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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元胞自动机作用域构建林火蔓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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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有的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林火蔓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元胞作用域的概念，将元胞自身属性与外

界影响通过作用域的概念归纳为一个整体。建立的基于元胞作用域的林火蔓延模型不仅包括中心元胞的属

性，如可燃物类型、气温等，还将邻居元胞的点燃系数、距离系数、风作用项及地形作用项纳入考虑范畴，其中

距离系数以基于地图代数的障碍距离为基础，地形作用项则以ＤＥＭ 为基础求取。模拟结果表明，基于元胞

作用域的林火蔓延模型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林火蔓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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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是一种

时间、空间及状态都离散，能模拟具有时空特征的

动态系统［１］。随着研究的深入，ＣＡ被越来越多

的学者用来模拟和预测森林火灾扩散［１５］。现有

的基于ＣＡ的林火蔓延模型对系统中的某一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却未从系统整体考虑。本文综

合地理空间的元胞自身属性［６１１］及外界影响因

素，提出了元胞作用域的概念，构建了基于ＣＡ的

符合现实世界复杂性规律的林火蔓延模型。

１　模型建立

元胞空间、元胞邻居、元胞状态、中心元胞和

邻居元胞属性及转换规则的确定构成了林火蔓延

模型的基本框架。本文所提出的作用域为广义作

用域，不仅取决于元胞自身属性，同时也考虑了外

界对中心元胞所产生的影响。

１．１　点燃系数

元胞状态从简单的“正在燃烧”扩展到“初

燃”、“火势旺盛”、“接近燃尽”三种子状态。这里

认为，只有处于“火势旺盛”状态的元胞有能力点

燃中心元胞；而处于“初燃”和“接近燃尽”状态的

元胞由于火势较小，点燃中心元胞的可能性较小。

１．２　距离系数

传统的二维 ＣＡ 邻域包括 Ｎｅｕｍａｎｎ 型、

Ｍｏｏｒｅ型及扩展的 Ｍｏｏｒｅ型三种。对任何一种

邻居类型而言，相同状态的邻居元胞位于不同位

置对中心元胞下一时刻状态狊犻，犼（狋＋１）的影响程

度是不同的。影响程度的大小应遵循距离越远、

影响程度越小的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引入基于

地图代数［１１］的距离系数的概念，采用距离系数对

邻居影响进行精确刻度。

在距离系数的求取中，最关键的是邻居距中

心元胞距离的确定。在实际的林火蔓延过程中，

往往存在天然或人工的障碍，欧氏距离［１２，１３］将无

法衡量两点间的实际距离，故本文引入障碍距离

的概念来定义中心元胞与其邻居元胞之间的距离

ｄｉｓ（犻１，犼１）。

１．３　风作用项及风作用系数

１．３．１　风作用项

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林火蔓延速度犞 的计

算方法是王正非［１４］提出的：

犓犠 ＝ｅ
０．１７８３犞 （１）

上式仅表达了沿风方向的风作用项犓犠。当蔓延

方向与风向存在夹角时，应对“风”进行分解。定

义蔓延方向与风向之间的夹角φ为自蔓延方向向

风向顺时针所夹的角。

以标准 Ｍｏｏｒｅ型邻居为例，在蔓延过程中，

存在８个蔓延方向，则各方向与主风向存在一个

夹角φ，通过三角函数将风分解至８个蔓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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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φ＝犞ｃｏｓφ，则沿各个蔓延方向的风作用项犓φ＝

