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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弥补传统可达性动态反映不同位置上可利用时间限制的可达时空表现能力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

于时间地理的位置相关时空可达性表达方法，该方法以时间地理框架为基础，集成个人的活动需求，实现了面

向个人的可达性表达，提高了时空可达性分析的实用价值和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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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达性是交通规划中反映土地利用与交通系

统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广泛应用于交通系统规

划、设施选址、区域经济分析、人文地理、信息通信

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ＩＣＴ）等应用领域
［１，２］。许多学者对其进行

了深入研究［３］，但是大多数模型在处理位置相关

的时空可达性表达方面存在若干缺陷，主要表现

为：① 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和区域可达性评价中

各位置的可达性指标都是相对固定的［４，５］，用于

反映整个交通网络的可达程度和区位优劣情形，

而在以任一位置为中心的时间和空间共同约束现

象的直观表现方面存在不足。② 很少有可达性

模型考虑兴趣点可被利用时间约束条件［６，７］，以

及该约束条件所造成的时空可达程度差异。本文

基于时间地理框架思想，提出了位置相关的时空

可达性表达方法，力求弥补以上两个缺陷，为交通

规划、设施与个人可达性分析等应用提供一种新

的表达方案。

１　基于时间地理框架的时空可达性

表达

　　Ｈｇｅｒｓｔｒａｎｄ于１９７０年提出的经典时间地

理框架为时空可达性表达奠定了基础。该框架有

两个基本概念：时空路径和时空锥。时空路径描

述起点与终点（犗犇）之间的时空轨迹，时空锥则描

述起点和终点位置之间在特定时间约束下的可达

时空范围。与起点相连的时空锥表达了从起点位

置能够最早到达的时空边界，与终点连接的时空

表达了要按时抵达终点所必须最晚出发的时空边

界，这两个锥体的中间部分是起点和终点之间的

可达时空范围。考虑到道路网拓扑结构以及交通

流的变化，时空锥模型所生成的边界难以准确区

别现实交通网络的可达时空范围，其主要原因为：

① 道路网约束了移动对象的运动范围，突破了时

间地理框架的平面空间的假设条件，因此，其可达

时空区域是不规则形状，其形状严格依赖于道路

网的结构；② 道路网上交通状态也影响移动对象

的运行速度，因此，其可达时空也随之发生改变，

这与时间地理框架所假定的匀速运动有很大差

别；③ 时空可达性的描述也应该跟人们的个性化

需求（如兴趣点类别、兴趣点最少服务时间等）及

能提供服务的设施数量密切相关，因此，时空可达

性表达也必须依据个性化需求来界定可达时空，

才符合现实应用需求。

考虑到道路网和个性化需求，本文与以往时

空可达性模型所考量的指标不同，以兴趣点的可

利用时间作为可达时空的描述指标，来衡量特定

位置在兴趣点类别约束下的时空可达特征。如图

１所示，兴趣点１和兴趣点２都位于起点和终点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９月

之间的时空锥内，［狋狊，狋犲］是完成从起点到终点整

个过程的时间段，［狋１１，狋１２］是兴趣点１在犗犇约束

下的可利用时间段，即一个人满足从起点到终点

过程中经过兴趣点１情况下能够在兴趣点停留的

时间。类似，［狋２１，狋２２］是兴趣点２在犗犇约束下的

可利用时间段。［狋狊，狋１１］与［狋１２，狋犲］是移动对象到达

兴趣点１和从兴趣点１离开抵达目的地的路径花

费时间；［狋狊，狋２１］与［狋２２，狋犲］是移动对象到达兴趣点２

和从兴趣点２离开抵达目的地的路径花费时间。

所有位于该犗犇时空锥内的兴趣点都属于该犗犇

的可达时空范畴，每个兴趣点及其对应的时空路径

就组成了犗犇间的可达时空集合。考虑个人在某

个兴趣点上的最小活动时间（如需要在商场耗费至

少１０ｍｉｎ购买某个商品）的需求，如果犗犇时空锥

内某个兴趣点上的可利用时段小于最小活动时间，

那么该兴趣点将不被认为是时空可达的。若某个

兴趣点上的可利用时段不小于最小活动时间，那么

就可以认为该兴趣点是有效兴趣点。不难看出，

该可达时空集合是基于犗犇 对的时空集合，也就

是说没有犗犇，该可达性表达将没有具体意义。

图１　兴趣点的时空路径及其可利用时间段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ＰａｔｈａｎｄＩｔ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ｉｍｅ

