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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作为复杂系统研究的重要工具，多主体模型能够更好地模拟土地

系统中的复杂性问题，具有更大的优势和极大的应用前景． 本文简要介绍了多主体模型的概念和基本理论; 从主体

选择、模拟侧重点等方面，对多主体模型在城市和农村土地利用动态模拟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 总结了多主体

模型在土地利用应用中取得的进展，探讨了其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今后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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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土地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既是重要的

生产资 料，也 是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的 活 动 领 域 与 空

间［1-2］，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变化直接反映了人类对

其地表景观的影响作用，因此，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已成为国际土地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IGBP )

与国际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IHDP) 就联合提出了“土地

利用 和 土 地 覆 被 变 化 (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LUCC) ”这一为期 10 年的全球合作研究计

划［3-5］，使得众多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并研究土地利

用 /覆被变化这一热点和前沿问题［6-9］． 该计划提出

了 LUCC 研究的三个核心内容［10］: ( 1 ) 土地利用的

变化机制; ( 2) 土地覆被的变化机制; ( 3) 区域和全

球模型． 2005 年，IGBP 与 IHDP 又推出了全球土地

计划( Global Land Project，GLP) ［11］，该计划的关键

在于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旨在从人类 －

社会生态耦合系统的角度测量、模拟和理解土地系

统的利用与变化情况，对于改善地区和全球范围内

的土地系统有着明显的作用．
随着计算机模拟能力的日益增强，土地利用 /覆

被变化的研究经历了以历史资料整理、数据处理等

定性或半定量的研究［12］，发展到今天以模型为主的

研究． 目前，计算机建模语言及平台的多样化，为土

地利用变化模拟带来了新的机遇，许多学者根据不

同研究目的和现实需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建模，

其中运用比较广泛的模型主要有统计分析模型［13］、
系统模型［14］、专家模型［15］、基于方程的模型［16］、进

化模型［17］、元胞自动机模型［18］、综合模型［19］和多

主体模型［20］( Muti-Agent System，简称 MAS) 等． 这

些模型都强调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

之间的动态反馈关系［21-22］，阐明土地利用变化的空

间格局及其带来的影响． 在上述模型中，多主体模型

能够较好地从人类———社会生态耦合系统的角度出

发，模拟以“人”为核心的土地利用变化． 人类与环

境关系密切，研究“人地关系”中“人”的思想、行为

对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显得尤为重要，而多主体模

型就是从“人”的角度，模拟土地利用中人的决策行

为以及宏观政策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

多主体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的应用现状进行了综

述，进而对多主体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上的应用前

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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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主体模型简介

多主体模型是在主体模型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

化而来的． 主体模型( Agent-based model，简称 ABM)

融合了复杂系统理论以及分布式人工智能、智能机

器人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成果［23-24］，自 20 世纪 70 年

代末以来迅速发展，是一种进行复杂系统分析与模

拟的思想方法和工具． 模型中的主体是能够独立进

行相关决策的实体，一般具有自主性、目标性、能动

性、反应性、社会性等特征［25-26］，根据具体的情况还

拥有其他特性［27］，如代理性、合作性、持续性等．
多主体模型是由系统中多个主体相互作用构成

的，通过模拟多个微观主体的行为过程来表达宏观

层面 作 用 的 结 果，是 一 种“自 下 而 上”的 建 模 方

法［28］，用于解决现实中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问题．
因此，多主体模型在城市发展、金融市场、农业经济、
生态系统、交通运输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多主体模型在土地利用动态模拟中
的研究现状

土地利用变化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化以及人

类活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地利用变化呈现出动态变化

的过程，所以土地利用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

过程． 而多主体模型可以模拟复杂的主体决策行为，

并综合土地利用变化中的空间变化，适于分析土地

利用系统变化的空间过程、空间相互作用和多尺度

现象［29］，因此，在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中，多主体模

型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

变化”的研究提出之后，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多主体

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和

农村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
2. 1 在城市土地利用动态模拟中的研究进展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在城市研究中面临的一个焦点问题． 人类活动是

引起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城市土地利

用研究中，通过研究主体的行为特征来研究其对城

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型的主体主要选择政府、
居民、企业和房地产商，学者们根据其研究内容的需