ｅ０．１７８３ｃｏｓφ犞。

１）求取蔓延方向。设（狓１、狔１）、（狓０、狔０）分别

为着火元胞狆１、邻居元胞狆０ 的横纵坐标，向量

狆１狆
→
０与狔轴的夹角α定义为向量顺时针与狔轴的

夹角，为蔓延方向。若点狆１（狓１，狔１）为着火点，并

将其设为中心点，狆０（狓０，狔０）、狆′０（狓０，－狔０）、

狆″０（－狓０，狔０）、狆０（－狓０，－狔０）分别位于第一、四、

二、三象限，则存在如下关系：

α狆″０ ＝－α狆０
；α狆′０ ＝π－α狆０

；α狆０ ＝π－α狆″０

　　２）以当地常年风向或火灾发生时的即时风

向为准，确定风向与狔轴的夹角β。

３）根据α、β求取蔓延方向与风向之间的夹

角φ。

４）求取各蔓延方向的风作用项。

按照上述步骤求取的风作用项仅与方向相

关，与中心元胞方向相同的邻居元胞具有相同的

风作用项；沿风方向的邻居具有最大值，而与风反

方向的邻居元胞，风作用项最小。

１．３．２　风作用系数

在ＣＡ的基本框架下，真实的地理实体被划

分为网格，并存在中心元胞和邻居元胞的概念，风

作用项无法衡量“风”对位于相同方位但距中心元

胞距离不同的邻居元胞的影响。

为更好地度量风速、风向对各邻居元胞的影

响，定义风作用系数犓′犠（犻，犼）＝犓犠（犻，犼）／ｄｉｓ（犻，

犼）。风作用系数不仅考虑了方向，而且考虑了林

火在蔓延过程中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削弱”的实际

情况。

１．４　地形作用项

地形对林火蔓延的影响很大，用犓φ 表示地

形对林火蔓延的增益作用，犓φ＝ｅ
３．５３３（ｔａｎφ）１．２，φ为

中心元胞与邻居元胞之间的夹角。实例证明，上

坡和下坡的犓φ 值可差数十倍
［１５］。当φ＝０时，地

形增益项犓φ＝１。

１．５　转换规则

与传统林火蔓延模型相比，本文所构建的模

型在元胞状态、中心元胞属性和邻居元胞属性等

进行了扩展。在传统林火蔓延模型［１］的基础上，

转换规则也应作出相应的改变：

ｉｆ狊犻，犼（狋）＝０ｏｒ３ｔｈｅｎ狊犻，犼（狋＋１）＝狊犻，犼（狋＋１）

ｉｆ狊犻，犼（狋）＝２１ａｎｄ狋狊≥犜２１ｔｈｅｎ狊犻，犼（狋＋１）＝２２

ｉｆ狊犻，犼（狋）＝２２ａｎｄ狋狊≥犜２１＋犜２２

ｔｈｅｎ狊犻，犼（狋＋１）＝２３

ｉｆ狊犻，犼（狋）＝２３ａｎｄ狋狊≥犜２１＋犜２２＋犜２３ｔｈｅｎ

狊犻，犼（狋＋１）＝３

ｉｆ狊犻，犼（狋）＝１ａｎｄ狑≥ｒａｎｄ（１）ｔｈｅｎ狊犻，犼（狋＋１）＝２１

中心元胞下一时刻的状态狊犻，犼（狋＋１）取决于

邻居元胞的点燃系数、距离系数、风作用项、地形

作用项及中心元胞属性的综合作用，即狊犻，犼（狋＋１）

＝犳（狑′，犲狋，犓犠，犓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２　实验分析

２．１　实验流程

１）定义元胞状态。在本文所构建的林火蔓

延模型中，元胞状态被定义为５种：无森林覆盖为

０（也可视为障碍），未燃森林元胞为１，已燃森林

元胞为３，初燃森林元胞为２１，火势旺盛的森林元

胞为２２，接近燃尽的森林元胞为２３，并在定义元

胞状态的基础上，设定２１、２２、２３状态持续的时间

分别为犜２１、犜２２、犜２３。

２）确定点燃系数模板。设定２１、２２、２３点燃

中心元胞的概率即点燃率分别为狑′２１、狑′２２、狑′２３，

并满足狑′２２＞狑′２１，且狑′２２＞狑′２３。

３）确定距离系数模板。本文采用倒距离权重

函数即犲狋＝犳（ｄｉｓ）＝１／ｄｉｓ确定距中心元胞不同

距离的元胞对中心元胞状态的影响程度。

