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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极考察站选址问题关系南极考察站的安全、功能和运行效率。从科考兴趣、环境条件、后勤保障和

地形条件四个方面构建南极考察站选址指标体系，将ＧＩＳ和模糊层次分析法集成构建一种新的数学模型，用

于确定南极考察站建立的适宜性区域，实现选址评价。在对已建南极考察站选址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模型验

证，得到模型的准确度为９８．８９％，证明此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较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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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南极科学考察领域的拓展和科学研

究的深入，通过建立南极考察站以拓展各国的科

考活动空间并支撑多学科考察活动势在必行。考

察站的位置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考活动的

范围和可行性，并影响着考察站的运行效率。目

前，学术界和各国南极考察管理部门基于不同的

建站目标为考察站选址考虑不同的影响因素，对

于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选址

工作主要借鉴专家的经验和图件等资料进行定性

分析和目视判读，在全南极选定若干个备选点逐

个进行实地考察［１４］。这样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

与财力，而且由于专家认知的专业倾向性和知识

表达的不确定性，也会对选址决策造成一定的

影响。

本文突破传统选址方法，整合大量的空间数

据、专题数据、政府文件以及规划材料等［１４］建立

南极考察站选址指标体系。引入语言变量［５］，结

合模糊层次分析的原理和方法［６，７］，基于 ＧＩＳ平

台［８］，建立南极考察站选址决策模型。利用模糊

层次分析法（ｆｕｚｚ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ＡＨＰ）将定性研究定量化，实现多指标因子的量

化和可视化评估，揭示南极建站的适宜性空间分

布（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缩减了建站选择的区

域范围，优化选址过程，为决策提供量化依据。

图１　实验基本流程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１　南极考察站选址指标体系

不同类型南极考察站建设的总体目标不同，

对选址的要求也各不相同。本文以主流模式的综

合学科考察站为例进行研究，分析大量的文献回

馈和各国建站之前向南极条约协商委员会提交的

综合环境评价报告［１４］，形成选址指标评价体系，

经过多学科专家验证，确保该体系的可靠性。为

了实现每一类别的最优决策，将南极考察站选址

指标建立在一个一目标层二指标层的三层层次结

构之中。指标层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根据

对研究目标的影响差异确定科考兴趣、环境条件、

后勤保障和地形条件四个一级指标，所有二级指

标根据它们的性质或功能上的相似性被分配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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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一级指标之中（见表１）。

表１　南极考察站选址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Ｓｉ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

目标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南极综

合学科

考察站

选址

Ｃ１：科考兴趣

Ｃ２：环境条件

Ｃ３：后勤保障

Ｃ４：地形条件

Ｃ１１：自动气象检测站

Ｃ１２：冰芯站

Ｃ１３：验潮站

Ｃ１４：海洋相关

Ｃ２１：温度

Ｃ２２：风速

Ｃ２３：植被

Ｃ３１：海冰

Ｃ３２：接地线

Ｃ３３：已建成考察站

Ｃ４１：积雪率

Ｃ４２：冰厚度

Ｃ４３：高程

Ｃ４４：坡度

Ｃ４５：雪丘

　　科考活动是南极考察站的主要支撑目标，本

研究中科考兴趣以中国目前的研究现状为基础，

取其相对重要性。南极大陆较为干旱，降水主要

以降雪的形式呈现，暴风会使积雪对建筑物形成

累计伤害，故南极考察主要受低温和暴风限制［４］。

同时为了南极科考的可持续发展，应将建筑和活

动对当地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９］。后勤保障是维

持考察站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限制考察站的选

址。后勤保障包括后勤物资的运输保障以及与其

他考察站的通联，机场通常建在离已建成考察站

较近的地方，便于物资运输和内陆考察的顺利开

展。地形的形态往往直接影响建筑物设计的总体

布局、平面结构和空间布置，是建筑物建设的根

本。冰流动会带动考察站移动，为了延长考察站

的运行寿命，一般倾向选择夏季露岩区域，忽略冰

流速的影响［１４］。

２　南极考察站选址模型的构建

因为考察站的选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是

由许多分类决策行为来实现的，每一个一级指标

或二级指标的抉择就代表了人们对某一种条件的

适宜性选择。

２．１　指标适宜度指数（权重）计算

为避免由人为决策造成的不确定性和个体偏

向性，本文引入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的适宜

性指数（权重），最大限度降低决策过程中不确定

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ＦＡＨＰ是将相关指标由定性向定量转化，利

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在

模拟人类思维和处理语义描述不确定性方面有先

天的优势［６］。决策问题在层次分析中被划分为许

多较为简单的子问题，依据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对

同一层次内部两元素的相互重要程度差异给出判

断，并用定量的方法表示出来，形成判断矩阵，用以

确定权重。ＦＡＨＰ在ＡＨＰ的基础上引入了模糊

集［８］的概念，允许决策者用模糊数模拟人类思维的

不确定性以表达适度的偏好。ＦＡＨＰ矩阵的解算

方法有很多，考虑使用的普遍性和计算的简便程

度，选择拓展分析法［６］来计算适宜性指数。按照式

（１）判断矩阵珟犃可被用于确定指标的权重：

珟犃＝

（犾１１，犿１１，狌１１） … （犾１狀，犿１狀，狌１狀）

 

