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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城市空间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提出了顾及障碍空间距离和区域差异的ＣＡ城市扩展模型。以武

汉市中心城区为例，在精确度量障碍空间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用地的不同形态和作用方式进行元胞空间的区

域划分，构建动态的演化规则。实证表明，新模型能比较真实地模拟城市的扩展过程，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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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ＣＡ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耦

合新方法［１３］产生了多种城市扩展应用模型，这些

研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ＣＡ应用模型，但是均

忽视了城市空间的区域异质性，无法突破ＣＡ演

化规则单一性的限制［４］。本文引入一种顾及障碍

空间距离和区域差异的ＣＡ城市扩展新模型，在

精确获取空间信息的基础上，构建分区域的动态

演化规则，以更真实地模拟城市扩展的动态过程。

１　模型构建

新模型可表示为一个五元组犃＝（犔，犛，犖，

犚，犳），犃为顾及障碍空间距离和区域差异的ＣＡ

城市扩展模型；犔 为二维元胞空间；犛为元胞状

态；犖 为元胞邻居；犚为区域；犳为转换规则。元

胞状态狊＝｛城市用地，农用地，障碍｝，元胞状态

间可相互转化，主要为农用地向城市用地转变，当

元胞状态为城市用地、障碍时，狊狋＋１犻 ＝狊狋犻，元胞状态

不转变。元胞状态的改变体现了城市化的动态过

程。元胞邻域采用犚＝４的圆型窗口。

１．１　区域划分

１．１．１　障碍空间距离的精确度量

在实际应用中，常碰到要对区位特征进行度

量。传统的度量方法往往是采用欧氏距离来度量

二维欧氏空间，这种度量方法忽视了现实地理世

界中“障碍”的存在，如山体、水体、自然保护区、基

本农田保护区等，距离传播时，需“绕”障碍而行，

因此，引入胡鹏的地图代数［５，６］的相关理论与方

法，实现障碍下的空间距离度量，更精确刻画空间

关系，也可以解决该尺度空间中更广义的距离问

题，即加权距离。这对于城市空间区域的划分具

有重要意义。

１．１．２　空间区域划分

考虑到空间的异质性特征以及城市扩展的非

线性特征［４］，同一个转换规则不可能适用于整个

城市元胞空间。根据城市实体的形态分布，城市

实体分为点、线、面三种，不同形态的城市实体的

影响方式和规律不同。在构建新模型时，分别对

点、线、面实体进行分区域。

按点实体的区域划分实质上就是对点实体进

行空间作用域的划分，常用的方法为圆划分法、等

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法等。点实体的重要程度和性

质常常决定了点实体的影响半径。采用地图代数

方法进行点实体的区域划分比传统矢量方法的效

率高，且便于栅格空间下的运算，如插页Ⅳ彩图１

（ａ）所示，圆形区域内的不同颜色值代表不同的距

离值，为后面开展概率测算提供基础。

根据道路的等级不同，采用地图代数方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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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线实体的区域划分。分别设以不同半径的缓

冲区，结果如插页Ⅳ彩图１（ｂ）所示。

由于实际中各面实体的影响程度不同，采用

一般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难以反映空间异质性特征。根

据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各城市面实体的吸引

范围与中心性强度成正比，与距城市的距离成反

比［７］，因此，城市面实体的区域划分通过采用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实现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时，需根据中心性

