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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尺度依赖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空间现象，寻找最佳模拟尺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优化用地变化模型、提高模
拟精度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例，构建基于 CART-CA 模型的用地动态变化模型，并检验多尺度下
建模方法差异及地类均衡性对模拟精度的影响。采用 CART-CA、DYNA-CLUE 和 Logistic-CA 模型，分别基
于 200，300，500，800，1 000 m 5 种分辨率数据和 7 类、5 类、3 类、2 类用地分类方案实施模拟。结果显示：
在 7 类、5 类、3 类、2 类 4 种分类方案下，最佳模拟尺度依次为 300，200，800，200 m；相同分类方案下的
最佳模拟尺度不因采用模型的不同而不同；随着分辨率的降低，地类均衡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地类均衡
度的升高，模拟精度降低。研究表明，CART-CA 模型用于多用途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动态模拟时，模拟精度
较高；用地动态变化模型在尺度上存在最佳分辨率；分类均衡性是产生用地动态模拟精度高低的重要原因，
最佳模拟尺度会因分类均衡度的变化而导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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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resolution simul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based on
CART-CA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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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Scale dependence is considered to be a ubiquitous spatial phenomenon.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optimizing the land use change model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simulation to find the best
simulation resolu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aking the Yangtz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s an
example, the dynamic change model of land use based on CART-CA model was constructed. On this basis,
multiresolution schemes of land use are designed to tes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odeling methods and
equilibrium of the land use types on the accuracy of simulation. Based on the five resolution data of 200,
300, 500, 800, 1 000 m, and the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of 7, 5, 3, 2 categories, CART-CA,
DYNA-CLUE and Logistic-CA models are used to carry out simulation experiments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st simulation resolution in the study area is 300, 200, 800, 200 m, in turn, based on the
above land classification schemes of 7, 5, 3, 2 categories, which means that the best simulation resolution
under the same classification scheme will not be different from the different adopted models. And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resolution, the equilibrium degree of the land use types is generally on the rise,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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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mulation precisio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quilibrium degree of the land use typ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ART-CA model has superior simulation precis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dynamic
simulation of multi-purpose land use pattern change. There is an optimal resolution for the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model based on multiresolution. Classification equilibrium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accuracy of land use dynamic simulation. Therefore, the optimal simulation scale varies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equilibrium.
Key words: geography;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simulation; cellular automata;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multiresolution; scal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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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模型因兼具数量模型与空间模型的优点，以及简洁、灵活、直

观、易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结合等特性而被广泛运用[1]。CA 模型用于
用地变化模拟，其核心是提取元胞的用地转换规则。近年来，一些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等被用来与
CA 结合用于用地转换规则提取。尽管机器学习算法与 CA 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模拟效果，但也各自存在
一定的缺陷。群体智能算法有较强的参数自适应和优化能力，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高[2]。神经网络算法
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拟合能力，但属于黑箱操作，规则隐性，对模拟过程无法解释，且易过拟合[3]。决策
树算法虽需要对树进行剪枝，但规则显性，解释性和模拟效果都较好[4~5]。C4.5 和分类回归树（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CART）算法都是基于 ID3 算法进行改进的，而 CART 算法的应用更加广泛。CART
算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对数据集进行连续二分类来修正决策树的结构，该算法具有对数据的容错能力，
可处理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数据和对特征向量进行重要性度量。
尺度依赖（scale dependence）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空间现象[6~8]，尺度问题也是土地变化科学中的关
键问题[9]。空间尺度一般分为幅度（空间范围）和粒度（最小可辨识单元的特征长度、面积或体积），本
研究中的空间尺度指的是粒度，即分辨率问题。国内外在空间尺度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主要集中在尺度转换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尺度效应等方面。而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尺度效应主
要关注数据获取、土地利用驱动因子选择和用地政策三方面[10]。在用地变化领域研究尺度效应的意义在
于：1）恰当地选择尺度转换方法，有针对性地减少对研究目标有重大影响的要素信息损失；2）通过构
建用地变化和驱动因子数据精度变化的尺度系谱，掌握尺度变化规律，甄别尺度域和尺度阈值，确定用
地变化分析的最适尺度，建立相应的尺度转换关系和模型，提高分析和模拟精度，减少“尺度谬论”现
象的发生[11~16]。
在数据获取与尺度的关系方面，陶舒等[17]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各种地表覆盖类型的损失精度对空间
尺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其中，平均面积较小的斑块在尺度变化过程中更容易被面积较大的斑块吞并，而
且地表覆盖精度的尺度敏感性也与遥感数据获取如分类方法密切相关。在土地利用驱动因子的选择方面，
用地变化与驱动因子相关分析的研究表明，驱动因子本身及其作用力大小呈现出显著的尺度依赖性规律，
而且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会随尺度改变而发生变化[18~19]。尽管分类的均衡性对模型模拟精度的影响不容
忽视[20]，但分类均衡性如何度量，其与分辨率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建模方法差异是否存在尺度依赖，
最佳模拟尺度是否受地类均衡度变化的影响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本文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例，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将 CART 算法与 CA 结合，构建用地动态变化模
型，并探讨驱动因子选择对模拟精度的影响；2）检验多尺度下，用地动态模型的尺度效应；3）检验多
尺度下，地类均衡性对模拟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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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与技术路线

