的几何中心

向外随场源与级别载体之间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

小的；等势线是以场源实体目标的几何中心为圆

心的同心圆，距离最远、势能等于０的圆形等势线

就是点状场源的场域，如市级商服中心场域确定

为整个城市范围。

线状要素场源的势能是以该场源实体目标为

中轴线向外随着到中轴线垂线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的；等势线是以场源实体目标为中轴线的哑铃形

区域，其中距离最远、势能等于０的环形等势线就

是线状场源的场域边界。

３．２．２　面状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面状因子呈片状均匀分布，具有全域覆盖性

质，其对土地级别的影响仅与因子指标有关系。

１）数据能量辐射方式。由于面状场源实体

只对覆盖区域的级别载体（分析单元）产生影响，

其对级别载体（分析单元）的作用度量通过空间叠

加计算获取，数值上等于面状场源实体的场级，即

相当于传统土地评价中的影响因子功能分。因

此，在土地定级数据场中，对于面状因子，认为它

内部均匀，并且不考虑其对外部辐射的数据能量。

２）场强函数及衰减特征。在假定面状数据

场源不对外辐射数据能量的前提下，面状场源的

场强函数就是它自身的数据能量，且在面状区域

内均匀分布，在内部不产生数据能量的衰减。

３）场域。由于面状影响因子形成的数据场

不对面状区域外部辐射数据能量，场域可确定为

面状因子自身覆盖的区域。

３．３　基于土地定级数据场叠加的土地定级模型

土地级别差异是影响土地质量的所有因子数

据场辐射数据能量叠加的结果，其表现形式是土

地定级数据场的场势在不同区位的差异。土地定

级数据场势与土地级别之间存在对应函数关系，

该函数可根据具体区域利用抽样统计分析的方法

建立（类似传统土地定级中的土地级别与综合作

用分之间函数关系确定的方法）。因此，可基于此

得到基于地价数据场叠加的土地定级模型：

犌（犮）＝犵（犘（犮））＝犵（∪
狀

犻＝１
犳犻（狓，狔））

式中，犌（犮）为评价单元犮的土地级别；犘（犮）为单

元犮处的地价数据场场势；λ犻表示第犻个因子数据

场的相对重要性；犳犻（狓，狔）为场强函数。

根据定级影响因子数据场特性的不同，土地

定级数据场的叠加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① 同

类因素数据场的叠加，简称为同质数据场；② 不

同类因素数据场的叠加，简称为异质数据场。

１）同质数据场的叠加。竞争效应的叠加是

指场源势能在转化为地价势的过程中，由于传递

势能的同质性和影响的独占性，同质场源的多个

实体的势能按照势能最大值原则进行融合叠加，

如图６（ａ）、６（ｂ）所示，在场域相交空间范围内，势

能场级犳＝ｍａｘ（犳犻）。累加效应的叠加是同类场

源的不同实体对级别载体（分析单元）的作用相对

独立，该类场源的多个实体产生的综合影响需要

通过势能累加方式反映，如图６（ｃ）、６（ｄ）所示，在

场域相交空间范围内，势能场级犳＝Σ（犳犻）。

２）异质数据场的叠加。考虑不同定级影响

因素数据场对级别载体（定级单元）的外部作用以

及不同数据场之间的关系，异质数据场叠加的数

学关系主要为累加型，式中“∪”取∑ ，即

犌（犮）＝∑（犘（犮））＝∑
狀

犻＝１

λ犻犳犻（狓，狔）

式中，λ犻 表示第犻个因子数据场的相对重要性；

１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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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犮）为评价单元犮的土地级别；犘（犮）为单元犮处 的地价数据场场势；犳犻（狓，狔）为场强函数。