强度来确定权重。以下从城市经济、城市社会与

科教水平、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及城市基础设施等

４个方面来建立城市吸引力的指标体系。根据构

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得到各城

市的城市吸引力综合分值。

根据城市断裂理论，可推导出如下论断［７］：

犱犃／犱犅＝ 犘槡 犃／ 犘槡 犅，犱犃、犱犅 分别为断裂点到两城

市的距离；犘犃、犘犅 分别为两城的城市吸引力综合

分值。根据这一结论，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面实体

权重为城市吸引力综合分值的平方根。假设城市

犻的城市吸引力综合分值为狏犻（犻＝１，２，…，狀），第犻

个城市面实体的权重狑犻＝狏犻／ｍｉｎ（狏），生成障碍

空间下的加权Ｖ图
［５］如插页Ⅳ彩图１（ｃ）所示（红

色区域为障碍，其他为城市面实体）。加权 Ｖ图

下城市区域划分的界线为弧段，划分区域的大小

随着城市影响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加权 Ｖ图的

划分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更能反映城市扩展的

复杂性。

１．２　转换规则的构建

由于影响城市扩展的因素是多层面的，根据

其与位置的关系，可以分为微观属性、局部属性、

宏观属性［７］。转换概率的计算由这三个属性共同

决定。

１．２．１　微观属性

微观属性是指各个元胞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概

率。点、线、面实体对于周围元胞的作用规律不

同，按照城市要素类别（点、线、面）分别对城市空

间进行分区域，每个元胞根据区域层次不同分别

归属于点划分的区域、线划分的区域、面划分的区

域。因此，微观属性值分为按点、线、面实体划分

区域的转换概率，分别称为点状、线状和面状因子

转换概率。

１）点状因子转换概率

在点划分的区域中，在划分区域犼内，元胞犻

的点状因子转换概率ｐｐ犻为：

ｐｐ犻 ＝ｅｘｐ（－δ狔×犱
２（犻，狔）），犻∈ｒｅｇｉｏｎ（犼）

（１）

式中，犱（犻，狔）为元胞犻与点状因子狔的距离；δ狔 为

点状因子狔的速率系数；犱（犻，狔）为障碍空间距

离。δ狔 根据点状因子的辐射范围半径来确定，辐

射范围半径通过调查点状因子的性质、规模、影响

力等综合确定。

２）线状因子转换概率

在按线划分的区域中，在第犿 个线状实体缓

冲区内，元胞犻的线状因子转换概率ｐｌ犻（犿）为：

ｐｌ犻（犿）＝１－犱（犻，犿）／ｂｕｆｆｅｒ（犿） （２）

式中，ｂｕｆｆｅｒ（犿）为第犿 个线状实体的缓冲区；

犱（犻，犿）为元胞犻与第犿 个线状实体的障碍空间

距离。如果元胞犻同时处于几个线状实体的缓冲

区内，则ｐｌ犻＝∑
狀

犿＝１

α犿ｐｌ犻（犿）（α犿 为第犿 个线状实

体的权重）。由于提取的线状实体均为重要的交

通线路，其重要性差异通过缓冲区半径体现，模型

中不另外加以区分，权重α犿 均取１。

３）面状因子转换概率

元胞犻的面状因子转换概率ｐｒ犻为：

ｐｒ犻 ＝ｅｘｐ（－犱
２（犻，狔）／２σ狔

２） （３）

式中，犱（犻，狔）为元胞犻与面实体狔的距离；σ狔 为面

实体狔的影响权重，σ狔＝ 犘槡 狔（犘狔 为面实体狔 的

人口数量）。则元胞犻的微观属性为ｐｗ犻＝犪１×

ｐｐ犻＋犪２×ｐｌ犻＋犪３×ｐｒ犻，犪１、犪２、犪３ 分别为点、线、面

实体转换概率的权重，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确定。

１．２．２　局部属性

在圆型邻域内，元胞犻的局部属性即局部转

换概率为：

ｐｊ犻 ＝∑
狀

犼＝１

狇犻犼／∑狇犻

式中，狀为邻居中城市元胞的个数；狇犻犼为城市邻居

元胞犼对中心元胞犻的影响程度，狇犻犼＝１／ｄｉｓ（犻，犼）

（ｄｉｓ（犻，犼）为中心元胞犻与邻居元胞犼的距离）；

∑狇犻为 当邻居均为城市元胞时对中心元胞犻的

影响程度之和。

１．２．３　宏观属性

宏观属性包括绝对限制概率和部分限制概

率［８］。根据城市规划图，规划用途为基本农田、农

田保护区等的元胞的绝对限制概率为０；自然障

碍存在的地方，如山体、水体等，元胞的绝对限制

概率为０；否则为１。这里只考虑坡度这一部分限

制因子的影响。采用模糊函数映射到［０，１］区间，

ｐｍ为部分限制概率，ｓｌ为坡度，犪、犫分别为坡度

的临界值，则：

ｐｍ＝

１，ｓｌ≤犪

１－（ｓｌ－犪）／（犫－犪），犪＜ｓｌ≤犫

０，ｓｌ＞

烅

烄

烆 犫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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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设为犪＝１０°，犫＝３０°。各元胞坡度的计算采

用三阶反距离平方权差分［９］，计算窗口为３×３正

方形网格，则元胞犻的宏观属性值为：

ｐｍ犻 ＝ｐｍ犪（犻）×∏
狀

犫＝１

ｐｍ犫（犻）

式中，ｐｍ犪（犻）为元胞犻处的部分限制概率；ｐｍ犫（犻）

为元胞犻处第犫个绝对限制因子下的转换概率（狀

为绝对限制因子的个数），取值为０或１。

１．２．４　合成概率

元胞空间内，元胞犻的合成概率为狆（犻）＝ｐｗ犻

×ｐｊ犻×ｐｍ犻，然后归一化。当狆（犻）＞λ时，则该元

胞转化为城市用地。

２　实证分析

本实验的基础数据是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５年已进行校正的武汉中心城区ＴＭ 遥感影

