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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即将因变量的二分类扩展为多分类。分别计

算各种类型之间的转换回归系数可提高模拟的精度。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计算出了不同的回归系数。

该模型用于研究湖北省嘉鱼县土地利用变化的正确率为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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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７３；Ｐ２０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是土地利用变化中常用的模型，其

特点在于因变量的取值范围限定为离散变量，通

过事件发生比表达土地类型变化的可能性，且可

以灵活地通过转换阈值的设定调整演化的结果。

但是现有的相关文献［１６］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计算，因变量的取值仅限于０

和１两个值，故进行模拟时土地利用类型较简单。

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将因变量的取值扩展为３类以

上，对于土地利用类型就能取多个值，且不同的土

地利用类型转换对应于不同的转换系数，因而也

就能模拟更复杂的土地利用变化。

１　多分类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模型

当对数线性模型中的一个二分类变量被当作

因变量并定义为一系列自变量的函数时，对数线性

模型就变成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如式（１）所示：

犘（犢 ＝１犡１，犡２，…，犡狀）＝
１

１＋ｅ
α＋∑

狀

犻＝１
β犻犡犻

（１）

其中，犡犻为自变量；α和β分别为回归截距和回归

系数；犘为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α＋∑
狀

犻＝１
β犻犡犻 被定

义为一系列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犘的

取值范围在０～１之间。另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为Ｓ

形曲线，对于某个案例发生事件的可能性在α＋

∑
狀

犻＝１
β犻犡犻的值很小的时候变化不大，但在中间某个

阶段，可能性就会增加得很快。

事件发生概率犘与事件不发生概率１－犘之

比，称为事件的发生比（Ｏｄｄｓ），将Ｏｄｄｓ取自然对

数就能够得到线性函数，如式（２）所示：

ｌｎ（
犘

１－犘
）＝α＋β１犡１＋β２犡２＋…＋β狀犡狀

（２）

当因变量的类别为３类以上，且类别之间无次序

时，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就可以扩展为多分类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如式（３）所示。其中，最后一个类别

（即犑个类别）被作为计算的参照类，如式（４）所

示：

犘（犢 ＝１狘犡１，犡２，…，犡狀）＋犘（犢 ＝２狘犡１，犡２，

…，犡狀）＋…＋犘（犢 ＝犑狘犡１，犡２，…，犡狀）＝１

（３）

ｌｎ
犘（犢 ＝犻狘犡１，犡２，…，犡狀）

犘（犢 ＝犑狘犡１，犡２，…，犡狀［ ］）＝

α犑－犻＋∑
犓

犽＝１
β（犑－犻）犽犡犽 （４）

　　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可以对影响因素进行多种解释，并且通过

计算事件发生比模拟出土地利用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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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例研究

