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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基于多智能体与ＧＩＳ集成的体育场所人群疏散模拟的方法，推演、提出了模拟模型的总体框

架与数学表达式，讨论了移动人群智能体移动决策的表达与实现技术，设计并开发了模拟原型系统。以上海

体育场主体育中心为案例实现了对观众离场的全过程模拟，为应急情况下的决策处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可

参考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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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场馆设计在安全性方面有很高的要求，

为了验证安全设计的有效性，国外的设计人员通

常都要利用软件建模模拟体育场内人群的疏散过

程［１］；国内虽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但近几年

这方面的工作也已经逐步开展起来，如２００８年北

京奥运会就针对国家体育馆的安全疏散设计委托

英国的Ｃｒｏｗ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公司进行了人群疏散的

计算机模拟［２］。

决定疏散模拟效果优劣的关键是面向人群离

场运动行为的建模。现有的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

群运动模拟兴起之初，宏观模型是最先发展起来

的模式，它将人流看作一个整体，建立相应的动力

学模型，并考察模拟结果的特征，代表性的成果有

回归模型［３］、排队模型［４］和流体动力学模型［５］。

随着复杂性理论的发展，模拟模型从宏观尺度向

微观尺度发展，一系列的微观模型被提出来，包括

社会力模型（粒子模型）［６］、基于规则的模型［７］和

元胞自动机模型［８］。这些微观模型注重于建模具

有自治行为方式的虚拟行人个体，强调心理因素

和外界环境对运动行为的影响，从而使其结果与

宏观模型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影响疏散模拟效果

的另一个要素是对于场馆空间环境的建模，空间

环境会直接影响行人智能体的运动行为。另一方

面，空间环境的描述形式也会影响到模拟结果的

可视化表达效果。在目前的疏散模拟工作中，对

于空间环境的描述借鉴了元胞自动机的形式，对

于个体所处的空间以格网的形式表达，网格尺寸

会直接影响到模拟计算的结果；如果能够与ＧＩＳ

结合得更加密切，采用矢量的形式，那么就可以消

除网格尺寸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直接

利用现有的ＧＩＳ矢量数据建模空间环境。

作为建模与仿真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之一，

基于多智能体的建模和仿真（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ＭＳ）除了具有一般微观模

型自底向上建模的优点之外，由于智能体本身所

具有的主动性、交互性、协同性、反应性、自主性、

移动性等特点，多智能体系统（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

ｔｅｍ ，ＭＡＳ）更适合表达社会群体行为，特别是

模拟地理环境的主体时空行为更具有优势。本文

以 ＭＡＳ与ＧＩＳ集成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９１１］，

以体育场观众离场过程的人群移动模型模拟为目

标［１２］，以上海体育场主体育中心为案例，研究模

拟观众移动的动态演化过程，通过自然演化与有

障碍演化的比对，希望为人群活动集聚中心人群

流动的管理与应急事件的处理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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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体育场人群疏散模拟模型设计

１．１　基于多智能体的人群疏散离场的模拟模

型［１３］

１．１．１　模型架构

在人群移动模拟模型框架［１３］下考虑人群疏

散的情况，基于多智能体的人群疏散模拟模型框

架可简化为图１，模型构件包括智能体、模拟模

型、地图环境和观察者。

图１　基于多智能体的人群集散动态模拟模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ｒｏｗｄＭｏｖ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２　模型模拟的计算过程

