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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多目标禁忌搜索算法来实现土地整理备选区片的自动划分，阐述了其流程和关键问题。

以武汉市江夏区高产农田整理分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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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整理分区是根据土地利用程度与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依据土地整理限制因素的

差异性，将整个区域划分为土地整理类型与方向

相对一致的几个区域［１３］。目前，土地整理区片划

分的方法有叠置法、主导标志法［３］、星座聚类法［１］

等。这些方法一般存在着可操行较差、自动化程

度不高、受人为经验影响较大等缺陷。

实际上，县级土地整理区片划分时有一套规

范的指导原则和约束条件，其实质上可视作一种

多目标空间分区问题。空间分区问题由于区片的

连续性要求，使得它比一般的多目标组合优化问

题要困难许多［４，５］。在过去的４０年中，空间分区

问题尤其是政治选举划分问题得到了很多学者的

关注［５］，他们也提出了大量的模型和算法［５７］。近

年来，禁忌搜索算法被认为是解决分区问题的有

效方法，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８１０］。

针对现有土地整理分区方法的缺陷，本文基

于多目标空间优化观点对土地整理自动分区进行

了研究，提出了一种多目标禁忌搜索算法来实现

土地整理备选区片的自动划分。

１　土地整理分区的目标及约束条件

１．１　土地整理分区多目标提取及形式化表达

结合武汉市江夏区的实际情况，本文确定土

地整理潜力、区片建设规模均衡性以及区片形状

的规则性作为３个目标加以考虑，此外归纳出３

个约束条件即区片尽量以基本农田为中心或主

导、区片连续完整、区片不跨越障碍边界（乡镇界

线、功能区边界、等级公路和较大的水系边缘）。

１）区片建设规模均衡性目标函数犳ｂａｌａｎｃｅ的定

义［１，２］：假设犑 为当前分区方案中的区片集合，

犘犼（狓）代表区片犼的建设规模，犿 为区片数目，则

区片的平均建设规模为珚犘＝∑
犼∈犑

犘犼（狓）／犿。为了

保证区片建设规模的均衡性，要求各区片建设规

模位于区间［（１－β）珚犘，（１＋β）犘
－

］中，其中０≤β＜

１，则可定义区片建设规模的均衡性目标函数为：

犳ｂａｌａｎｃｅ（狓）＝

∑
犼∈犑

ｍａｘ｛犘犼（狓）－（１＋β）犘
－

，（１－β）犘
－

－犘犼（狓），０｝

犿犘
－

（１）

在区间［（１－β）珚犘，（１＋β）珚犘］中，β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它的值直接决定了均衡性约束条件的强弱，

β值越小则此约束条件越强，β值越大则此约束条

件越弱。式（１）中，犿珚犘 用来对函数值进行标准

化，使得函数值位于［０，１］之间，当所有区片的规

模都位于区间［（１－β）珚犘，（１＋β）珚犘］时，目标函数

值为０，否则其值为正数。珚犘 表示区片建设规模

标准１０００ｈｍ２，β取值为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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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区片形状的规则性目标函数犳ｃｏｍｐａｃｔ的定

