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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视引导的犃犵犲狀狋模拟城市人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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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视域引导行为准则为理论基础，以智能体（Ａｇｅｎｔ）模拟为技术，在城市开空间中计算各点的视域参

数，智能体根据视域参数选择运动方向，形成城市人流运动系统，来描述、模拟和预测城市空间中的人流运动

及其相应的设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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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环境下行人的心理、运动行为是城市地

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城市规划布局中，必

然要考虑行人的心理和行为。以行人为中心的设

计思路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理念。城市空间应

该充分考虑到城市中的主体———行人的自主规律

和主动性，同时在思考空间形态布局时，不仅将城

市空间看作人类活动和事物的背景，还应将其视

为人类活动的内在属性，人类在其可视的空间中

进行运动和行为。

１　城市空间可视分析

城市人流研究是基于空间认知和空间行为

的，空间认知可以认为是关于空间结构、因素和相

互关系的认知表达，空间认知和认知表达的主要

因素是视域［１］。Ｇｉｂｓｏｎ的视觉行为理论
［１］可以

理解为：行人总是有向更大运动空间（视域）流动

的趋势，即有效的可行动的空间用以指引行为运

动。依据此理论，个体感知环境并运用视域来指

导其行为。Ｔｕｒｎｅｒ和Ｐｅｎｎ
［２］指出的“自然运动”

法则是：个体在无特定目的的情况下，他们的运动

主要是由其视域控制的。有趣的是，这尽管只是

知觉层次上的方法，但是每一步的行为都依赖于

个体那一时刻看到的视域。城市空间中的目标都

定位在某一位置上，人们通过“看”和“行动”来进

行交互［３］。从经验上讲，城市中充满着人或个体

的“看”和“行为”，并且“看”是指导“行为”的，而现

有的城市规划决策往往忽视了行人运动的这个最

基本的因素，未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

因此可预先来计算个体在环境中的各种视域，并

利用该信息来指导个体的运动和各种分析，据此

可预测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看似复杂和随机的聚集

状态，从而有力地指导城市有关人流的设计实践。

一旦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这里主要指

街道网）确定下来，它其实已潜在决定了各种社会

行为和现象。人们对城市结构和区域位置的使用

不是规划者或者建筑师在规划建设时决定的，而

是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潜在决定的［４，５］。Ｔｕｒｎｅｒ

和Ｐｅｎｎ
［６］发现，人们在某空间的运动趋势与该

空间内的视域、可视连接度有紧密关系。而人的

行为运动和分布最后影响城市空间形态中的车

流［７］、人口、功能分区、土地价值［８］等。

２　智能体（犃犵犲狀狋）人流模拟

设计合适的工具和方法来模拟、评估行人的

行为，是城市规划重要的决策支持，基于 Ａｇｅｎｔ

的方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尽管很早的 Ａｇｅｎｔ

研究就有视觉信息，但将视域引入智能体的研究

还是最近才刚刚开始的。Ａｇｅｎｔ具有自主性、社

交性、反映性、主动性，其典型特征是可移动性和

灵活性。多智能体系统是对多个特性突出、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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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智能体个体在城市环境中进行自适应活动