图６　同质场源数据场势能的叠加

Ｆｉｇ．６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ｏｉｎｔＦｉｅｌｄＳｏｕｒｃｅ

４　实例研究

４．１　研究区与定级因子的选取与量化

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商业用地类型为研究

对象进行土地定级。武汉市地处华中腹地，定级

因子选择在遵循主导性、差异性、因地制宜、预测

未来和效益等原则的指导下，采用特尔斐法确定

实验区商业用地定级因子体系。各因子数据形成

数据场，场强函数根据实际分别采用指数函数和

线性函数。场域根据各影响因子的影响级别和影

响范围来进行划分。其中，点状因子数据场（以商

服中心为例）和线状因子数据场（以道路通达度为

例）的空间形态（以等势线表达）分别如图７、图８

所示。

４．２　定级结果及结果分析

１）定级结果。在单数据场场强计算的基础

上，运用数据场场叠加的土地定级模型方法，综合

计算各评价单元处的所有参评因子数据场场强的

叠加结果，并利用频率直方图方法进行级别的初

步划分，按照频率直方图法进行土地界别的划分，

得到级别初步划分结果（见图９）。

对该评估结果，通过选择对商业用地土地区

位反映最敏感的铺面出租资料作为测算对象，根

据测算的样点地价结果来验证商业用地级别的合

理性，并根据检验结果对定级结果进行修正，得到

实验区商业用地定级结果图（见图１０）。

图７　点状数据

场等势线图

Ｆｉｇ．７　Ｅｑｕｉ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ｎｅｉｎ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

Ｆｏｉ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

　

图８　线状数据

场等势线图

Ｆｉｇ．８　Ｅｑｕｉ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ｎｅ

ｉｎ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Ｌｉｎｅａｒ

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

　

图９　各评价单元场势频率

直方图及级别的划分

Ｆｉｇ．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ｉｎ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　实验区商业用

地土地定级结果图

Ｆｉｇ．１０　ＭａｐｏｆＣｏｍｍ

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２）结果分析。武汉市商业用地土地级别空

间分布与武汉市商服中心分布较为一致，主要是

以汉口、汉阳和武昌的较高级别商服中心为中心

点，基本成环状向各镇边缘递减。最高土地级别

分布在汉口；最低土地级别主要分布在葛店、天兴

洲等市区边缘地带。商业用地土地级别空间总体

分布为：① 汉口商业用地土地级别中心为中心商

业区（中山大道、江汉路）及受其辐射影响的相邻

区级商服中心（武汉广场、汉正街）所在地段。汉

口最高级别为Ⅰ级，最低级别为Ⅶ级。② 汉阳的

商业用地土地级别中心为区级中心商业区（钟家

村）所在地段。汉阳最高级别为Ⅱ级，分布在鹦鹉

大道和汉阳大道交汇处（市级商服中心为钟家村，

以汉商集团、知音饭店、超越时代广场为中心的商

业集聚点），最低级别为Ⅷ级。③ 武昌地区商业

用地土地级别中心为中心商业区（中南路）及受其

辐射影响的相邻区级商服中心（司门口）所在地

段。进一步地，将本文研究结果与武汉市实际城

镇商业用地定级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说明本实

验结果的合理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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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商业用地土地界别面积对比分析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ｒｅ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ｉ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ｎｄ

土地级别
实际使用结

果／ｍ２
本文结

果／ｍ２
面积差

／ｍ２
比例／％

Ⅰ 　４７６９６６ ４７８２５３ １２８７ ＋２．７

Ⅱ ６７１５７２１ ６７００４２１ －１５３００ －２．３

Ⅲ １６５３６３９１ １６５０９３９８ －２６９９３ －１．６

Ⅳ ４３３５３３５７ ４３４１８３５１ ６５０００ ＋１．５

Ⅴ ５４３８２９５８ ５７２１６３１０ ２８３３３５２ ＋５．２

Ⅵ ９８４２２３９０ ９６０４０５６８－２３８１８２２ －２．４

Ⅶ １４０６６４３７８ １３５７５５１９１－４９０９１８７ －３．５

Ⅷ １６０１０８３８７ １５７２２６４３６－２８８１９５１ －１．８

Ⅸ ２２９８３９９６３ ２３７１５５５７７ ７３１５６１４ ＋３．２

合计 ７５０５００５１０５ ７５０５００５０５ ０ ０

　　通过以上结果比较分析可知，Ⅰ～Ⅳ级土地

的面积，绝对面积差在１ｋｍ２ 以内，相对面积差在

５％以内，二者的差值都很小。Ⅴ～Ⅸ级别的土

地，绝对面积差值都在２～７ｋｍ
２ 内，相对面积差

仍然都在５％以内。就两定级结果中各土地级别

面积比例的分布来看，二者整体上都比较接近。

因此，该对比结果说明了本实验结果具有可靠性

和真实性。

５　结　语

本文结合空间数据特征，开展了基于数据场

的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并以城市土地定级作为具

体的应用研究领域，分析了地价数据场及在此基

础上的城镇土地定级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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