（犾狀１，犿狀１，狌狀１） … （犾狀狀，犿狀狀，狌狀狀

熿

燀

燄

燅）

（１）

式中，狀为每个层次中的指标个数；珘犪犻犼＝（犾犻犼，犿犻犼，

狌犻犼）为三角模糊数，是指标犆犻 相对犆犼 的重要程

度；犾犻犼、犿犻犼和狌犻犼为其在犡 轴上的三个端点。矩阵

中 所 有 的 元 素 都 是 正 数，并 且 珘犪犼犻 ＝

１／狌犻犼，１／犿犻犼，１／犾犻（ ）犼 ，为便于统计计算，参照以往

分析提前给定［５］（见表２）。

在实验过程中，要满足珟犃是正反矩阵有一定

的困难，所以珟犃 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

这也就要求在矩阵建立之后检验其一致性比率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ＣＲ）。当ＣＲ＜０．１时，认为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应调整修改

珘犪犻犼，直到ＣＲ＜０．１为止。

ＣＲ＝
ＣＩ

ＲＩ
（２）

ＣＩ＝
λｍａｘ－狀

狀－１
（３）

式中，ＣＩ为矩阵的一致性指标（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

ｄｅｘ）；ＲＩ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得出的平均随机

一致性指标（ｒａｎｄｏｍｉｎｄｅｘ）；λｍａｘ为珟犃的最大特征

值。如果珟犃完全一致，则λｍａｘ＝狀。

表２　表示各级别偏好语意范围的三角模糊数

Ｔａｂ．２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ＦｕｚｚｙＮｕｍｂｅ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ｃａ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语义范围
对应三角

模糊数

反向语义

范围

对应反向三

角模糊数

非常重要 （２，５／２，３） 非常微弱 （１／３，２／５，１／２）

特别重要 （３／２，２，５／２） 特别微弱 （２／５，１／２，２／３）

相对重要 （１，３／２，２） 相对微弱 （１／２，２／３，１）

一般重要 （１，１，３／２） 一般微弱 （２／３，１，１）

相同 （１，１，１） 相同 （１，１，１）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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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指标适宜程度的量化分级

通过野外测量结果、专家专业性判断以及最

终的综合环境评估［１４］，根据适宜性程度，确定每

个二级指标的分类赋值（见表３），因为所赋值与结

果无明显指数对应，故按算术平均划分［１０］，即最适

宜区域为３，一般适宜区域为２，不适宜区域为１（南

极考察没有绝对不适宜区域，考虑相对条件）。

２．３　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将§２．１中输出的二级指标适宜性程度与

§２．２中计算出的各一级指标及其对应二级指标

的权重输入ＧＩＳ分析平台，形成各一级指标的适

宜性地图和最终适宜性图。

表３　南极建站指标内适宜性水平

Ｔａｂ．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ｕｂ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指标 单位
适宜性范围及赋值

最适宜（３） 一般适宜（２） 不适宜（１）

自动气候监测站 ｋｍ ０～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冰芯站 ｋｍ ０～１ １～２ ＞２

验潮站 ｋｍ ０～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海洋相关 ｋｍ ０～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１月温度 ℃ ＞－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

７月温度 ℃ ＞－２０ －２０～－３５ ＜－３５

２月风速 ｂｆｔ ＜５ ５～８ ＞８

７月风速 ｂｆｔ ＜８ ９～１１ ＞１１

植物 存在范围内 存在范围外

７月海冰 ｋｍ 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

接地线 ｋｍ ０～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常年站 ｋｍ ５～２０ ２０～２００ ０～５或＞２００

夏季站 ｋｍ １～２０ ２０～１００ ０～１或＞１００

积雪率 ｍｍ ０～１５０ １５０～３５０ ＞３５０

冰厚度 ｍ ＜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

高程 ｍ ＜８００ ８００～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坡度 ％ ０～２ ２～５ ＞５