义［１，２］：

犳ｃｏｍｐａｃｔ＝ （∑
犼∈犑

（１－
２π 犃犼（狓）／槡 π
犚犼（狓）

））／犿 （２）

式中，犚犼（狓）为分区方案狓 中区片犼 的周长；

犃犼（狓）为方案狓中区片犼的面积；犿 为区片数目。

它主要比较了区片周长与具有相同面积圆的周长

之间的关系，犳ｃｏｍｐａｃｔ的值较小时可保证各区片形

状近似为圆形或正方形等规则形状。当所有区片

的形状均为圆形时，目标函数值为０；当区片的形

状均不规则时，函数值接近１。因此，目标函数值

的值域为［０，１］。

３）土地整理潜力目标函数犳ｌａｎｄ的定义：

犳ｌａｎｄ＝１－犛／犛ｍａｘ （３）

式中，犛表示当前方案的土地整理潜力；犛ｍａｘ表示

江夏区高产农田整理可能的最大潜力，由类似地

区已完工整理项目的最大出地率估算得到，本实

验中江夏区高产农田整理不可能超过２５００ｈｍ２。

显然，犳ｌａｎｄ的值域也为［０，１］，其值越小表明当前

分区方案的土地整理潜力越大。

确定３个目标函数之后，本文采用传统的线

性加权方法将其合并成一个总的目标函数 犉＝

狑１犳ｂａｌａｎｃｅ＋狑２犳ｃｏｍｐａｃｔ＋狑３犳ｌａｎｄ，其中，狑１、狑２、狑３分

别为各目标的权重，值为０～１之间，因此犉的值

域为［０，１］，且越小越好。

１．２　约束条件处理

约束条件将在算法执行的各关键阶段进行处

理，如区片尽量以基本农田为中心或主导可通过

分区方案的初始化策略来实现，而区片连续完整

和区片不跨越障碍边界将作为判断多目标禁忌搜

索算法邻域搜索中节点移动有效性的约束条件。

２　基于多目标禁忌搜索算法的土地

整理自动分区

　　禁忌搜索算法的基本思想请参见参考文献

［１１］。其中，初始方案生成、邻域规则定义、邻域

搜索方法等都是其关键问题。目前，多目标禁忌

搜索算法直接求解非劣解集的研究还不成熟，因

此，本文采用传统的线性加权方式将多目标合并

成单目标来求解。

２．１　初始方案生成

本文采用种子生长法［１２］来生成初始的分区

方案，其具体思想为：首先，随机选择某空间单元

作为当前区片的种子，该区片的生长通过种子与

其邻接单元的不断合并来实现。当该区片的规模

第一次达到要求时或没有可合并的邻接单元时则

结束，然后随机选另外一个单元作为下一区片的

种子，采用以上方式完成此区片的生长，如此循环

进行直至区片被完全划分。如果此轮划分后，区

片数目大于规定数目犿，则需要逐步归并当前规

模最小的两个区片直至区片数为犿；若区片数目

小于规定数目犿，则需要逐步分裂当前规模最大

的区片直至区片数为犿。区片分裂的方法也同样

采用种子生长法来实现。具体的应用中，为了保

证区片尽量以基本农田为中心或主导，种子的选

择不再采用随机方式，而是选择当前基本农田面

积最大的单元作为种子。

２．２　邻域规则定义

采用邻接图思想描述空间单元的分布。如果

区域由狀个空间单元组成，则该区域可用一个具

有狀个节点的图来表示，每个单元对应图中的一

个节点，若两个单元相邻则其对应的节点间存在

一条边。则空间分区问题可表述为［４］：给定一个

具有狀个节点的邻接图犌＝（犖，犈），区片数目犽

（犽为整数，且１≤犽≤狀），要满足多个准则把犌划

分为犽个连续的子图，即把节点集合犖 划分为犽

个子集犆１，犆２，…，犆犽，且每个节点集犆犺（犺＝１，２，

…，犽）构成一个连续的子图。

以此为基础，本文定义了当前方案狊的两种

邻域犖１（狓）和犖２（狓），其含义分别表述为：① 对

于犖１（狓）而言，若两个方案互为邻居，则其中一

个方案可由另外一个方案通过某个节点的迁移来

实现。此种类型的移动被称为 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１，用

（犻，犼，犾）表示，其中犻为移动节点，犼为原属子图，犾

为目标子图。对于犖２（狓）而言，若两个方案互为

邻居，则其中一个方案可由另外一个方案通过分

属不同子图的两个节点的交换迁移来实现。此种

类型的移动被称为 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２，表示为（犻，犽，犼，

犾），其中犻、犽为移动节点，犼为犻的原属子图也为犽

的目标子图，犾为犽的原属子图也为犻的目标子

图。

由上述定义可知，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１是空间分区过

程中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而 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２可视为