２．１　研究区域与因子的选取

采用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湖北省嘉鱼

县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该县位于长江中游南

岸，湖北省东南部。嘉鱼地属长江冲积平原，地势

较低，由南向北倾斜，东南部有多处丘陵。河湖密

布，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是全省著名的农、渔产品

生产基地。全县辖８镇１农场，总人口３６．４５万

人，是长江经济带重要开发区之一。

对１９９６年末土地利用现状图、２００３年初土

地利用现状图和２００７年末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

查图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

地、园地、林地、其他用地和建设用地５种，社会经

济数据采用嘉鱼县各年年鉴统计数据，等高线数

据采用２００３年矢量数据。通过多元共线性分析

之后，选取了６个因子作为解释变量计算反映变

量取值的概率，如表１所示。

将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行１００ｍ×１００ｍ格

网化，并在ＡＲＣＧＩＳ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计算各

格网点到镇中心的距离和主要道路的距离。对于

镇中心作用半径内的格网点，根据镇中心与各格

网单元之间的相对距离，用作用指数衰减模型计

算镇中心对各格网点的作用分值（城镇影响度）。

不同等级行政镇的作用分值不一样，距离越近则

作用分值越大，当格网点超出影响半径时作用分值

为０。道路距离计算以道路中心线为中轴线，在其

作用半径内计算格网点到中心线的垂直距离，使用

指数衰减模型计算得到对各格网点的作用分值（道

路影响度）。选用无纲量的地形综合指数来计算高

程、坡度和坡向，并将结果分成５个等级。

表１　变量设置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Ｄｅｓｉｇｎ

变量 含义 变量性质 计算方法

因变量

犢 耕地 多分类离散型变量

园地

林地

其他用地

建设用地

自变量

狓１ 人口密度／（人／

ｋｍ２）

连续型变量 实体范围内直接

赋值

狓２ 工业总产值

／（万元／镇）

连续型变量 实体范围内直接

赋值

狓３ 农业总产值

／（万元／镇）

连续型变量 实体范围内直接

赋值

狓４ 城镇影响度 连续型变量 同级实体影响取

最高值，多级累加

狓５ 道路通达度 连续型变量 同级实体影响取

最高值，多级累加

狓６ 地形综合指

数（５个等级）

多分类离散

型变量

实体范围内直接

赋值

２．２　模型拟合与计算

实验区域格网点共１０２３０１个，剔除水系等

属性的格网点之后，有效点６４４２４个。对模型的

具体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选择５％的统计水平。

２．２．１　拟合优度检验

对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偏回归系数全为０

进行似然比检验，显著性结果为０．００＜０．０５，说

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０，拒绝

了变量狓１～狓６的系数为０的假设，所建立的模型

有效。

２．２．２　模型参数估计

其他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β犻 表示狓犻改变一

个单位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犘）的改变量，它与 Ｏｄｄｓ有对

应关系。从模型拟合结果可以得出，影响土地类

型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变量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

系数犅 Ｏｄｄｓ 系数犅 Ｏｄｄｓ 系数犅 Ｏｄｄｓ 系数犅 Ｏｄｄｓ

截距 ２．２５０ － ２．６０９ － ３．６６６ － ３．８１５ －

人口密度狓１ －０．０２１ ０．９７９ －０．３１０ ０．７３４ －０．１８１ ０．８３４ －０．１３８ ０．８７１

工业产值狓２ －０．００５ ０．９９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９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９

农业产值狓３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城镇影响度狓４ －０．０１７ ０．９８４ －０．０２６ ０．９７４ －０．００９ ０．９９２  

道路通达度狓５ －０．０１６ ０．９８４ －０．００６ ０．９９４ －０．０２１ ０．９７９ －０．０３４ ０．９６７

地形指数（对照狓６＝５）

狓６＝１ －０．０１２ ０．９８８ －０．５１８ ０．５９６ －１．３５０ ０．２５９ －２．６２７ ０．０７２

狓６＝２ －０．００７ ０．９９３ －０．６０６ ０．５４５ －１．５９９ ０．２０２ －２．４８１ ０．０８４

狓６＝３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３   －１．７６０ ０．１７２ －１．９１９ ０．１４７

狓６＝４   １．０２２ ２．７７７   ０．６６８ １．９５０

狓６＝５（参照类） ０ － ０ － ０ － ０ －

　　　　　注：参考类为建设用地；表示由于ｓｉｇ．值＞０．００５而系数不显著。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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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耕地。各个因子对耕地变化的影响作用

