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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遗传算法。该算法是一种改进后的客观确权法，它避免了其他客

观分析方法的限制性因素，通过设定不同的目标，不断优化对数据集的拟合，找到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权

重排序。遗传算法能够挖掘出同一地块的最优权重组合，发现单一因素对地价高低的影响变化趋势，从而划

分因素所属的类型。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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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镇土地定级中，定级因素权重确定的方

法有两类：一类是由专家根据经验判断各定级因

素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然后计算出各定级因素

指标权重，即主观确权法，如 ＡＨＰ法和 Ｄｅｌｐｈｉ

法［１２］；另一类是各定级因素指标根据一定规则进

行自动确权的所谓客观确权法，如关联分析

法［３５］、回归分析法［６］等。运用主观确权法确定各

定级因素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向，但

结果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３］。客观确权法受主

观人为因素的影响小，能够更精确地得出权重结

果。但现有的一些客观确权法如回归分析法，虽

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地定级提供依据，但由

于其对原数据的限制性因素太多，并不能得到广

泛的应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综合前两者优

势的解决模式［７，８］，但是过于简单的加权处理缺

少实质性的突破，仅仅是对前两者的衍生和变型。

本文引入遗传算法应用于城镇土地定级权重的确

定中，既避免了随意性太强带来的同质性土地差

异，又弥补了客观确权方法的诸多不足。

１　遗传算法在城镇住宅用地定级权

重确定中的应用

　　本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城区土地定级为研究

对象，以住宅用地定级为例，对遗传算法（ＧＡ）在

城镇土地定级权重确定中的应用进行论述。基于

定级因素的选取原则和因素的分析，确定了住宅

用地定级的土地定级因素体系。根据定级因素的

不同空间属性，按照不同的作用分计算方式，选取

指数衰减模式获取不同定级因素的作用分。由于

各个因素打分通常是百分制，然而最终的地价远

远高于各因素的总分和，因此，基于权重的加权平

均值无法有效地拟合最终地价。为了提高拟合的

准确度和可比性，将地价归一化到百分制，基于遗

传算法，依次实现编码、适应度函数及相关参数的

确定，最终获得土地因素的权重排序。

２　实验过程

２．１　编码

基于ＧＡ的权重调节，用编码来表示解空间

的个体的过程。由于变量取值范围［犝１，犝２］均在

［０，１］内，因此可以通过调整染色体的位数来满足

精度要求，位数的大小适中并不会影响ＧＡ的运

行效率。另外，二进制编码具有操作简单、其他算

子易于实现的优点，因此，本文采取二进制编码方

式，设定二进制长度为５０，总染色体长度为６００。

２．２　适应度函数

适应度函数的确定是ＧＡ的关键。适应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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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区分种群个体优良程度的标准。个体适应度

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应个体“存活”概率的大小。

适应度函数必须考虑函数本身的特性，要求表达

合理，具有较强的通用性。本文采取以目标函数

作为适应度函数的策略。适应度函数的设定不

同，将得到不同假设前提下的变量结果，此种特性

正符合基于不同侧重点问题的解决方案。权重的

确定涉及到适应度函数的表达，其方式有如下几

种。

１）单次拟合误差最小

将待测个体转为十进制，并进行如下变换：

犠犻＝犔犻／∑
狀

犻＝１

犔犻

式中，犔犻为待测个体的十进制表达形式。得到权

值向量后，将其依次代入拟合公式：

犫＝犠狀×犳狀

式中，犳狀 为定级因素作用分；犠狀 为权重向量；犫为

样点地价。

对于单一拟合值，选取最大相对拟合误差值，

即是最小的适应度值：

ｆｉｔ＝ｍｉｎ犢＝１－狘犪狀－犫狀狘／犪狀

式中，犢为狀×１的向量，包括狀个样点地价的适

应度值；犪狀 为第狀个样点的实际地价。

２）整体拟合误差平方和最小

从整体逼近对象出发，使得整体对象全体误

差之和小于某一阈值，且这个阈值应尽可能最小：

ｆｉｔ＝ｓｕｍ犢＝ （狘犪狀－犫狀狘／犪狀）
２

２．３　基本算子以及参数的选定

本文选定两点交叉策略，即随机设置两个交

叉点，在两点之间进行交叉运算。变异算子是增

强全部搜索功能的重要步骤，通过变异，即基因

“０”与“１”的互换，形成新个体。本文选取基本位

变异算子。其他基本参数设置为：群体大小为

５０；遗传算法的终止进化代数为１００；变异概率为

０．０１；交叉概率为０．９。

２．４　权重的确定

基于遗传算法的权重确定过程如下：首先随

机生成权重向量种群；其次，根据适应度函数计算

各个权重向量的适应度值，并以此确定保留和淘

汰的权重向量；然后依据交叉、变异等遗传算子生

成子代权重向量；最后，当算法满足要求时，如达

到最大遗传代数或适应度精度，迭代结束，此时即

获得立足于全局搜索的最优权重向量。如图１所

示，遗传算法目标函数值趋于稳定，群体函数平均

值的波动逐步减缓，则认为算法效果显著，具有较

强的可信性。

图１　遗传算法目标函数以及群体平均值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如前文所述，由于目标函数的设定不同，得到