雪丘 ｋｍ 外 ＞５ 外０～５ 内

３　实例分析及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的有效性，研究区域覆盖

了南纬６０°以南除南奥克尼群岛和冰架以外的所

有南极陆地区域。冰架是指陆地冰或与大陆架相

连的冰体延伸到海洋的那部分，因其较高的冰流

速和积雪率会加速考察站的废弃［２］，故不在本次

研究范围之内。南奥克尼群岛远离南极大陆，从

科考兴趣角度将其排除。

３．１　数据准备及预处理

为检验模型结果的准确性，本实验采用美国

国家冰雪数据中心、英国国家海洋中心、英国南极

调查局等国际上已经公开验证发布的最新数据。

由于数据来源不同，类型多样，为统一尺度便于分

析，所有数据在被转换为极方位投影后再转化为

与ＤＥＭ数据相同的１ｋｍ分辨率格网。所有数

据都在研究区域范围内进行处理，数据的准备和

分析工作在ＡｒｃＧＩＳ中进行。

３．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确保模型的客观性，邀请三位研究南极的

不同学科的专家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打分，

在确保所有矩阵的一致性指标都在标准之内

（０．０３５７～０．０９７１）的情况下，得到所有一级指

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４）。

地形条件关系到建站的可行性和难易程度，

后勤保障影响考察站的物流补给和持续运行，这

两点是目前南极考察站选址最重要的两个参数。

科考兴趣和气候条件也是确定考察站位置的关键

因素，但由于考察项目的多样性以及现代科技的

发展，已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二级指标中，积雪率

和冰厚度是影响考察站建设的较关键因素。为延

长考察站的运行寿命，应避免积雪率较高的地区，

为了考察站建筑物的稳固，倾向于选择在夏季有

裸露基岩的位置（冰厚度在一定范围之内）。可

见，最终权重倾向与前期分析相一致。

表４　一级指标及二级指标的权重

Ｔａｂ．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Ｍａｉ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ｕｂ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Ｃ１ ０．１７８４

Ｃ２ ０．１５３４

Ｃ３ ０．２７２２

Ｃ４ ０．３９６０

Ｃ１１ ０．２３６７

Ｃ１２ ０．１８４８

Ｃ１３ ０．１９９２

Ｃ１４ ０．３７９３

Ｃ２１ ０．３９４３

Ｃ２２ ０．３６１８

Ｃ２３ ０．２４３９

Ｃ３１ ０．３３２５

Ｃ３２ ０．３０４７

Ｃ３３ ０．３６２８

Ｃ４１ ０．２４６８

Ｃ４２ ０．２３９１

Ｃ４３ ０．１９１８

Ｃ４４ ０．１４２１

Ｃ４５ ０．１８０３

３．３　选址适宜性分析及模型验证

经过已得权重与相应图层的综合叠置分析，得

到最终总体适宜性图。最适宜建站地区主要位于

南舍得兰群岛、南极半岛和接地线的周围区域，它

们有易于建筑物建设和物流运输的地形、适宜的温

度、风速和良好的科考基础，也是目前考察站的集中

区域（见图２）。受科考兴趣和后勤保障可达性的限

制，南极内陆的大部分区域不适宜设立考察站。

为验证试验的有效性，将得到的适宜性地图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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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现有考察站位置（放大图为南舍得兰群岛）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ｒｅａ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Ｓｈｅｔ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ｉｓ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与已建成的９８个考察站进行比较分析，发现３８

个常年站全部位于最适宜或一般适宜性地区，只

有１个被用作营地的夏季考察站位于不适宜地

区。在所有的已建站中，８６．７４％位于最适宜地

区，１２．２４％位于一般适宜性地区（见表５），整个

模型的准确率高达９８．９８％，充分说明此模型用

于南极考察站选址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表５　现有考察站与总体适宜性地图区域对比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Ｍａｐ

建成考察站
最适宜

地区

一般适宜

性地区

不适宜

地区
总数／个

常年站／个 ３５ ３ ０ ３８

夏季站／个 ５０ ９ １ ６１

总数／个 ８５ １２ １ ９８

占全部考察站

的比重／％
８６．７ １２．２４ １．０２ １００

４　结　语

将ＦＡＨＰ和ＧＩＳ用于南极考察站选址，避免

了以往逐个进行现场考察的时间和财力耗费，使选

址过程更加科学有效。由于层次建立及相对重要

性赋值存在很大的灵活性，各个国家或考察站建立

之前都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指标和相对重要性进行

调整，建立个性化方程，这使得此模型具有普适性。

将模糊集应用于决策过程不能弥补数据不足带来

的缺陷，指标的选择受数据影响，若将战略因素、

建筑条件、冰流速、风向等嵌入层次中，会使结果

更加可靠，同时数据精度的缺失可造成分析过程

中大量信息的损失，所以还需进一步更新资料，提

高数据精度，以为工程建设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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