１）空间环境犣＝ 犚狆ｇｏｎ，犚狆ｌｉｎｅ，｛ ｝犅 ，是试验区

内全部地域的有界闭集；面状道路集合犚狆ｇｏｎ＝

犚狆１，犚狆２，…，犚狆｛ ｝
狀
，是观众所处位置的可能取值

范围，也是观众智能体运动的一种约束条件。线

状道路的集合犚狆ｌｉｎｅ＝ 犚犾
１
，犚犾

２
，…，犚犾｛ ｝

狀
，是观众

离场时在某一地点行动路线的参考方向；其他环

境集合犅＝｛Ｂｕｉｌｄ，Ｂｌｏｃｋ｝，由建筑物集合与障碍

物集合构成，均为多边形。

２）观众智能体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Ａｇｅｎｔ

犘Ａｇｅｎｔ＝ ｛Ｉｄ，犘犗，犘犜，犘犖，犞，犘，犃，犚，犇犞犪，

犇犪狉，Ｒｕｌｅ，Ｑｕｅｒｙ，犛Ｎｅｘｔ，Ｅｓｔｉ，Ａｃｔ｝

其中，Ｉｄ为观众Ａｇｅｎｔ的唯一标识符；犘犗、犘犜、犘犖

为智能体的起始位置、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犞 为

智能体的移动速度；犘为感知状态集；犃为Ａｇｅｎｔ

所有可能的行为方案构成的集合；犚为行为方案

所对应的所有结果状态集合；犇犞犪为感知状态与

方案集的对应规则集；犇犪狉为方案集与结果状态集

之间的对应关系；Ｒｕｌｅ为具体的决策法则构成的

集合；Ｑｕｅｒｙ定义 Ａｇｅｎｔ感知周边环境的过程；

犛Ｎｅｘｔ为根据最新的感知状态，结合感知状态与

方案集对应的规则库确定当前对应的方案集的过

程；Ｅｓｔｉ为对选定方案集，根据方案与结果状态集

的对应规则库确定可能的结果状态的过程；Ａｃｔ

为根据某个方案集对应的结果状态集采用的不同

决策法则，从待选方案集中选择一个特定方案的

过程。

３）人群犃狋＝ 犘犪狋１，犘犪
狋
２，犘犪

狋
３，…，犘犪

狋｛ ｝狀 ，是在

时刻狋时所有被仿真观众的全体集合。依照当前

位置犘犖 取值的不同，犃
狋的元素可分为还未到达

目的地与己经到达目的地的集合犃狋ｉｎ与犃
狋
ｏｕｔ；犻，

若犘犖犻－犘犗犻＞ε，则犘犪犻∈犃
狋
ｉｎ；若犘犖犻－犘犗犻＜ε，则

犘犪犻∈犃
狋
ｏｕｔ。显然，犃

狋
ｏｕｔ∪犃

狋
ｉｎ＝犃

狋，犃狋ｏｕｔ∩犃
狋
ｉｎ＝。

仿真开始时，犃狋ｉｎ＝犃
狋；仿真结束时，犃狋ｏｕｔ＝犃

狋。

４）完成仿真的时刻犜＝ 狋犃狋＝犃狋｛ ｝ｏｕｔ ，由此

可得到紧急疏散时人群的疏散时间犜＝ｉｎｆ狋，即

使犃狋＝犃狋ｏｕｔ时狋的最小值。

５）狋时刻全部观众智能体的位置集合犘犃狋

＝ 犘犖狋１，犘犖
狋
２，犘犖

狋
３，…，犘犖

狋（ ）狀 。向量犘犃
狋描述

了狋时刻所有模拟对象的位置信息，犘犃狋随时间

变化的规律描述了人群运动的动态过程，成为仿

真模型的核心状态变量，是模型模拟过程中观察

者所注重观察的根本对象，模拟仿真的最终目的

就是探索研究该状态变量的变化规律。

１．２　观众个体的智能体模型

１．２．１　步行行为特征
［１４］

观众智能体从起始位置狋１ 时刻出发到抵达

目的地狋２ 时刻一个完整的步行行为可描述为：

犘犃狋２狀（狓，狔）＝犳（犘犃
狋
１
狀（狓，狔），Δ犕（狓狋

１
，狔狋

１
），

Δ犛（狓狋
１
，狔狋

１
），Δ犜（狓狋

１
，狔狋

１
），ε）

式中，犳（）是智能体的状态（坐标位置）转移函数；

犘犃狋２狀 与犘犃
狋
１
狀 为智能体不同时刻的坐标位置；Δ犕

（狓狋
１
，狔狋

１
）是智能体宏观路径规划的结果；而 Δ犛

（狓狋
１
，狔狋

１
）和Δ犜（狓狋

１
，狔狋

１
）是智能体移动的约束条

件、局部路径规划的反映；ε则是由于观众智能体

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随机变量。智能体从狋１到狋２

时刻坐标位置变化的状态转移函数犳（）就是智能

体在步行过程中判断如何走下一步的决策行为。

１．２．２　步行过程中的决策行为

智能体在步行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可以简化为

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是指正常情况下依据目标位

置设定的宏观路线规划行进，仅作局部路线调整

的决策；二是指因“拥堵”与“死角”造成的意外情

况下的决策处理。正常情况下，步行策略的实质

是利用坐标位置状态转移函数犳（），由狋１时刻的

犘犖
狋
１
狀（狓，狔）求解得到狋２时刻的犘犖

狋
２
狀 （狓，狔），为此需

求解宏观路线规划产生的Δ犕（狓狋
１
，狔狋

１
）和智能体

的局部路径规划，这两者成为本模拟模型得以实

现的关键技术。本文对道路拥堵和街道死角意外

情况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计算流程与算法。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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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路段智能体模型

