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８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４０１４３２，４１１０１０７８）；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ＫＱＮＣＸ１０７）；广州市科技和

信息化局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专项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Ｊ５１０００４４）；广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ＬＳＹ２２２２１，ＬＳＹ２

１４０７）。

第一作者：李少英，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多智能体模拟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ｓｙ＿０１３０＠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黎夏，博士，教授。Ｅｍａｉｌ：ｌｉｘｉａ＠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犇犗犐：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３０６９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０６０６

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人口多智能体模拟———
快速工业化地区研究

李少英１　黎　夏２　刘小平２　吴志峰１　马世发２　王　芳１

１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２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已有的多智能体人口模型没有考虑劳动力供需关系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在快速工业化地区模拟

中具有局限性。提出了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型（ＳＰＭＥＬＭ），建立了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

求与人口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利用多智能体方法对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人口区位选择行为进行了

建模，实现人口规模估算与空间分布模拟。并选取东莞市作为试验区验证了ＳＰＭＥＬＭ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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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规模估算与空间分布模拟可作为城市建

设用地与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的决策参考［１３］，是快

速工业化地区的重要研究问题［４７］。已有的相关

方法包括宏观数量统计方法［８１１］、微观数值模拟

方法［１２，１３］与多智能体建模方法［１４１７］。宏观数量

统计方法是宏观的自上而下模型，无法体现人口

个体的决策行为［１８］。微观数值模拟方法从微观

层面对个体数据进行模拟，但无法模拟个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空间因素对个体的影响［１９］。

而多智能体建模方法在涉及个体行为的地理空间

问题模拟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２０２３］。

目前，已有学者尝试建立多智能体模型开展

人口空间模拟研究［１６１８，２４２６］，但模型没有考虑劳

动力市场对人口区位决策的影响，在快速工业化

地区人口模拟方面具有局限性。基于劳动力市场

的人口居住区位选择模型（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ＭＢＭＲＬ）
［２７］是在

给定人口规模条件下对人口就业与居住行为的影

响机制进行理论探讨。但该模型没有反映劳动力

市场供需平衡关系对人口规模及其空间分布的约

束性，因此无法直接应用于真实的人口规模估算

与空间模拟。

对于快速工业化地区而言，经济结构决定着

劳动力需求，人口决定着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

需平衡关系对地区人口规模及其空间分布具有约

束性作用［４，２８，２９］。本文在ＬＭＢＭＲＬ模型的基础

上，引入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构建了基于劳动力

市场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ＰＭＥＬＭ），基于多智能体方法对劳动

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模拟。并

选取典型快速工业化地区东莞市作为试验区对模

型进行了有效验证。

１　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人口空间

分布模型

１．１　模型概述

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超出自然增长速度是快

速工业化地区的典型特征。人口迁入与迁出模拟

是快速工业化地区人口规模估算与空间模拟的难

点。对于快速工业化地区而言，经济产业的变化

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引发外来人口迁入或迁

出，从而影响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外来人口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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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或迁出影响着劳动力供给，人口个体在劳动力