的过程模拟，主要应用在城市环境模型中。

城市空间的多智能体模拟强调人和城市环境

的关系，展现城市空间的多层次性。近年来，主要

集中在系统地探讨如何观测和分析人流模式，并

通过人流运动研究其与城市空间特征之间的关

系［９］。特别是在中观和宏观层次上研究城市空间

中的个体、人流运动和分布成为最近的热点，此时

不能再采用传统的人工观测和采集的方法，可以

采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行为，并依此来预测现实

中的人流情况。

Ｔｈｏｍａｓ和 Ｄｏｎｉｋｉａｎ
［１０］指出，应对智能体存

储某些信息来帮助指导其行为，这些信息包括可

视信息、道路信息等。Ｐｅｎｎ和 Ｔｕｒｎｅｒ基于网格

的个体模拟来实现视域对智能体引导模拟，发现

这种模拟十分贴近现实的人类行为［２］；陈鹏等［１１］

对校园内的人群进行了模拟。更多的研究是基于

交通规则的模拟［１２］，这些多停留在微观层次上。

本文根据Ｔｕｒｎｅｒ和Ｐｅｎｎ的“自然运动”法则
［２］，基

于城市开空间（主要指街道）中的可视计算来论述

微观和中宏观层次下智能体的运动模拟和分析。

３　基于可视规则的犃犵犲狀狋人流模拟

框架

　　基于视觉可视引导的 Ａｇｅｎｔ行人运动模拟

和分析模型中，有３个主要的方面需要考虑：个

体、环境和任务。本文的个体主要指城市中的行

人。个体周围的微观行为影响和决定了群体生存

环境（城市）的宏观状态，也就是个体的行为决定

了群体的分布和运动，从而影响现实城市中的人

流、车流等。个体能力的建模为理解和认知环境

中的潜在行为提供知识和依据，也就是视域分布

及参数是度量个体运动方向和分布的依据，正是

这种个体的认知策略，才能揭示城市空间群体的

高层次状态和分布。图１为可视引导的 Ａｇｅｎｔ

城市人流模拟框架。

城市空间环境是从行人的角度出发来表述其

周围环境的，本文主要指城市开空间，也就是行人

在城市空间中生活、行为和运动的地方，主要指城

市的街道、公园、休憩场所等，以及行人能运动到

其内部或吸引行人去的地方（如商场的出入口）。

依据城市空间环境表达，确定街道形态、交叉

点及其邻接关系，可以构造街道图和其邻接图。

对整个街道空间，尤其是街道中心线及其交叉点

分别计算出其各个方向的可视参数，特别是视域

图１　基于可视引导的Ａｇｅｎｔ城市人流模拟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Ａｇ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和视线深度。城市街道空间中的视域多表现为以

视点为中心的星形或狭长形的多边形，多边形的

边界描述其视线深度和可视目标，视域计算可采

用计算几何等方法来实现。图２显示了街道中某

点的视域及街道空间的视域度量分布图。

对于城市空间内的行人可以由智能体个体模

拟，相应的人群则是由众多行人智能体组成的集

合。Ａｇｅｎｔ个体被视为在某一环境下具有自主

性、交互性、合作性、反映能力和预动能力的实体。

本文定义Ａｇｅｎｔ为具有运动性的目标，代表了在

街区等城市环境中一个行人的角色。从自然的运

动状态到有计划的策略行为，Ａｇｅｎｔ都有不同的

行为，本文主要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视觉行为，通过

个体Ａｇｅｎｔ的视觉可视引导，重在分析多 Ａｇｅｎｔ

群体的运动行为和分布。

图２　城市街道空间中Ａｇｅｎｔ当前点的视域

和视域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ｒｅａｏｆＯｎ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ＵｒｂａｎＳｐａｃｅ

确定Ａｇｅｎｔ到达目的地的路径和行为，这需

要利用Ａｇｅｎｔ的特性和视域参数。一旦计算好

城市街道空间的所有视域参数，智能体就可以根

据此时此地的视域参考进行运动导航。智能体的

运动决策采用两种初始方法：① 选择任意可视点

作为中间点，向其运动一段距离，并反复；② 选择

一个一定权重（如长度或视深）的视线或视域较大

的下一点，运动一段距离，并反复。

当智能体在街道上运动时，会保持其状态和

运动方向，并根据视域情况调整其方向，而在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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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处，智能体必须作出决策来选择其方向，该决策