路段智能体是对空间环境中路网道路的抽象

建模，观众离场时，步行在可以通行的空间道路

上，系统所需处理的信息平衡地分散在整个路网

中，路段智能体作为系统三层结构的中间层，成为

信息交互的载体，其作用一是作为观众智能体获

得信息的载体，二是向其上层系统观察员提交本

路段有关交通负载的情况，三是向其下层观众智

能体提供全局路网的信息，以供其选择最优路径。

路网结构中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的路段智能体的

角色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路段智能体的角色模型与交互模型

Ｆｉｇ．２　Ｒｏｌ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ＲｏａｄＳｅｃｔｏｒＡｇｅｎｔ

路段智能体参与的交互关系包括路段智能体

对运行在街道上的所有观众智能体的状态信息进

行记录，并将这些信息汇总后发送给上层的观察

员，供其判断某一具体路段的观众流状态；观众离

场步行时所需要的各种路况信息通过路段智能体

查询获取。这些信息包括周围人群的速度、位置

等，以确定其下一步的动作；根据路段智能体的功

能，它所提供的服务有记录观众的运动状态、向观

察员提交路段状态。

２　基于多智能体系统与犌犐犛集成的

模拟系统开发

２．１　动态模拟模型与犌犐犛的集成方式

常见的模拟模型与 ＧＩＳ的集成方式分为耦

合和嵌入两大类，耦合又有松散耦合型与紧密耦

合型两种形式。对于基于多智能体的人群移动模

拟模型，模型与ＧＩＳ系统的集成方法同样有松散

耦合、紧密耦合、ＧＩＳ中嵌入模拟模型与模型中嵌

入ＧＩＳ功能等四种。本文采用了较为灵活的第

四种方式，即在人群集散的动态模拟模型系统中

嵌入必要的ＧＩＳ功能。

２．２　集成中采用的空间数据模型

多智能体模型模拟研究大部分由元胞自动机

模型发展而来，基本都采取了栅格数据格式的形

式。但在ＧＩＳ中表达和实现观众智能体模型，采

用栅格数据格式实现观众智能体的路线规划将困

难重重。而矢量结构对计算多边形形状搜索邻

域、层次信息的搜索等非常高效；对网络信息能完

全描述，可以很方便地计算观众智能体的前进路

线，有效地实现观众智能体模型所定义的行为模

型中的各项功能；至于路段智能主体，可能只有利

用矢量数据格式才能确切地得以表达与模拟；加

之矢量结构在计算精度与数据量方面的优势，所

以本研究中与智能体相关联的部分利用了矢量数

据模型，遥感栅格数据用于表现模拟空间环境，实

现ＧＩＳ与ＲＳ的有效集成。

２．３　步行模拟实施中的若干关键技术

２．３．１　宏观路径规划中的最短路径算法与优

化［１５］

观众离场时，总会根据经验设计一条最短或

最方便的路线，最短路经问题的解决与优化是本

模拟模型系统开发的关键，最短路径问题包括了

单源最短路径问题和与所有顶点对之间的最短路

径问题两大类。

观众智能体进行路径计算时不考虑单向的道

路，即道路网络问题只需考虑无向图的情况。如

果只考虑道路长度，即把边长作为无向图中边的

权值，这样，观众智能体的路线问题就成了计算无

向图中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因此，观众智能体最

短路径的基本算法可使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的基本思

路与算法，其宏观路经规划的流程、观众步行行为

的决策流程（与目标处于不同路段或在相同路段

的两种情况）如图３所示。

２．３．２　步行过程中的障碍检测算法

观众智能体模型行为的核心是智能体根据周

边的实时路况来判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是否可

行，即对预定路线上是否存在障碍进行检测。其

基本思路如图４所示，算法包含了完成前进线路

矢量数据的生成、缓冲区的生成与判断点与多边

形几何位置的关系三部分，在计算实施上已无

困难。

２．３．３　多智能体并发的实现方式
［１６］

多智能体模型模拟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

多个智能体的并发运行。如果在实际的计算机模

拟计算中，一个智能体就是一段代码，那么多个智

能体的并发就要求计算机同时运行多段代码。智

能体并发的实现可以借由多台计算机组成的网

络，也可由单台计算机实现。多智能体并发程序

的实现有多进程式与多线程式两种方式。进程是

具有一定独立功能的程序关于某个数据集合上的

一次运行活动，程序是一组指令的有序集合，进程

则是程序在某个数据集上运行的全部动态过程。

如果将一个智能体分配为一个进程，在一个多进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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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观众智能主体最短路径算法