４）根据风速犞、风向β确定风作用项。

５）根据ＤＥＭ数据确定地形作用项。

中心元胞下一时刻的状态狊犻，犼（狋＋１）＝犳（狑′，

犲狋，犓犠，犓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可理解为广义的元胞作用

域，对元胞下一时刻的状态产生影响。

２．２　结果分析

２．２．１　模拟Ⅰ———距离系数

插页Ⅰ彩图１给出了基于传统 Ｎｅｕｍａｎｎ型

和 Ｍｏｏｒｅ型邻居及基于地图代数距离系数改进

的邻居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Ｎｅｕｍａｎｎ型邻居

在正东南西北方向的蔓延速度最快；Ｍｏｏｒｅ型邻

居则在４５°方向蔓延速度最快；而基于地图代数

距离系数改进的邻居以着火点为圆心，各个方向

呈等距蔓延。插页Ⅰ彩图２为三种邻居类型的模

拟结果在各方向扩散强度的雷达图，包括１６方向

蔓延率的均值、方差。

基于地图代数距离系数改进的邻居类型在

１６个方向的蔓延率最大为 ６．４７４％，最小为

５．８１４％，而传统Ｎｅｕｍａｎｎ型和 Ｍｏｏｒｅ型邻居在

１６个方向的最大、最小蔓延率分别为７．３２３％和

５．１７８％。这表明基于传统邻居类型的林火扩散结

果具有各向异性，即不同方向林火蔓延的程度不

一，呈现出正方形或菱形的不合理蔓延结果；而基

于地图代数距离系数改进的邻居类型可以较好地

６７５



　第３６卷第５期 王海军等：利用元胞自动机作用域构建林火蔓延模型

解决各向异性的问题，使模拟结果更加符合林火

蔓延的真实过程。

考虑到自然界的随机性会导致林火在蔓延过

程中呈总体等距扩散状而局部随机性的特征，因

此引入随机数控制元胞的转换，得到的结果如插

页Ⅰ彩图３所示，林火蔓延边界呈现不规则状，且

各种状态元胞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线。

２．２．２　模拟Ⅱ———风作用项

在模型Ⅰ中，火势总体上以着火点为圆心等

距向外扩散，但局部细节趋向于无规则。考虑风

作用项后，林火沿风方向的扩散速度加快，而与风

相反方向的速度明显减慢。插页Ⅰ彩图４分别为

风向为２４０°、风强ｓｔｒ为１和３时的模拟结果。

ｓｔｒ＝１时，与无风状态差别较小，仅从图形上难以

看出区别；而当ｓｔｒ＝３时，沿２４０°方向的蔓延速

度明显加快，其蔓延半径明显大于其他方向，风作

用明显。

插页Ⅰ彩图５则将扩展方向划分为１６个子

方向，利用雷达图分别展示了不同风强及步长下

各子方向的蔓延元胞个数。数据表明，风强越大，

沿风方向的蔓延速度最快；不同步长下，林火蔓延

趋势均带有随机性，但随着步长的增加，沿风方向

蔓延的趋势明显。

２．２．３　模拟Ⅲ———障碍

插页Ⅱ彩图６比较了不同步长下分别基于欧

氏距离及障碍距离的距离系数模拟结果。很明

显，基于障碍距离的距离系数模板能更好地模拟

林火遇到障碍时的真实情况。在障碍距离系数

下，障碍的存在明显改变了林火蔓延的趋势，为林

火的预防、扑救点的选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表１给出了两种距离模板下林火蔓延的元胞总

数，表中数据表明了在现实世界中防火带设置的

重要意义。

表１　距离模板蔓延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ｉ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步长
蔓延元胞总数