市场中进行就业选择，并影响其居住区位决策，从

而决定着人口的空间分布。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

系对快速工业化地区人口规模及其空间分布具有

重要的约束性。针对以上快速工业化地区的特

点，本文引入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构建基于劳动

力市场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型。

模型中，智能体包括劳动人口智能体（按从事

行业又划分为农业劳动人口智能体、工业劳动人

口智能体和商业劳动人口智能体）和非劳动人口

智能体。在特定经济产业条件下，劳动人口智能

体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就业选择，并以效用最大

化为目标进行居住区位选择。劳动人口智能体通

过人口抚养比决定着非劳动人口智能体的居住区

位选择行为。智能体的居住区位选择行为包括进

城、离城、移动和驻留原地。人口个体的进城、离城

决策决定着地区的人口规模，而个体的居住区位决

策最终共同决定了人口的空间分布。通过对劳动

力供需平衡条件下人口就业选择与居住区位决策

进行建模，实现人口规模估算与空间分布模拟。

１．２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

为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关系对人口规模

及其空间分布的制约，本文在ＬＭＢＭＲＬ模型的

基础上引入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作为人口模拟的

约束性条件。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３０］，在劳动力

市场中，当劳动力总供给数量犔狊与劳动力总需求

数量犔犱相等时，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均衡

条件为［３１，３２］犔＝犔犱＝犔狊。

利用社会平均就业率狉与职位空缺率狏两个

指标，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状态［３３，３４］。当满足

狉＝１，狏＝０时，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其中，

社会平均就业率狉是所有劳动人口智能体就业概

率（计算方法参考ＬＭＢＭＲＬ模型）的平均值；而

职位空缺率狏为（犔犱－犔狊）／犔犱。

１．３　人口规模与人口抚养比例

人口包括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３４］。社会

总人口规模犘 是由劳动力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劳

动力数量犔 与非劳动人口数量犖犔 决定的，即犘

＝犔＋犖犔。

人口抚养比犳是衡量社会劳动人口抚养负

担的指标［３５］，即犳＝犖犔／犔。

１．４　智能体效用定义

劳动人口智能体在区位犻的经济效用是由预

期经济收入和成本决定的［２７］，即

犝犻＝犈犐犻－（犆ｒｅｓｉｄ＿犻＋犆ｔｒａｎｓｐ＿犻＋犆ｆｏｓｔｅｒ＿犻）＋ε犻 （１）

式中，犝犻为智能体在区位犻的经济效用；犈犐犻为区

位犻的预期经济收入
［２７］；ε犻为随机扰动项；居住成

本犆ｒｅｓｉｄ＿犻由基本住房价格狆犻 与居住成本系数

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决定
［２７］，即犆ｒｅｓｉｄ＿犻＝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狆犻；通勤成本

犆ｔｒａｎｓｐ＿犻由通勤距离犱犻 与通勤成本系数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决

定［２７］，即犆ｔｒａｎｓｐ＿犻＝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犱犻；抚养成本犆ｆｏｓｔｅｒ＿犻由

抚养成本系数犆ｆｏｓｔｅｒ与智能体所在社区的人口抚

养比犳犻决定，即犆ｆｏｓｔｅｒ＿犻＝犆ｆｏｓｔｅｒ·犳犻。

非劳动人口智能体没有直接经济收入，其区

位效用犝犻由抚养成本系数犆ｆｏｓｔｅｒ与智能体犻所在

社区的人口抚养比犳犻决定，即

犝犻＝犆ｆｏｓｔｅｒ／犳犻 （２）

１．５　智能体行为规则

初始化时，犖 个智能体进城随机分布在可用

土地上。在每次迭代过程中，进城的智能体进行

区位决策，选择移动、离城或驻留原地。如果前后

两次迭代人口规模不变（犘（犜＋１）＝犘（犜）），则模

型中有新的 犖 个智能体进城进行区位决策；否

则，已有的智能体继续进行区位决策迭代。

对于劳动人口智能体，首先计算就业概率，若

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则选择离城；否则，智能体在

视域范围内根据区位的效用差异进行区位选择，

通过移动决策选择效用最大化的区位（方法参考

ＬＭＢＭＲＬ模型）。进城的非劳动人口智能体在

视域范围内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寻找新的合适位

置，若找到新的合适位置，则智能体选择移动决

策；当智能体在视域范围内寻找不到新的合适位

置，且智能体所在的社区人口抚养比大于给定的

平均社会抚养系数，则智能体选择离城决策，否则

驻留原地。

２　人口规模估算与空间模拟实例应

用

２．１　试验区数据

本文选择典型快速工业化地区东莞市为试验

区，基于ＳＰＭＥＬＭ 模型对东莞市２００７年的人

口规模估算与空间分布模拟进行应用研究。试验

数据包括东莞市２００７年农场、工业企业、商业企

业的空间数据以及基本住房价格和土地利用数据

（见图１，数据获取方法参考文献［２６］）。

参考ＬＭＢＭＲＬ模型的研究成果
［２６］，确定智

能体的视域范围、迁居阈值、三类劳动人口智能体

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居住成本系数以及通勤成本

系数。另外，初始化时，各类智能体数量设为

５００；平均社会抚养系数通过２００７年东莞市统计

年鉴数据获得。参数设置如表１所示。

７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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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型的基础空间数据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ｆｏｒＭｏｄｅｌ