两个原始区片和目标区片相互倒置的 Ｍｏｖｅ

Ｔｙｐｅ１过程的综合（如（犻，犽，犼，犾）＝（犻，犼，犾）＋（犽，

犾，犼））。

２．３　邻域生成方法

２．３．１　硬约束条件的处理策略

由于空间分区问题中区片的连续性是硬约束

条件，因此，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１和 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２必须为有

效移动，即不能破坏区片的连续性。为此，本文对

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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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生迁移的活动节点的特征和移动方向进行

分析，并得出结论：① 只有位于区片边界处的单

元才有可能是活动单元；② 活动单元不能是原始

区片的关键单元，即其迁移不会造成原区片的分

裂；③ 活动节点只能向邻接区片迁移。

２．３．２　邻域生成

在禁忌搜索算法中，可采用如下方式来表达

每个分区方案：

（犇１，犪１１，犪１２，…，犪１犽），…，（犇犻，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犽），

…，（犇犿，犪犿１，犪犿２，…，犪犿犽） （４）

式中，犇犻表示区片犻；犪犻犽表示区片犻的各个边界节

点；犿表示区片数目。为了生成当前方案的邻域，

需要分４个步骤来进行：① 解码操作，根据方案

的编码信息获取每个单元的区片信息。② 获取

当前所有的活动节点，若某个单元位于区片的边

界且其发生迁移之后，与其同属一个区片的邻居

单元仍为一个统一的簇（通过邻接链的合并操作

来判断），则其为区片的活动单元。③ 获取当前

所有的有效移动，先确定当前方案中所有的活动

单元，且活动节点只能向邻接区片迁移。④ 邻域

生成，由于活动单元位于区片的边界，而且它的移

动只会对其邻居单元造成影响，因此获取并比较

某活动单元各邻居在其迁移前后的边界状态，对

当前方案的编码信息进行修改即可获取所有的邻

居方案。此外，为了防止循环搜索的出现，在每次

迭代中，当已出现（犻，犼，犾）或（犻，犽，犼，犾）移动操作，

则其对偶操作（犻，犾，犼）或（犻，犽，犾，犼）将在接下的θ

次迭代搜索中被禁忌，θ为禁忌长度。

２．４　移动惩罚策略

在禁忌搜索算法中，为了避免对目标优化作

用不大的搜索移动反复出现，使搜索过程向解空

间的其他新区域发展，有些学者采用了针对移动

的惩罚策略，其中 Ｂｏｚｋａｙａ的研究最具代表

性［１０］。在Ｂｏｚｋａｙａ的处罚策略中，定义了４个因

子：① 当前移动Ｍｏｖｅ狋在过去的狋－１次迭代过程

中，出现的频率；② 空间分区问题的规模槡犿；

③狋次迭代中，前后方案目标函数值差异的最大

值δ；④ 缩放系数ρ。其中，为最主要的参数，它

可通过另外两个参数η犻狋和犼狋来间接表达。η犻狋记

录了在过去的狋－１次迭代过程中，单元犻移动的

次数；犼狋记录了在过去的狋－１次迭代移动中，涉

及到区片犼的次数。根据ＢｕｒｃｉｎＢｏｚｋａｙａ
［１０］的研

究，若当前移动属于 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１，则的计算公

式为：

（犻，犼，犾）＝ （１＋η犻狋）（１＋
犼狋＋犾狋
２

）－１ （５）

若当前移动属于 ＭｏｖｅＴｙｐｅ２，则的计算公式

为：

（犻，犽，犼，犾）＝ （１＋η
犻狋＋η犽狋
２

）（１＋
犼狋＋犾狋
２

）－１

（６）

定义了处罚函数的４个因子之后，当前方案狓的

目标函数值将采用如下方式进行处罚修正：

犉′（狓）＝犉（狓）＋犳ｐｕｂｌｉｓｈ＝犉（狓）＋δρ槡犿

（７）

　　可见，为了应用移动的惩罚策略，在算法中需

要对搜索过程的移动轨迹进行记录以获取当前移

动的频率信息。

３　实例与分析

３．１　研究区域

武汉市江夏区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江汉平原

向鄂南丘陵延伸的过渡地带。区域内水系发达，

地形较为单一，以平原和低丘为主，其土地利用初

具规模，但也存在基础设施布设混乱、田块零碎、

土地利用粗放等问题。因此，本文将基于多目标

禁忌搜索模型，在考虑已经确定的农业开发边界

和已通过验收的高产农田建设项目区边界的情况

下，将江夏区沪蓉高速公路以南的区域自动划分

为５７个项目子区。此外，本文也收集了江夏区最

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江夏区行政区划图、功能分

区图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图作为参考资料。