大小不同。狓１、狓４和狓５影响较大，狓２和狓３的影响

作用较小。各因子对耕地的影响作用方向不同，

其中，狓３为正向，说明农业总产值越高的地方，耕

地较不易转化成建设用地。狓１、狓２、狓４、狓５则呈负

相关。根据地形指数５个等级的系数来看，地形

指数优和较优的系数为负向，易转化为建设用地，

而地形指数为一般的系数为正向，说明该地区不

易转化为建设用地。

２）园地。狓１系数影响最大，狓４影响次之，狓５

较小，而狓２和狓３的影响作用系数为０。狓１、狓４和

狓５对园地影响作用呈负向，说明人口密度越大的

地方，或者城镇影响度越高，或者道路通达度越高

的地方，园地转换成建设用地的概率更高。地形

指数优和较优的地区，园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概

率较大，对于地形一般的地区，系数不显著，而地

形较差的地区园地不易转换成建设用地。

３）林地。狓１和狓５影响较大，狓２、狓３和狓４的影

响作用较小。各因子对林地变化的影响作用方向

不同，其中，狓３对林地呈正向影响，即农业总产值

越大，林地保持不变的概率越大。而狓１、狓２、狓４和

狓５对林地呈负向影响。地形指数优、较优和一般

的地区，林地更易向建设用地转换，而地形指数较

差的区域统计不显著。

４）其他用地。狓４的影响不显著，而其余各因

子对该类型用地变化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狓１影

响较大，狓５和狓２的影响作用较小，而狓３系数为０。

狓１、狓２和狓５与其他用地呈负向影响。地形指数

优、较优和一般的区域较易转换成建设用地，地形

指数为较差的区域则不易转换成建设用地。

２．２．３转换概率计算

将回归模型系数和各格网点于２００３年自变

量的值代入计算，求出各个格网点的土地利用转

换概率犘，如图１所示。对照由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３

年末的变化计算的土地利用变化阈值０．６７，求出

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类型可能发生转变的区域，如图

２所示。

将转换概率图与因子变量计算图叠加分析后

可看出几个特征：人口密度大和工业总产值高的

地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概率较大；而农业总产

值高的地方，土地利用变化的概率值相对较小；距

离行政中心较近的土地利用变化概率较大，距离

较远的变化概率较小；道路沿线区域土地利用类

型转换的概率增加并趋向近距离分布，总体上符

合距离衰减规律，概率值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减少；

地形指数优、较优的区域土地变化的概率较大，而

图１　各土地利用类

型间的转换概率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图２　可能发生土地利用

类型转化的区域（阈值＝０．６７）

Ｆｉｇ．２　ＡｒｅａｓＷｈｅｒｅＬａｎｄ

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Ｍａｙ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ｔＶａｌｕｅ＝０．６７）

地形指数中、较差、差的地方转换概率相对较小。

２．３　结果分析

通过比较预测的事件概率和设定的概率界

限，可将案例分成为预测事件发生或不发生。将

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阈值设定为０．６７，可计算得

到发生变化的区域。对所有格网点进行统计可以

得到表３。

表３　分类表 （多分类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观测值
预测值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用地 建设用地 正确率

耕地 ３０９２３ ５１１ １６４１ ６４ ５５５２ ７９．９％

园地 ２１２４２４０５ １２７７ １７ ４ ４１．３％

林地 １３２０７５ ８０４６ ８１ ３ ７８．７％

其他用地 ２３４ ４８３ １９２４ ８７６ ４ ２４．９％

建设用地 ９６７ ２ １０１ ２ ５０９５ ８２．６％

总百分比 ５３．２％ ８．５％ ２０．２％ １．６％ １６．５％ ７３．５％

　　参照嘉鱼县２００７年年鉴数据，２００７年实际

土地利用数据（按面积百分比）为耕地５２．５％、园

地１０．０％、林地１６．０％、建设用地１３．２％，其他

用地８．６％。由表３可以看出拟预测的数量（末

行）和位置（末列）的精确度，由此可见，在数量准

确率上，耕地、园地、林地、建设用地的预测正确率

较高，而其他用地类型的准确率较低。在位置准

确率上，预测准确率最高的是建设用地，其次是耕

地，再次是林地，其他用地的预测正确率最低。

表４是将耕地、园地、林地和其他用地合并，

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阈

值为０．５）。虽然该表显示位置上正确率８６．５％

表４　分类表 （二元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

Ｔａｂ．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观测值
预测值

非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 正确率

非建设用地 ５０５６３ ７６９４ ８６．８％

建设用地 １０２５ ５１５２ ８３．５％

总百分比 ８０．１％ １９．９％ ８６．５％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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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列），但是其预测的结构与实际预测（非建设用

地９０．４％，建设用地９．６％）相差较大，故数量上

的准确率不高。因此，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精度更高。

一般情况下，城镇建设用地不可逆转为农用

地类型，而农村建设用地可能通过土地整理等重

新转换为农用地。在本文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中，将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统一归为

建设用地，并没有设定建设用地的转换规则为不

可逆，因此也会影响精度。另外，由于部分系数的

不显著性、原始数据来源的有限性和未考虑政策

因素，并没有加入更多影响因子，也会对实验精度

造成较大影响。

３　结　语

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可以解释所得到的模型结

果，通过参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大小来解释影响因

素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意义。格网大小的选择

需进一步探讨，若格网较小则精度变低，若格网较

大则使土地利用类型的判定复杂化，并且影响模

拟结果的实用性。另外，由于经典回归分析一般

以样本独立为前提，而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使得本

研究的精度受到影响。下一步研究将考虑加入空

间权重矩阵，提高模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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