1.1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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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用地转换规则是 CA 模型的核心任务，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基于 CART-CA 的用地
动态变化模型由数据处理模块、综合概率计算模块和动态迭代模块构成。一段时期内，用地类型是否发
生改变，与地块的适宜性、地类的近邻性、规划的约束性和随机因子等因素密切相关[21~22]。本研究中，
综合概率计算模块由地类适宜性评价、地类邻域效应评价和随机变量三部分构成；在综合概率计算基础
上，动态迭代模块最终完成地类转换，即对某一栅格而言，当满足一定条件时，该栅格转换为某地类。
1）地类适宜性评价
地类适宜性评价模块作为 CART-CA 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步骤：①将驱动因子
数据作为特征数据，将基期年和末期年用地变化检测数据作为标签数据组合成数据集，采用分层随机抽
样方式抽取一定比例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集；②用 CART 模型进行训练，生成分类回归树，完成模型训
练；③测试集数据导入树模型中，获得元胞 ij 在 t 时刻从当前类型转变为第 l 类的概率 Pc (ij , t , l ) .

2）邻域效应评价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理，CA 模型中元胞与元胞之间的作用存在相互性，同时也具有局部性。某一元
胞下一时刻的状态受其邻域元胞状态的影响。邻域效应可由式（1）表示：

Ωijt

con( Sijt = Landusel )
∑
n×n
=
，

（ 1）

n × n −1

其中， Ω tij 为 t 时刻元胞 ij 的 n×n 邻域作用值，n>2；con(·)为条件函数； S tij 为元胞当前的状态；Landusel 为
第 l 类土地利用类别。

3）随机变量
将随机变量引入到 CA 模型中，可以使模拟更加接近真实情况。用地覆被变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
程，涉及很多因素的影响。常规的驱动因子数据往往难以反映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随机因素的影响。本
文在 CART-CA 模型中引入了随机变量。该随机变量可由式（2）表示：
RA = 1 + (− ln γ )α ，

（ 2）

其中，γ 为一个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的随机数（含 0 和 1）；α 为一个控制随机变量大小的参数，取值范
围为 1～10 之间的整数（含 1 和 10）。

4）约束性因子
引入一些限制性条件来约束某些元胞向其他类型转变，如某些规划严格禁止向其他地类转换等 [ 如
式（3）所示]。由于本文没有获取到约束性因子数据，故在 CART-CA 模型中，对于约束性因子不予考虑。
因此，在 CART-CA 模型的总概率计算模块部分，即在 t 时刻，土地利用类型从当前类型转换为第 l
类的概率为
P(ij , t , l ) = Pc (ij , t , l ) × Ω tij × con( Sijt ) × RA = Pc (ij , t , l ) ×

∑ n×n con(Sijt = Landusel ) × con(S t ) × [1 + (− ln γ )α ] ，（3）
n × n −1

ij

其中，P(ij,t,l) 表示 i 行 j 列的元胞在 t 时刻为第 l 类的综合概率； con( Sijt ) 为规划约束性因子。
动态迭代模块中，假定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有 m 种，即 l=(1,2,…,m)，对于每个元胞得到 l 种
地类的概率。本文选取最大的地类概率 Pmax(ij,t)表示元胞 ij 在 t 时刻由当前地类转变为下一地类，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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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
Pmax (ij , t ) = max( P(ij , t , l )) = max( Pc (ij, t , l ) × Ωijt × [1 + (− ln γ )α )] .