２　位置相关的时空可达性表达方法

２．１　位置相关的时空可达性

假设一个犗犇对的时空锥为ＳＴＰｒｉｓｍ（狅，犱），

狅是起点，犱是终点。若ＰＯＩ犻为兴趣点类别为犻

的集合，而该类别包含有狀个兴趣点元素，那么

ＰＯＩ犻＝ ∑
０≤犼＜狀

ＰＯＩ犼犻，这里的ＰＯＩ犼犻是兴趣点类别为犻

的兴趣点犼。依据图１的原理，不妨假设兴趣点犼

的可利用时间为犜（ＰＯＩ犼犻），那么，该犗犇对的时空

可达性 ＳＴＡ 可以表达为：ＳＴＡ（狅，犱）犻＝ ∑
０≤犼＜狀

ρ（狅，犱）×犜 （ＰＯＩ犼犻 ）， 系 数 ρ （狅，犱） ＝

０，ＰＯＩ犼犻ＳＴＰｒｉｓｍ（狅，犱）

１，ＰＯＩ犼犻∈ＳＴＰｒｉｓｍ（狅，犱
烅
烄

烆 ）
。

　　如果终点集合为犇，那么对任意两个起点狅１

和狅２，ＳＴＡ（狅１，犱）
犻＝ ∑

０≤犼＜狀
ρ（狅１，犱）×犜（ＰＯＩ

犼
犻），

ＳＴＡ（狅２，犱）
犻＝ ∑

０≤犼＜狀
ρ（狅２，犱）×犜（ＰＯＩ

犼
犻），两者之

间的时空可达程度差异可以表达为 ＤＳＴＡ（狅１，

狅２）
犻＝∑

犱∈犇

ＳＴＡ（狅１，犱）
犻－∑

犱∈犇

ＳＴＡ（狅２，犱）
犻，该值

反映了不同起点间的时空可达性差异。针对两个

不同的兴趣点类型犻１ 和犻２，对固定起点狅来说，

也存在差异，ＤＳＴＡ（狅，狅）犻＝∑
犱∈犇

ＳＴＡ（狅，犱）犻１

－∑
犱∈犇

ＳＴＡ（狅，犱）犻２，该值反映了不同兴趣点类型

在该点位置上所造成的时空可达性差异。

２．２　位置相关的时空可达性表达

一般来说，基于时间地理的时空可达性都与

犗犇 密切相关，缺乏区域性的表达能力。本文为

弥补这个缺陷，对研究区域进行网格化切分，网格

中心点都作为终点，非网格中心点采取三维内插

的方式得到，这样就可以实现研究区域内任意点

的时空可达性表达。如图２所示，狅和犱１ 之间的

有效兴趣点集合是 ｛ＰＯＩ１犻，ＰＯＩ
２
犻，ＰＯＩ

３
犻，ＰＯＩ

４
犻，

ＰＯＩ５犻，ＰＯＩ
６
犻｝，狅和犱２ 之间的有效兴趣点集合是

｛ＰＯＩ５犻，ＰＯＩ
６
犻，ＰＯＩ

７
犻，ＰＯＩ

８
犻｝，那么，

ＳＴＡ（狅，犱１）
犻
＝犜（ＰＯＩ

１
犻）＋犜（ＰＯＩ

２
犻）＋犜（ＰＯＩ

３
犻）

＋犜（ＰＯＩ
４
犻）＋犜（ＰＯＩ

５
犻）＋犜（ＰＯＩ

６
犻）

ＳＴＡ（狅，犱２）
犻
＝犜（ＰＯＩ

５
犻）＋犜（ＰＯＩ

６
犻）＋

犜（ＰＯＩ７犻）＋犜（ＰＯＩ
８
犻），

类似，ＳＴＡ（狅，犱３）
犻也可以相应求得。

为保证时空可达性的连贯性，对采样点之外

的目的地点犱，先搜索得到其周边目的地集合犇

＝｛犱１，犱２，犱３｝，Ｄｉｓｔ（犱，犱犿）为目的地犱与犱犿 之

间的三维距离，那么可以采取如下的方式进行时

空可达性内插：

ＳＴＡ（狅，犱）犻 ＝ （∑
犱犿∈犇

ＳＴＡ（狅，犱犿）×Ｄｉｓｔ（犱，犱犿））／

∑
犱犿∈犇

Ｄｉｓｔ（犱，犱犿）

图２　位置相关时空可达性求解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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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时空可达性分析