要选择性的进行研究． 如 Brown 等［29］选择了居民和

服务中心作为主体，根据主体的审美偏好和对服务

中心偏好来研究城乡边缘住宅开发情况． 刘小平［30］

等在研究广州市海珠区 1995—2004 年的土地利用

动态变化时选择了居民、房地产商和政府作为主体．
可见国内与国外研究者在主体选择上有所不同． 在

中国，政府的宏观总体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尤为重要，

所以国内研究者往往会选择政府作为研究的主体之

一． 由于主体的多样性，许多研究者在主体选择上与

现实有差异，例如周淑丽［31］等在研究广州市番禹区

城市扩张时，主体仅选择新增居民智能体，通过新增

居民智能体居住区位的选择反映城市扩张的动态

变化．
多主体模型在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应用中是一

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是得

到广泛应用． 从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变化来看，由小

城市到大城市，多主体模型的适用空间范围越来越

广． 在 21 世纪前 10 年，多主体模型主要在较小面积

的城市［32-35］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如刘小平［34］等

以广州市 101. 4 km2 的 海 珠 区 为 实 验 区，模 拟 了

1995—2010 年城市扩展的动态变化情况． 随着对多

主体模型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的模拟区域面积逐渐

扩大，如 Arsanjani 等［36］应用基于主体的方法与多

准则分析法模拟了面积为 1 865 km2 的德黑兰 1986
年和 2006 年的城市发展情况． 王贞超［37］构建了多

主体城 市 用 地 扩 展 模 拟 模 型 对 常 州 市 武 进 区 1
242. 29 km2 的城镇用地演变情况进行了模拟．

从研究的时间尺度变化来看，由模拟过去城市

土地利用的变化到预测未来城市土地利用的发展，

多主体模型的模拟时间尺度越来越长． 过去的城市

土地利用数据是构建模型的基础，因此，早期的研究

中以模拟过去或当前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为主，例

如 Peng 等［38］ 以武汉 洪 山 为 例，模 拟 了 其 1996—
2002 年的居住空间扩散． 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空

间方位影响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并且城

市发展一直备受政府的关注，因此，学者们近年来多

集中在模拟城市土地的未来发展，以期为城市发展

提供参考． Arsanjani 等［36］构建了多主体模型并预测

了未来 10 年的土地利用情况． 而 Kocabas 等［39］开发

了一个模拟人类土地利用选择行为对土地利用变化

影响的空间模型，模拟了未来 20 年加拿大温哥华

Surrey 的人 口 和 土 地 利 用 变 化，模 拟 的 时 间 尺 度

更长．
从研究的技术方法来看，不少学者将多主体模

型与其他模型集成分析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其中元

胞自动机以其强大的空间运算能力，能可视化的表

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众多学者［32-35，40］将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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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与 其 结 合 来 模 拟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变 化，如

Torrens［40］集成元胞自动机( CA) 和多主体系统构建

了模拟城市扩张的仿真模型，模拟了美国密歇根湖

的大都市地区城市扩张的空间格局． 由于多主体模

型建模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多种方法与其结合运用

成为趋势，Arsanjani 等［36］在模拟德黑兰 1986 年和

2006 年的城市发展情况时应用基于主体的方法与

多准则 分 析 法 的 结 合，并 使 用 马 尔 科 夫 链 模 型

( MCM) 和统计外推法预测了未来的土地利用情况．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早期研究侧重于地块土地

利用格局的变化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扩张［41-43］或

居民住宅选择［44-46］的模型构建，杨青生等［32-33］结合

MAS 和 CA 的方法，模拟研究了东莞市樟木头镇

1988—1993 年的城市用地扩张． 而近年来研究主要

集中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与预测［40，47-48］、城市

规划情景分析［49-51］和城市居住形态分析［52-54］，多主

体模型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应用已由单纯的城市土

地利用变化仿真建模向城市规划情景方案评价分析

和城市居住形态分析发展．
2. 2 在农村土地利用动态模拟中的研究进展

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相比，多主体模型

在农村土地利用方面的主体相对单一，多以农户或

个体农民为切入点［55-57］，这是由于农户是土地利用

的主导者，其土地利用决策行为是导致农业土地利

用结构变化的驱动力，所以在研究中通过家庭农户

或个体农民的决策行为来探索农用地发展变化规

律． 农户的年龄、收入、受教育的程度等是影响其土

地利用决策的因素，研究者往往会针对研究区的农

户采取问卷调查来获取实际资料，以便掌握研究区

农户的决策情况． 如 Mialhe 等［58］在研究菲律宾邦板

牙三角洲的农户行为时，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

农户的家庭资源禀赋及其能力，根据农户不同的农

业生产目标将农户行为分为个体理性、集体思想和

有限理性三种类型，模拟不同农户行为下的农业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 可见，农户的异质性导致了土地利