Ｆｉｇ．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Ｐａｔｈｆｏｒ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Ａｇｅｎｔ

图４　观众智能体前进路线上障碍检测流程

Ｆｉｇ．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Ｇｒａｐｈ

ｆｏｒ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Ａｇｅｎｔ

程的操作系统中就可以实现多个智能体的并发。

线程是进程的一个实体，是一个大进程里分出来

的小的独立的进程。多线程编程的含义是将程序

任务分成几个并行的子任务，如果将一个智能体

代码程序分配一个进程任务，那么可通过建立一

个动态模拟行为的时间表来实现多个智能体的并

发，模型按照这种安排好的事件的执行顺序向前

发展，并尽量使这些事件看起来如同同步发生。

本研究就是采用建立时间表的方法，由前向后，逐

个时刻进行扫描，在每个时刻就具体的智能体执

行相应的动作，实现动态模型模拟。并发的实现

涉及软硬件的若干关键技术，可参见文献［１６］。

３　上海体育场人群离场过程的动态

模拟

３．１　实验数据准备

人群流动模型模拟过程中的各种空间数据和

统计数据主要用于分析确定模型运行的种子点、

模型参数以及控制因素层。在上海体育场模拟实

证研究中，实验数据包括场馆及其附近地区彩红

外遥感数据、房地产宗地数据、建筑场馆与道路交

通网络矢量数据。这些数据在数据格式、空间范

围、时间范围等方面各不相同，需借助 ＧＩＳ系统

工具进行数据转换等处理工作，包括对不同来源

的数据进行坐标转换，确保地理空间坐标系完全

一致；对在空间范围上与选定的实验区存在较大

差距的数据进行必要的空间切割处理，确保研究

区范围的统一；对不同格式（ｄｗｇ、ｓｈｐ）的数据文

件格式统一转换为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数据格式；矢量与

栅格数据格式的转换等。

３．２　模型构建

３．２．１　观众智能体速度产生模型

观众速度采用概率平均分布的平均模型，任

意一个观众智能体的步行速度犞犻 为观众平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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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与随机速度之和。根据统计，场馆这类空间环