依赖于前面预先计算的视域情况，下一点的视域

愈大，智能体选择该方向的概率越大，反之亦然。

当然，智能体运动的回头路会有一定的限制。一

旦选定了下一个方向，就继续进行运动，形成在城

市空间中的运动流。

为更好地模拟行人的视角范围，可以将一般

视域划分为３２个视锥，并以其中心视线为主
［１３］，

尽管人的前方视域大约为１７０°，但是由于运动的

自由性和街道连通的角度，除回头路的限制外，其

运动候选方向仍为３６０°，这是不同于 Ｔｕｒｎｅｒ

等［１３］的约定。智能体一次运动的距离在３～３０

ｍ之间，根据当前的局部街道深度或视线长度来

确定。当然，智能体之间的碰撞处理可以通过约

束其自身的空间来处理，可约定正常情况下范围

为１ｍ，拥挤情况下为０．５ｍ，其他处理不在本研

究范围内。

４　犃犵犲狀狋人流运动模拟

毫无疑问，微观层次下城市开空间（街道、公

园等）中Ａｇｅｎｔ个体的视域指引影响着局部微观

的行人运动，在连续性的城市空间中，行人个体的

视域引导的持续运动和后续决策影响着其感知和

路线选择，并决定着较宏观层次下（如街道网）的人

流运动模式，因此，可利用智能体来模拟人在城市

空间中的行为，以获取其分布和变化，用来评估已

有的和预测将来的人流集散分布和运动。本文采

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Ｄｅｐｔｈｍａｐ来实现具体的

模拟。

Ａｇｅｎｔ个体行为模拟表现为高层次和低层次

两个方面，高层次体现在个体如何确定其运动方

向、行为及群体的运动和分布，而低层次表现在个

体内部建模和碰撞处理等方面。微观情况下，针

对街道空间划分网格，智能体视域指引选择运动

方向。图３给出了与图２（ａ）对应的某点的个体

运动示例。

基于多Ａｇｅｎｔ的人群模拟除了个体的运动

规则影响外，还受路线选择和约定、时间序列的影

响。为更客观地模拟，本文对各Ａｇｅｎｔ随机地输

入其起始位置，并自由运动，由单个 Ａｇｅｎｔ的视

域引导运动开始，来模拟城市空间中人群的运动

和分布，通过一段时间的运动后，系统能达到一个

平衡状态。图４（ａ）展示了某时刻的行人运动模

拟及其路线，图４（ｂ）展示了采用５０个 Ａｇｅｎｔ运

动平衡状态的路线轨迹图和栅格表示。

图３　视域引导的Ａｇｅｎｔ个体运动方向选择

Ｆｉｇ．３　Ａｇｅｎｔ’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外部观测分析者是从外部角度来观测系统中

多智能体的行为，重点分析Ａｇｅｎｔ群体的运动分

布和形态，并实地调查城市中与行人相关的设施

布局和功能设置，分析Ａｇｅｎｔ行为和城市空间布

局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原理和方法，本文选择

武汉市某区进行实验，利用基于视觉可视技术的

Ａｇｅｎｔ模拟各城市中的人流运动和分布情况，并

实地调查有关行人相关的设施（如过街通道、天

桥、广场、商场）布局，发现城市各布局与人流分布

具有一致性［５］，如实验区的中南商圈。利用该方

法同时也可预测未来与人流分布有关的设施布

局，为城市规划提供决策，如实验区的武珞路沿线

近１０年来的功能（商业）布局变化。

图４　５０个Ａｇｅｎｔ模拟的稳定状态下的人流分布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５０Ａｇｅｎ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

５　结　语

人或个体通过他所看到的和能到达的地方来

进行自身的定位，并以此来进行下一步的行为。

这种Ａｇｅｎｔ模拟在真正的城市环境的适应性上

还具有某些缺点，如行人不能在机动车道上运动，

而车辆又不能自由转弯；行人视域信息的内容（如

兴趣点）的影响力以及人流的密度等也未考虑。

基于视域引导的运动模型会因视域的计算结果不

同而不同，因此城市环境形态对其模拟结果具有

决定性作用，这也正说明了城市形态决定城市人

类行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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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空间可视分析结合到城市形态和城市规划

研究中，利用多Ａｇｅｎｔ来模拟城市中观或宏观下

的人流运动和分布，可以用来分析城市可视分析

与人流、城市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人类改变城

市的布局和改造，从而反过来再次影响人流运动，

形成反复，不断地完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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