用决策的差异． 因此，家庭农户或个体农民的研究成

为农业土地利用中多主体模型构建的关键．
国外在农村土地利用方面使用多主体模型较

早，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学者就将多主体模型

引入农村土地利用变化中． Lansing 等［59］最早基于

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将多主体模型应用到印度尼

西亚的灌溉土地． 进入 21 世纪以来，多主体模型在

农村土地中的应用更为广泛． Deadman 等［60］开发了

一个探讨社会和环境问题相关的土地利用 /覆被变

化的主体模型，以亚马逊边界区域为研究区，模拟了

在农户家庭土地使用决策影响下该区域的土地利

用 /土地覆被变化情况． 中国学者在农业土地利用变

化中进行多主体模型的研究虽起步晚，但在近几年

的研究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61-63］． 陈海等［62］

基于 MAS 理论，构建了从地块到村庄的多尺度土地

利用变化模型，旨在揭示不同尺度上土地利用变化

的机制，并以陕西孟岔村为研究区，分析了农户、农
户群体和农户整体的土地利用决策对土地利用变化

的影响． 以陕西孟岔村为研究区，高海东［65］使用博

弈论构建了农户群体尺度的多智能体模型，研究了

农户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各种农户之间的关系，分析

了孟岔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与城市土地利用的模拟

不同，在农业土地中，主体与地块之间存在较为固定

的空间对应关系［24］，主体复杂的行为决策导致了地

块的土地利用方式呈现多样化的形式． 总的来看，多

主体模型在农业用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土地利

用变化模拟、土地利用情景模拟、农作物空间格局变

化模拟、种植制度变化模拟、土地利用政策分析和农

业土地利用主体的决策模拟．
生态效应的研究对于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由于人类不合

理地开发、利用，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因此运用多主体模型模拟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

生态效应在近期也备受关注［65-67］． Happe 等［56］提出

了一个多主体模型 AgriPolis，用于模拟农业生产结

构的动态变化，以丹麦 Gudena 流域 Tange 湖北部为

例，模拟了农户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应的土

地利用方式的动态变化，并评估其对生态环境影响．

3 讨 论

土地系统是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综合体［24］，

是地表各要素之间以及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形成的

人类 － 自然耦合的复杂系统． 作为复杂系统研究的

重要工具，多主体模型由于其建模的灵活性，能够展

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复杂性，显性描述人类主

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69］，更好地解释土地系统中的

复杂性问题，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土

地利用变化，模拟主要集中于主体决策模拟、土地利

用变化模拟及预测、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分

析等方面． 学者们运用多主体模型在模拟城市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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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地利用变化时各有不同． 都是从“人”的角度出

发，在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中多选择政府、居民、房
地产商等作为主体，而在农村土地利用变化中多以

个体农民或家庭农户进行研究，主体相对单一． 此

外，多主体模型应用于城市土地利用的模拟早于应

用于农村，使得多主体模型在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

更为成熟．
在今后土地利用动态模拟中，多主体模型在如

下几个方面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 ( 1 ) 完善模型中

环境背景与多样化主体的模拟是多主体模型设计的

重要内容． 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经济、自然、科技、政
策法律等，而当前模型的研究对于决策行为的环境

背景主要集中在自然、交通和公共设施层面上，对于

政策法律、科技进步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 不同

的环境因素对于主体行为的影响各异，若没有全面

考虑将会影响模拟，造成模拟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

误差． 对于主体的研究，多主体模型是从“人”的角

度出发，往往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

是目前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

一，易导致模型中的主体与现实差距甚远，主要体现

在主体的选择和主体的行为规则制定上． 因此，完善

模型中的环境背景和主体研究能够让模型更贴近现

实． ( 2) 模拟尺度的扩展和“土地利用 － 环境 － 主

体”多元化是多主体模型发展的趋势之一． 现有的

模型多以区域尺度研究为主，从乡镇到县市，在国家

尺度或更大尺度范围内进行模拟的研究很少． 此外，

多主体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的研究区中，主要

集中在城市和平原地区，应用于山区的模型研究很

少． 我国是一个山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山区的土地利

用资源优化研究有利于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率，因

此多主体模型在山地土地资源的应用非常必要，是

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能为国家土地利用政策的制

定提供参考． ( 3 ) 探索科学可靠的验证方法是多主

体模型亟待解决的难点之一． 主体模型提供了建立

模型的框架，但模型的灵活性增加了模型的不确定

性，因此，很难有统一的模型，同时为模型的验证和

移植带来了困难［69］． 目前，多主体模型的模拟精度

及其仿真效果还没有统一的验证方法，使得模型在

应用中有所限制． 因此，模型的验证问题是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要问题．
多主体模型在土地利用动态模拟中取得了很大

的发展，引导研究者从多学科、多视角和多尺度分析

来解释土地利用变化的复杂性，从多技术的使用来

模拟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为土地资源管理和区域

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但模型在未来的

应用中仍存在一些需深入讨论的问题，而正是因为

这些挑战的存在，不断推进了多主体模型在土地利

用变化应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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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n Multi-Agent Model for the Simulation of
Dynamic Change of Land Use

Zuo Liangyou1 Dai Erfu2 Zhang Mingqing1

( 1．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Ｒesources Ｒesearch，CAS，Beijing 100101)

Abstract
Land use i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rocess． As a means of complex system research，multi-agent model can

better simul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nd system，and has great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is paper，the basic
theory and concept of multi-agent model were introduced，the situation of dynamic simul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with multi-agent model was analyzed，the applications of multi-agent model in land use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direction of land use simulation was discussed．
Key words: multi-agent model，land use，dynamic，simula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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