不同假设情况下的权重向量。本文取两种适应度

函数假设下的权重平均值作为经遗传算法所求得

的权重，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定级因素权重表

Ｔａｂ．１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ｏｆＧｒ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因素 权重 因素 权重

商服繁华影响度 ０．００４７ 文体设施优劣度 ０．０４３６

道路通达度 ０．３２２０ 环境质量优劣度 ０．０００３

公交便捷度 ０．２５４４ 自然条件优劣度 ０．０００３

对外交通便利度 ０．０８５３ 道路规划 ０．０８７５

生活设施完备度 ０．０１０１ 用地规划 ０．０６３２

公用设施完备度 ０．０４３６ 人口密度 ０．０８４７

３　结果分析

遗传算法是从全局拟合出发，求得基于遍历

搜索的最优权值。它的优点还在于能够挖掘出随

着地价的变化，各因素的地价权重的排列情况。

从图２中可以发现，由于样点地价的空间位

置以及属性差异，导致了各个样点地价的因素权

重排列具有很大的差异。在地价较高的样点，因

素权重分配较为均匀，这充分反映了高质量生活

空间的多需求性成为打造优质居住空间的最高理

念。地价居中的样点，一个或者几个因素往往具

有很高的权重，表现出极为突出的优势。随着地

价的降低，如生活设施完备度和环境质量成为居

住条件优劣的主要影响因素。如图３所示，影响

样点地价高低的关键因素并不能一概而论，它随

着地价的差异而变化，地价的增长与首位影响因

素权重呈现出倒“Ｕ”型关系。

为了考虑相同条件下单一因素对地价高低

的影响，本文拟在同一地块条件下对不同因素的

影响方式进行考察。选定某一因素，根据其在样

点地价中的数值，确定该因素的变化范围。为了

保证结果的可比性，其他因素一律不变。按照此

种思路，依次求取不同因素的变化趋势。将因素

变化趋势与样点地价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不同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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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区片定级因素权重

Ｆｉｇ．２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ｏｆＧｒ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图３　各区片首位影响因素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Ｇｒ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因素随地价变化，或者说对地价的影响方式是不

同的，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读出因素的重要性程

度的排列。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把众因素分为

三种类型，如表２所示。

表２　定级因素分类表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基于相关性系

数的类型划分
类型名称 因素名称（相关性系数值）

一类
高度

相关型

人口密度（０．８４）、自然条件优

劣度（０．８３）、用地规划（０．７５）、

道路规划（０．７４）

二类
中度

相关型

生活设施完备度（０．６７）、公交便

捷度（０．５５）、环境质量优劣度（０．４６）、

商服繁华影响度（０．４１）

三类
低度

相关型

道路通达度（０．３３）、文体设施

优劣度（０．１４）、公用设施完备度（０．１３）、

对外交通便利度（０．０２）

　　高度相关的因素在权重变化上与地价的高低

起伏非常一致。从图４（ａ）可以看到，该因素在权

重大小上往往呈现极值的一面，随着地价的升高，

因素权重大小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本文认为，该

类因素是地价确定的关键因素，由其自身的波动

可以引发地价的伴随升降，中度相关型因素的权

重变化趋势与地价高低较为一致。从总体上看，

如图４（ｂ）所示，该类因素的权重小于高度相关型

因素类，极化程度较高，也存在不同于极值的离散

点，该类因素在土地定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辅助

作用。低度相关型因素的特点在于权值总体较

小，一般小于０．００６，极化作用较弱，如图４（ｃ）所

示，因素本身的变动对地价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相对波动区间较大，而绝对影响程度较小，该类因

素所传递的信息对定级工作有参考作用。

图４　因素分类相关性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４　结　语

与传统权重确定方法相比，遗传算法具有获

取全局最优、挖掘更深层次涵义的优势。遗传算

法通过设定目标，不断优化对数据集的拟合，找到

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权重排序，从而反映出

因素在土地定级中的不同地位。遗传算法能够挖

掘出同一地块的最优权重组合，亦能发现单一因

素对地价高低的影响变化趋势，从而划分因素所

属的类型，对城镇定级的因素选择以及样点地块

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区位差

异是土地的重要性质，城镇用地更是如此，反映不

同城镇或者同一城镇不同地域因素的最优权重组

合十分关键，基于遗传算法的诸多优点，有必要在

相关领域作进一步研究。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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