本文研究区域是北京市城区（按照４０×４０切

分）（见图３），网格中心点为切分的结果，商场是本

文可达性分析的兴趣点类别，王府井、中国科学院

分别作为位置１和位置２来分析该实验区域的时

空可达性。在利用时间地理框架计算时空可达性

时，假设总的活动时间是１ｈ，利用§２的计算公式

求解各个网格节点上的时空可达性度量值，然后在

ＡｒｃＳｃｅｎｅ９．２中渲染得到时空可达性分布图。

图３　实验数据和区域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ｒｅａ

图４给出了最小可利用时间为１０ｍｉｎ条件下

以位置１为起点的最小和最大利用时间分布图。

最小利用时间分布图中所有解算的结果都满足１０

ｍｉｎ最小可利用时间的要求，在边缘区域出现的

“堤坝”现象是由于离起点位置较远，导致抵达该边

缘区域的时间大大增加。最大的值所代表的表面

是最大利用时间的时空可达分布，从侧面可以看出，

该图形不完全遵照时间地理的理论图形，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起伏，这说明道路网络的分布对时空可达

性形成了影响，网络的结构决定了可达性的能力。

图５给出了最小可利用时间为１０ｍｉｎ和２０

ｍｉｎ约束条件下在以位置１为起点的最小和最大

利用时间分布图。最小１和最大１是最小可利用

时间为１０ｍｉｎ约束得到的时空分布图，最小２和

最大２是最小可利用时间为２０ｍｉｎ约束得到的

时空分布图。该图反映了在最小可利用时间增加

的情况下，其最大和最小利用时间的变化情形。

最大１和最大２所代表的最大值的曲面中间部分

区别不大，而在边缘区域变化较大，这说明离起点

越远的位置上最大利用时间越少，该部分的时空

分布受网络结构的影响较大。最小１和最小２所

代表的最小利用时间分布图形成了两个相似的曲

面，但是时间维的高度不同，在边缘区域比较明

图４　位置１为起点的最小和最大利用时间

分布图（最小可利用时间为１０ｍｉｎ）

Ｆｉｇ．４　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ｏ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ｒｏ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１ｗｉｔｈＭｉｎｉｍａ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ｉｍｅ１０ｍｉｎ

显。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边缘区域高出的“堤坝”部

分发生了扩张，这说明边缘区域的时空锥收缩了

一些，验证了时空地理框架的时空锥分析能力。

图５　位置１为起点的最小和最大利用时间分布

图（最小可利用时间为１０ｍｉｎ和２０ｍｉｎ）

Ｆｉｇ．５　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ｏ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ｔｈＭｉｎｉｍａ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１０ｍｉｎａｎｄ２０ｍｉｎ

图６给出了位置１分别在最小可利用时间

１０ｍｉｎ与２０ｍｉｎ之间的时空可达性分布图。从

图６可以看出，虽然时间间隔较短，但是两者之间

的时空可达性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离位置１较

近的部分（中间部分）呈现了相同的变化形态，这

说明该部分区域的时空可达性受路网的约束较

小，而受兴趣点分布的影响较大。在离位置１较

图６　位置１为起点的时空可达性分布图（最

小可利用时间为１０ｍｉｎ和２０ｍｉｎ）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ｒｏ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ｗｉｔｈＭｉｎｉｍａ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ｉｍｅ１０ｍｉｎ

ａｎｄ２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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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部分，时空可达性则变化较大，其主要原因是

可达的边界出现了移动，在１０ｍｉｎ容许范围内的

某些边缘位置在２０ｍｉｎ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不

可达的现象。而且该边缘区的形状与路网的结构

有较高的相似度，这说明在这些边缘区域路网对

时空可达性的影响较大。

图７给出了位置１和位置２在最小可利用时

间为１０ｍｉｎ情况下的时空可达性差异分布图。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位置１与位置２的时空可达

性变化差异较大，在图中左边区域位置２的时空

可达性优于位置１的时空可达性，而在图中右边

区域位置１的时空可达性优于位置２的时空可达

性。这说明本文提出的基于可利用时间的时空可

达性衡量方法，能够客观反映不同位置在同等最

小可利用时间约束下的可达性差异，并能够动态

直观地反映不同位置上的时空可达特征。

图７　位置１和位置２为起点的时空可达性分布图

（最小可利用时间为１０ｍｉｎ）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１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２ｗｉｔｈＭｉｎｉｍｕｍ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１０ｍｉｎ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地理的位置相关时

空可达性表达方法，该方法能够动态反映不同位

置相对于整个区域［８，９］的时空可达能力，而且可

以灵活地反映出不同位置为起点的可达时空差

异。与传统可达性表达方法相比较，本文提出的

方法可以同时表现不同位置处在可利用时间约束

条件下的时空可达性特征，优点为：① 动态表达

不同位置的时空可达性，不再是固定的可达性描

述；② 该方法能够集成个人的活动需求（如总的

活动时间段、最小的可利用时间、感兴趣的兴趣点

类别等），有助于分析面向个人的可达性性能，提

高了时空可达性分析的实用价值和应用水平。

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将分析现代ＩＣＴ技术对

时空可达性的影响，为面向个人的时空可达性分

析与应用提供更加现实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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