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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城市基本单元网格的概念，并对其划分原则进行了探讨。采用层次空间推理理论，设计了城市

单元网格划分算法。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城市基本单元网格作为社会经济信息采集的基础，能通过基本单元

网格的聚合得到不同层次的多级网格，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信息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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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学领域，网格是指对地理空间的划分。

城市中的各种管理区，具有明确的边界和上下层

次关系，是地理网格在城市中的应用。目前，在我

国的城市各部门中，存在多个管理分区（管理单

元）。由于划分的标准和目的不同，这些分区（网

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空间单元的边界和编

码系统不一致。这些单元普遍存在划分过粗、边

界不稳定、编码不统一等问题，各部门的统计分析

数据由于地理单元的不一致而很难共享［１，２］。为

了解决城市中多个不同网格系统之间的空间数据

共享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３１２］。

在各个网格划分中，各个网格在其体系内部

是可以通过集聚而产生上一级网格的，但是在不

同的网格之间是不能进行集聚的。因此，本文定

义了城市基本单元网格，并以这个基本单元网格

作为社会经济信息采集的基础，使得不同的网格

能够通过基本单元网格的聚合而得到。采用层次

空间推理理论，综合考虑各种划分原则，并将影响

城市社会经济信息分布的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作为

考虑因素，进行城市单元网格划分。

１　层次空间推理的基本思路

层次空间推理［１３］（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ａ

ｓｏｎｉｎｇ，ＨＳＲ）是空间信息理论的一部分。利用空

间层次和推理，人们常常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小

的问题，以降低问题的复杂性，便于求解。将空间

不断细分成更小单元的过程称为层次空间［１４］。

ＨＳＲ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属性是部分整体属

性，每个层次的元素都由下一个层次的元素组成，

同时该层次的元素也是上一个层次元素的组成部

分，该属性与城市空间多级网格属性完全相似。

层次空间推理的另外一个属性是两面效应，每个

层级在层次理论中都具有两面性，即与上、下层次

之间的关系。城市空间多级网格中同样如此，每

一级的网格都与上、下两个层次的网格相联：下层

是组成该网格的子网格；上层是该层网格所组成

的父网格。ＨＳＲ的第三个属性是邻近分解性，该

属性与系统的嵌套性有关，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

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而城市空间多级网格中的

下级网格是嵌套在上级网格中的，直到覆盖整个

城市。另外，城市网格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随距离

的增加而减弱的。

根据层次空间推理的思路，在城市空间多级

网格中，需要确定一个基本的单元网格作为基础，

它处于城市多级网格中的最底层，是各类社会经

济信息统计的基础。通过该网格的聚合，可以生

成其他的网格，如城市规划分区、城市交通调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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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普查区、人口调查分区、消防分区、邮政区

等。

在实际进行单元网格划分的过程中，需要考

虑确定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即权重，权重高

的在网格划分时应优先考虑。根据网格划分的目

的，城市中基本单元网格划分考虑的因素和权重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城市中基本单元网格划分考虑的因素和权重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Ｕｒｂａｎ