３．２　基本单元划分及数据预处理

由于县级土地整理备选区片往往以典型线状

地物为边界，因此，可首先提取这些线状地物，对

土地整理区域进行初步划分形成基本单元，然后

对其进行优化组合来实现分区。本文定义如下线

状地物作为基本单元划分的依据：乡镇界线；功能

区界线；宽于１０ｍ的农村道路；等级公路；堤坝；

干渠；河流和湖泊边缘；大片居民点边缘；林带的

边缘。而且等级公路、乡镇界线、功能区界线和大

的水系边缘被视为区片划分的障碍条件。在基本

单元划分时，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首先采用

路网对区域进行分割，然后对范围较大的单元用

其他要素进行分割（见图１）。同时，以障碍线状

要素对区域划分生成障碍区片图（见图２）。

为了计算目标函数值和处理约束条件的方

便，生成基本单元图后，还需要获取各单元的如下

信息：① 总面积和周长；② 建设规模；③ 土地整

理潜力；④ 基本农田面积；⑤ 障碍区片号。它们

都可通过基本单元图和所收集的参考图层通过叠

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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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分析来获取。此时，基本单元图将作为江夏区

高产农田整理分区的重要工作底图。

　　
图１　基本单元划分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

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ｓ

　　　
图２　障碍区划分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Ａｒｅａｓ

３．３　结果分析

权重确定是线性加权法处理多目标优化问题

的难点。本文中，使得方案具有最大的新增耕地

潜力显然是首要目标；其次，县级土地整理分区中

区片的建设规模有着较明确的规定，它只能在

１０００ｈｍ２上下浮动，不能太大或太小；再则，土地

整理分区过程中区片一般以较明显的线状地物为

边界，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其规则性。因此，在

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土地整理潜力目标最为

重要，区片规模均衡性目标次之，区片规则性目标

相对较弱。基于以上描述的模型，经过反复实验，

确定的各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ｅｔｔｉｎｇ

参数名称 参数值

禁忌长度 ３５

最大搜索代数 １５０００

移动惩罚策略的缩放系数 ０．１２

区片数目 ５７

基本单元数目 ３６８２

土地整理潜力权重 ０．４

区片规模均衡性权重 ０．３５

区片规则性权重 ０．２５

　　本文采用 ＶＣ
＋＋语言，基于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控件

开发了土地整理自动分区的模块，经过２ｈ２７

ｍｉｎ的运算，得到最终的分区方案，其函数值为

０．３１４９，空间分布如图３所示。由各区片的形状

和空间分布可知，各区片均有较好的水源保障条

件，形状规整，无狭长形区片，且各区片建设规模

基本均衡，土地整理总潜力约１８１３．６９ｈｍ２，可见

此方案在３个目标间较好地达到了平衡。

４　结　语

土地整理分区的目的是明确每一区域土地整

理的主要类型与方向，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土地

图３　分区结果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整理标准，为土地整理潜力评价提供基础。目前，

土地整理分区大多仍采用手工方式进行，自动化

程度很低。本文基于多目标空间分区的思想，采

用多目标禁忌搜索模型来实现土地整理区片的自

动划分，为此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加科学的

解决思路。目前，此算法在执行效率和多目标处

理方面还有待改进，主要表现在目标权重难以确

定、只能提供唯一的候选方案、决策自由度不高等

问题。创建一种直接获取Ｐａｒｅｔｏ解集真正意义

上的多目标禁忌搜索算法来解决土地整理自动分

区问题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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