像图；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武汉市中心城区

的交通图和地图以及武汉市分区人口统计数据、

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武汉市行政界线图、地

形图等。

２．１　数据预处理

采用Ｅｒｄａｓ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分别对三个年

份的ＴＭ遥感影像图进行监督分类，分为城市用

地、农用地、林地、水体４类，分类结果要求分类模

板通过误差检验，精度大于或等于８５％。另外，

分类结果图采用 Ｋａｐｐａ系数来评价分类精度。

对于Ｋａｐｐａ系数低于０．６的，分类结果应在计算

机解译的基础上，采用目视解译进行校正，同时将

交通图中的主干道、国道、省道等重要线路和重要

地物进行数字化入库。建立新模型的图属一体化

数据库。

２．２　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城市用地和非城市用地之

间的转变，考虑到水体、山体等障碍的存在，将监督

分类结果合并为３类，即城市用地、非城市用地、障

碍，其中将农用地和林地合并为非城市用地。

１）顾及障碍空间距离的度量及区域划分，按

照新模型的思想，区域划分应分别针对点、线、面

进行。面实体是指各个城市中心。根据城市中心

的连片情况，并参考行政界线来确定城市面实体，

结合武汉市中心城区的实际情况，分为５个面实

体；计算各个面实体的城市吸引力分值，根据断裂

点理论的拓展结论，易得出各个面实体的权重；再

采用加权障碍Ｖ图来进行中心城区的区域划分，

如插页Ⅳ彩图２所示。武汉市湖泊很多，形成许

多自然障碍物，障碍空间距离充分发挥了其优势，

能绕过障碍精确度量距离，为城市的真实模拟提

供数据基础。

结合道路等级的影响力，考虑国道、省道、主

干道三个等级道路的影响作用，分别将国道、省

道、主干道的缓冲区宽度设置为１２００ｍ 、１０００

ｍ、８００ｍ，采用地图代数生成缓冲区。如插页Ⅳ

彩图３所示。

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重要地物主要包括

大型医院、大型商场、汽车站、火车站、有影响力的

学校等。结合不同类型地物的服务半径及其等级

和规模，综合确定其服务半径。如插页Ⅳ彩图３

所示。

２）转换概率的计算

分别按照式（１）～式（３）计算点状、线状和面

状因子转换概率，计算宏观属性、局部属性、微观

属性后，求得元胞的合成概率。结合模拟结果和

真实情况对比，确定阈值为０．４。若合成概率大

于阈值，则该非城市元胞转化为城市元胞。如插

页Ⅳ彩图４所示。

３）模型校正和城市扩展模拟

在演化规则中加入蒙特卡罗方法，以更真实

地模拟城市的扩展过程。根据上述方法，采用新

模型对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武汉中

心城区的城市扩展进行模拟，如插页Ⅳ彩图５所

示。采用Ｋａｐｐａ系数对模拟结果进行精度评估，

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模拟结果合理，接

近武汉市中心城区的真实情况。

表１　城市扩展模拟前后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ａｂｌ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类型
城市元

胞数量

非城市元

胞数量

水体等

障碍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９年城

市扩展

１９８８年实际 １５４８２ ６３５６７ １７９７９

１９９９年实际 ２１５９３ ５７９４１ １７４９４

１９９９年模拟 ２１５３４ ５７５１５ １７９７９

误差／％ ０．２７ ０．７４ ２．７７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６３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５年城

市扩展

２００５实际 ３０２３０ ５０９６６ １５８３２

２００５年模拟 ３１６７１ ４８２２２ １７１３５

误差／％ ４．７７ ５．３８ ８．２３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７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

城市扩展预测

２０１５年模拟 ３５８９４ ４５３０２ １５８３２

２０２０年模拟 ３７７２１ ４３４７５ １５８３２

２．３　不同情景下的城市扩展模拟

设定不同的合成概率阈值模拟不同情景下的

城市扩展状况。以图中２０１５年中心城区预测图

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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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定的阈值为基准，选择４个不同阈值，分别模

拟从紧（δ＝０．６）、相对从紧（δ＝０．５）、相对宽松（δ

＝０．３）、宽松（δ＝０．２）４种不同政策下２０１５年的

城市扩展状况。模拟结果如插页Ⅳ彩图６所示。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现有ＣＡ的不足，结合城市空间的

区域异质性特征，提出了元胞演化规则需结合区

域异质性和时空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设定，并综合

提出了顾及障碍空间距离和区域差异的ＣＡ城市

扩展模型，以更合理、更真实地模拟城市扩展的动

态过程。同时，如何实现源数据的有效挖掘和模

型参数的自动优化，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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