ＢａｓｉｃＧｒｉ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选中的要素（原则） 权重 说　　明

自然

地物

山体 高 山体划分为单独的单元网格

河流、湖泊 高
城市中的河流、湖泊是自然的分界

地物，划分为单独的单元网格

上级

管理

边界

社区 高

社区是目前我国城市中最基本的

管理单元，单元网格的划分不跨越

社区

城市

道路

城市主要

干道
高

城市主干道是城市空间划分的重

要基础，单元网格的划分不应跨越

主干道

城市次

干道
中

城市次干道是城市空间划分的基

础，单元网格的划分一般不跨越次

干道

城市支路 低

城市支路是城市空间划分的基础，

主要是城市内部的生活性道路，单

元网格划分可跨越支路

宗地 宗地 低 单元网格中一般包含多个宗地

形

状

邻接性 高
单元网格之间应当是邻接关系，网

格之间不能重叠或存在缝隙

紧凑度 中
单元网格应当尽可能接近正方形

或矩形，避免出现细长的形状

土地

利用

居住用地 高
城市中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居住用

地中

商住用地 中
混合类型的商住用地中，有大量的

人口分布

工业用地 低 城市人口一般不分布在工业用地中

绿地、公园 低 属城市公共活动用地，人口分布很少

未利用地 低 无人口分布

２　基于空间层次推理的多级网格划

分算法与实验

２．１　划分算法

设犡＝｛狓１，狓２，…，狓犿｝为组成城市基本单元

网格的建筑块，狓犻为第犻个建筑块；犣为由建筑块

组合成的上一级网格（单元网格），犣＝｛狕１，狕２，…，

狕犽｝，设由犿 个建筑块共组成犽个单元网格，犽＜

犿，犣犼为第犼个单元网格，由若干个建筑块聚合而

成，犣的外边界与犡 的外边界相同。则有：

犣犼 ＝∑
狀

犻＝１

狓犻，狀≤犿 （１）

犣犻≠ ，犻＝１，２，…，犽 （２）

犣犻∧犣犼 ＝ ，犻≠犼 （３）

∪
犽
犻＝１犣犻＝犡 （４）

∑
犽

犼＝１

犣犼 ＝∑
犿

犻＝１

狓犻 （５）

　　用犃犣犼表示第犼个单元网格犣犼 的面积，犃μ
表示平均面积，则单元网格面积基本相等的约束

条件可表示为：

ｍｉｎ∑
犼

狘犃犣犼－犃μ狘 （６）

　　为避免产生细而长的网格的情况，采用紧凑

度犚来约束网格的形状，其表示方法为：

犚＝∑
犼
∑
犻＝∈犣犼

犱犻犼 （７）

其中，犱犻犼是第犻个建筑块到第犼个单元网格的直

线距离。

另外一个紧凑度指数是网格周长的平方与网

格面积的比值，其值越小，表示紧凑度越好。

城市单元网格的划分步骤为：① 选择将要被

分割的区域；② 选择一个种子块；③ 选择与种子

块相邻的多边形，再根据种子块的用地属性（居住

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等）选择可进

行合并的相邻多边形；④ 分别计算将种子块与

可合并的相邻多边形合并后的多边形的紧凑度指

数，紧凑度最大的多边形被选中；⑤ 合并种子块

与被选中的块，修改计数器，新产生的块称为新的

种子；⑥ 重复步骤③～⑤，直到网格的面积达到

指定的阈值，重新计算合并后的多边形的紧凑度，

如果新的网格的紧凑度小于指定的阈值，则出现

提示信息，并保存在网格属性表中；⑦ 重复步骤

②～⑥，直到所有的块被聚集完成；⑧ 选择下一

个将被划分的块，从步骤①开始重复执行，直到划

分完成所有的区域。

采用这种划分方法后，单元网格作为最小的

社会经济信息统计单元和城市管理单元，通过单

元网格的合并可以得到其他的管理单元或自然单

元。

２．２　实验与分析

实验需要准备的数据主要包括：① 城市自然

地物，如河流、山体、湖泊等，这些数据需要处理成

封闭的多边形；② 铁路、城市道路中心线；③ 城

市管理界线，如城市区边界、街区边界、社区边界；

④ 城市土地利用数据；⑤ 城市宗地。

数据的预处理过程为：① 将土地利用数据和

宗地数据进行叠加操作，处理成用地性质相同的

建筑块，作为基础层。② 将主要地形要素（河流、

山体、湖泊等）和城市主要道路、铁路等建立多边

３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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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拓扑关系，作为约束条件，网格的划分不能跨越

这些要素组成的多边形。③ 以城市管理边界（社

区界）作为约束条件，网格划分不能跨越社区界

线。④ 将以上图层进行叠加，得到小多边形。

⑤ 根据城市土地利用分类情况，确定在网格划分

时可以合并的用地类型，作为小多边形进行聚合

的约束条件。

基础数据准备完成后，采用本文方法，对基础

数据进行聚合，得到城市基本单元网格。图１是

采用本文方法得到的单元网格的示意图。

图１　城市基本单元网格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ＵｒｂａｎＢａｓｉｃＧｒｉｄ

图２和图３分别是现有的来自不同部门的经

济普查单元、城市管理分区与基本单元网格叠加

后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普查单元、城市管

图２　聚合得到的经济普查单元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Ｚｏｎ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ＢａｓｉｃＧｒｉｄ

理分区可以通过单元网格的聚合得到，没有边界

不一致的现象。由于每个城市的分区（网格）在体

系内具有十分明确的层次关系，这种关系最底层

都是城市基本单元网格，因此，以基本单元网格为

基础采集的社会经济数据通过累加，即可汇聚成

其他网格所需要的数据，从而实现单元网格中的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向其他网格数据的传递，实现

网格之间的数据共享。

图３　聚合得到的城市管理分区

Ｆｉｇ．３　Ｕｒｂ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ＢａｓｉｃＧｒｉｄ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城市基本单元网格的概念，探讨

了城市基本单元网格的划分原则，以及城市道路、

行政管理边界、用地性质等对网格划分的影响，采

用层次空间推理理论思路，设计了城市单元网格

划分算法。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城市基本单元网

格作为社会经济信息采集的基础，能使不同层次

的多级网格通过基本单元网格的聚合而得到，从

而实现社会经济信息的共享。但是，由于城市中

各种分区（网格）的复杂性，基本单元网格划分时

的各种因素的权重、面积阈值、紧凑度阈值的设置

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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