障碍距离模板 欧氏距离模板

５０ １５２６ １５８７

８０ ３６８２ ３７００

１５０ １２７７２ １４０６３

１７０ １７０５２ １９９９１

２．２．４　模拟Ⅳ———地形作用项

利用ＤＥＭ 地形信息，首先比较处于平原和

山腰的火点蔓延的区别，然后模拟了山坡中存在

障碍的林火蔓延情况。插页Ⅱ彩图７为ＤＥＭ 数

据及分别处于平原和山坡的着火点的空间位置；

插页Ⅱ彩图８为ＤＥＭ、着火点和障碍物空间位置

示意图。

１）地形作用项犪

插页Ⅱ彩图９为不同步长处于不同地形状况下

的林火蔓延结果。在狋＝１０时，犃点的蔓延范围仍

处于平原，林火呈无规则状向四周均匀扩展，而由

于犅点处于山坡，明显沿高程变高最剧烈的方向，

林火蔓延最为迅速；相反，沿高程变低最为剧烈的

方向，林火几乎没有蔓延；狋＝２０～３０时，犃点部分

林火蔓延至坡上方向，而另一部分林火仍处于平

原，导致犃点的蔓延范围半边为不规则圆状，半边

呈三角形状，犅点的蔓延范围则与之前保持一致，

呈三角形状向上坡方向蔓延；狋＞４０时，犃点仍旧半

边林火沿上坡方向蔓延，半边林火在平原上蔓延，

而犅点则由于蔓延至山顶，无法继续沿上坡方向

蔓延，大大地减缓了林火扩散的速度。表２展示了

不同步长下两点林火蔓延的元胞总数。开始时，由

于犅点处于上坡阶段，蔓延速度明显大于犃点；而

随着林火的蔓延，犃点也蔓延至上坡，同时还存在

部分的林火处于平原继续蔓延，导致犃点的蔓延

速度加大，同时，随着犅点蔓延至山顶，失去地形

作用项的优势，其蔓延速度也相应减小。

表２　不同坡度蔓延情况对比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

步长 点犃 点犅 元胞总数 增长率／％ 元胞增长绝对量

１０ １４３ １７８ ３２１  

３０ １８１９ １９８６ ３８０５ １５３．６７ ２３０５

４０ ３５４０ ３４６６ ７００６ ８４．１３ ３２０１

５０ ６３３４ ４７６７ １１１０１ ５８．４５ ４０９５

　　２）地形作用项犫

在上坡过程中，如果遇到障碍，将极大地影响

林火蔓延的方向和速度。插页Ⅱ彩图１０展示了

不同步长下存在障碍和不存在障碍时林火蔓延的

结果图。从图形上看，在上坡过程中遇到障碍将

导致林火绕过障碍，从障碍两边继续发展，且总体

趋势仍旧朝高程变高最快的方向发展。

从上述图表可知，首先，加入ＤＥＭ 信息后，

林火蔓延棱角分明、转折明显，沿上坡方向，林火

蔓延最为迅速，这主要是由于地形作用项犓φ＝

ｅ３．５３３
（ｔａｎφ）

１．２

随坡度φ变化剧烈，对林火蔓延的影响

程度大。其次，由于障碍物的阻隔作用，林火在上

坡的蔓延过程除受地形作用外，还必须绕过障碍

物寻找新的可燃点，障碍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林

火蔓延的趋势和速度。

７７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５月

３　结　语

本文在传统基于ＣＡ的林火蔓延模型的基础

上提出元胞作用域的概念，综合了元胞自身属性

和邻居元胞属性对林火蔓延的影响，使林火蔓延

系统趋于全面和完善。然而，本文所构建的模型

虽能较好地模拟真实世界的林火蔓延，注重定量

分析，主要运用经典数学理论，但现实世界的复杂

性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

中，可从模糊理论出发，探讨本文所提出的定量模

型中的模糊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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