境观众步行的平均时速为０．７～１．０ｍ／ｓ，模拟中

取值０．９ｍ／ｓ。假定犞犻（犻＝１，２，…，狀）是某观众

智能体的运动速度，有犞犻＝犞犪＋犞ε，犞犪＝０．９ｍ／

ｓ，犞ε＝０．９犞犪ε。

３．２．２　观众智能体产生模型

经由两个过程实现，一是在主体育场内形成

一个均匀分布的人群形态，为此，首先在场内均匀

设置一定数量的人群释放点，然后用平均的概率

将一定数量的观众智能体分配到这些释放点；二

是通过这些释放点释放智能体，以释放点为中心，

通过观众智能体的位置转移函数将这些观众智能

体在释放点周围扩散，以得到观众智能体的初始

位置（完成观众进场）。

设犘犻（狓，狔）（犻＝１，２，…，狀）为某观众智能

体的初始位置，其坐标计算为：

犚犻＝犚（犖），犘０ ＝犘［犚犻］，犘犻＝犉（犘０）

犚（犖 ）是一个均匀的随机数发生器，犖 是释放点

的总数量；犚犻是由随机函数得到的一个在１～犖

之间的整数；犘［］是从释放点图层得到包含所有

释放点的一个数组，由随机数犚犻从数组中得到初

始位置的坐标。

在智能体众多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观众智

能体集中于一点的情况，为此，采用观众智能体的

位置转移函数将集中于一点的人群分散，把得到

的释放点的坐标代入前面所定义的位置转移函

数，得到体育馆观众智能体的初始位置犘犻。

３．２．３　观众智能体目标位置的确定

出口目标的设置应根据模拟区域的实际设

定，在上海体育场，人群由场内向外散开以后，在

移动至体育场周边一定路口之后，将通过换乘公

汽、地铁等其他交通方式消散。因此，这些路口可

设置为观众智能体移动的目标位置，一旦智能体

通过了这些路口，那么其状态自动转为死亡，不再

模拟与计算其行为。

设犘犻（狓，狔）（犻＝１，２，…，狀）为某观众智能

体的目标位置，其坐标计算为：

犚犻＝犚（犖），犘０ ＝犘［犚犻］

犚（犖）是一个均匀的随机函数，犖 是所有出口的

总数量；犚犻是由随机函数得到的一个在１～犖 之

间的整数，犘［］是从出口点图层得到的包含所有

出口的一个数组，由随机数犚犻从数组中得到观众

智能体目标位置的坐标。

３．３　模型运行结果

模型模拟的运行过程可以表述为：主体育场

观众智能体生成设定（相应于观众入场就位）→智

能体退场消散位置定位→智能体从就位处向各消

散定位点移动散布全过程的模拟→在障碍出现

（设定为出口应急障碍或关闭）时人群移动智能体

移动全过程模拟→可能的应急决策预方案研究。

在动态模拟的运行过程中，宏观上，最初人群

是以众多释放口为中心的均匀配置，形成一个均

匀的分布状态，相当于体育场各看台区观众的均

匀分布就位，是模拟运行的人群分布初始化阶段；

然后人群向着体育场的各个进出口位置集中，依

据个人的喜好沿体育场内的环形过道行进，逐渐

在主体育场内形成了一个椭圆状的人群分布形态

（图５ａ）；最后从主体育馆的进出口位置向外扩散

（图５（ｂ）），向自己的最终目标前进（图５（ｃ）），直

到慢慢地消散（图５（ｄ））。这一人群疏散的动态

过程与实际观众的退场过程基本一致，表明该人

群动态模拟模型能有效地对具有较大规模（设定

的观众智能主体可以是一个群体集合的代表）的

人群移动的时空动态进行模拟。

图５　上海体育馆主馆观众疏散模拟动态过程

Ｆｉｇ．５　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ｔｓ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ｄｉｕｍ

为观察主体育场各进出口位置人群密集变化

的时间过程，选取了某一进出口处的局部地域作

为观察区域，可以得到该地段人群流动的时变曲

线（见图６）。可以看到，在该路段，从人群进入到

全部离开整个持续时间约为７～８ｍｉｎ（模型运行

时间），人群流动的变化经历了密集上升达到峰

值缓慢下降的动态过程，其峰值出现的时间较为

靠前，下降时间相对较长，意味着对应于突发事件

后的应急处理需较长的疏散时间，合理地组织与

调度是加速疏散的唯一途径。

图６　选定路段人流量时间变化过程曲线

Ｆｉｇ．６　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ｔｓａｔａ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４　道路情况异常时人群疏散的动态模拟

假定出现应急状态，观众疏散的某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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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几条）因某种原因被封闭，进行人群移动的疏

散模拟，在开始时，基本形态仍然与道路未封闭时

相同，体育馆内的人群开始形成的环状的流动形

态也未显示明显的差别，这与观众入场就位的实

际情况相一致；在人群向四周扩散模拟的过程中，

与封闭路口相邻的两个出口，其人流量明显增多，

被封闭出口处的人群绝大部分就近向相邻的两个

最近的出口聚集（见图７）；在后续的扩散过程中，

在次邻近的几个出口处，人流量也有较为明显的

增多。表明在该路段被封闭之后，智能体为了到

达原有目标，不得不从邻近的道路绕行，增加邻近

出口和路段的人流量，整个模拟的延续时间过程

明显加长，时空变化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应急处

理的复杂度与难度明显加剧。

图７　应急事件下的观众疏散模拟动态过程

Ｆｉｇ．７　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Ｒｏａｄ

４　结　语

本文在理论上构建了城市人居活动集聚中心

人群流动时空动力学演化的框架模型，设计并成

功开发了基于ＧＩＳ与 ＭＡＳ集成的框架模型的模

拟软件系统，应用该系统对上海体育场人群（观

众）从入场到退场散布流动的全过程，按正常状态

流动与有障碍存在两种不同的状态约束条件进行

了有意义的模拟，得到了令人满意与具有潜在应

用前景的结果。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一是需研究

并解决研究区域内行人智能体以外的汽车等交通

工具智能体的集成问题，即模拟的环境如何更接

近于真实；二是人的行为在个体与群体层面上的

表述准确性与集成问题；三是如何真正地将模型

模拟的结果与在城市应急事件处理与管理中的实

际应用相结合，发挥理论研究与模型模拟研究的

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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