表１　模型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初始化

各类智

能体数

量

平均

社会

抚养

系数

智能

体的

视域

范围

智能

体迁

居阈

值

农业劳动人口 工业劳动人口 商业劳动人口

平均劳动

生产率／

（万元·

人－１）

居住

成本

系数

通勤

成本

系数

平均劳动

生产率／

（万元·

人－１）

居住

成本

系数

通勤

成本

系数

平均劳动

生产率／

（万元·

人－１）

居住

成本

系数

通勤

成本

系数）

５００ ０．１２ ６ １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７５ ３．０８ ０．２ ０．０７５ ７．５０ ０．４ ０．０７５

２．２　模拟结果与验证

模型运行了２００次，迭代过程中，人口数量变

化与劳动力市场参数变化如图２所示。当模型运

行１００次时，社会平均就业率接近１，而劳动力市

场的职位空缺率接近于０，劳动力市场达到近似

均衡状态（图２（ｆ））。在均衡状态下，总人口数量

与各类人口数量均达到最大值，此后趋于稳定状

态（图２（ａ）～图２（ｅ））。均衡状态下稳定的人口

数量为模型估算的人口规模。

图２　模型运行过程中参数变化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模型运行过程中，人口空间分布变化如图３

所示。模型运行开始时（犜＝０），人口进城并随机

分布于可用土地上；犜＝１００时，智能体形成相对

稳定的格局，此后智能体的移动行为较少；犜＝

２００时，人口形成稳定的空间格局。

基于人口空间模拟结果，统计全市域与各镇

８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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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人口规模，并利用相对误差指数将模拟数据

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模型模拟的有

效性。相对误差指数狉的计算公式如下：

狉＝ （犘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犘ａｃｔｕａｌ）／犘ａｃｔｕａｌ （３）

式中，犘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为模拟人口规模；犘ａｃｔｕａｌ为实际人口

规模；狉为模拟人口规模与实际人口规模的相对

误差，是反映模拟误差的重要指标。

通过对比发现，各类人口规模的模拟结果与

实际人口规模较为接近，相对误差非常小（见表

２），模拟总人口规模相对误差为０．０３。可见，

ＳＰＭＥＬＭ模型在东莞市全市域尺度的人口规模

估算方面具有较高的精度。

图３　模型运行过程中人口空间分布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表２　全市域各类人口规模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ｉ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农业劳

动人口

工业劳

动人口

商业劳

动人口

非劳动

人口

总

人口

模拟人口

规模／万人
１３．２ ４５０．６ １４８．８ ９０．８ ７０３．４

实际人口

规模／万人
１３．８ ４６５．４ １５２．８ ９５．０ ７２７．０

相对误差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计算各镇区人口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的相对

误差，发现大部分镇区人口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

的相对误差都小于２０％，所有镇区平均相对误差

为２０．６６％。若将模拟相对误差小于或等于２０％

作为精度标准，则３２个镇区中有２７个镇区人口的

模拟相对误差在２０％以内，镇区尺度上的整体模

拟精度达８４．３８％。模拟结果证明了ＳＰＭＥＬＭ模

型在镇区尺度人口空间模拟方面的有效性。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ＳＰＭＥＬＭ 模型，建立了经济发

展的劳动力需求与人口的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

系，基于多智能体方法对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

的人口规模与空间分布进行模拟。试验区东莞市

的人口模拟结果证明了ＳＰＭＥＬＭ 模型在快速

工业化地区人口规模估算与空间模拟方面的有效

性。全市域尺度上人口规模估算相对误差为

０．０３，镇区尺度上人口空间分布整体模拟精度达

８４．３８％。但在实际应用中，模型校准方面还有待

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考虑采用群集智能体算

法进行模型参数的自动获取与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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