（ 4）

因此，元胞发生土地利用转变的规则为
⎧ P(ij , t , h) = Pmax (ij, t )， ①
⎨
⎩ P(ij , t , h) ≠ Pmax (ij , t )， ②

（ 5）

其中，规则①表示元胞 ij 在 t 时刻由当前地类转换成第 h 种地类；规则②表示当前地类不发生转变。
1.2

技术路线
本文研究工作的重点可分为以下三部分：1）驱动因子选择与数据预处理；2）模型构建及检验，即

综合概率计算；3）迭代计算与预测。技术路线图如图 1 所示。

图1
Fig. 1

2

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2.1

研究区域概况

CART-CA 建模与研究技术路线图

CART-CA modeling and research technical roadmap

三峡库区是指三峡水利工程在设计的正常蓄水方案（175 m）下因淹没直接受影响的地区[23]，共涉
及湖北省的 4 个县和重庆市的 23 个县（区），跨越大巴山及鄂西山地，位于 E105°4′～111°39′、N28°31′～

31°44′之间，总面积约 7.9 万 km2，总人口约 3 000 万人。三峡库区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该区域的土
地利用、生态环境特征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有明显差异。当前我国土地利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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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被变化（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LUCC）的
研究区域大多侧重于经济发达或发展快速的城市拓展
地区，因此关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的三峡库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4]。研究区域
的区位图如图 2 所示。
2.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用地变化数据来自全球 30 米分辨

率

地

表

覆

盖

数

据

（

GlobeLand30

）

。
（http://www.globallandcover.com/home/background.aspx）

GlobeLand30 原始数据包括耕地、灌木地、林地、草
图2

地、水体、湿地、建设用地、冻土地带、裸地及永久
雪地 10 种类型。在本文的研究区域中，用地数据包括

Fig. 2

长江三峡库区位置示意图

Location map of the Yangtz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7 种地类，分别为耕地、林地、草地、灌木地、水体、
湿地、建设用地。对数据进行分辨率统一处理，用三峡库区矢量图裁剪获取到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用
地数据，地类分布图如图 3 所示。

图3
Fig. 3

2000 年（a）和 2010 年（b）长江三峡库区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land use types in Yangtz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2000 (a) and 2010 (b)

驱动因子数据选择高程、坡度、距河流距离（距主要河流距离、距其他河流距离）、距市场距离（距
区和乡镇中心距离）、距道路距离（距铁路距离、距一级道路距离、距二级道路距离、距其他道路距离）。
高 程 数 据 及 衍 生 的 坡 度 数 据 来 自 美 国 地 质 勘 探 局 （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 USGS ）
（https://hydrosheds.cr.usgs.gov/dataavail.php），分辨率为 90 m. 河流、道路和市场矢量数据来自自由街景
（http://www.vdstech.com/osm-data.aspx）。上述数据经过投影变换、坐标系变换、裁剪等处理，得到空间
数据集。
坡度采用 ArcGIS 中的坡度计算器计算，然后参考耕地坡度分级标准对研究区域进行坡度的重分类。
坡度分为≤2°、2°～6°、6°～15°、15°～25°、25°～35°、35°～45°、45°～60°、60°～90°共 8 个坡度等级
（上含下不含）。距离河流、道路和市场的距离采用 ArcGIS 的距离分析工具进行计算，生成相应的专题
地图。其中，距乡镇中心距离首先在 http://www.86ditu.com/map/500000.html 网站上查找三峡区域乡、镇、
街道中心经纬度坐标，形成 Excel 表格，接着通过添加 X、Y 数据，与 ArcGIS 关联，导出添加形成 SHP
点数据；最后借助欧氏距离分析工具生成相应的专题地图。三峡库区共涉及乡镇 604 个，其中街道 142 个，
乡 124 个，镇 338 个。各距离驱动因子采用自然断点法分成 10 类，各类驱动因子空间数据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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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长江三峡库区各驱动因子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each driving factor in the Yangtz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高程图；b—坡度图；c—距区中心距离图；d—距主要道路距离图；e—距其他河流距离图；f—距其他道路距离图；
g—距铁路距离图；h—距二级道路距离图；i—距乡镇中心距离图；j—距长江距离图；k—水体邻域图；l—建设用地邻域
图；m—湿地邻域图；n—灌木地邻域图；o—草地邻域图；p—林地邻域图；q—耕地邻域图
a-Elevation map; b-Slope map; b-Distance map from the county center; d-Distance map from main roads; e-Distance map from
other rivers; f-Distance map from other roads; g-Distance map from railway; h-Distance map from secondary road; i-Distance
map from township center; j-Distance from the Yangtze river; k-Water body neighborhood map; l-Construction land neighborhood
map; m-Wetland neighborhood map; n-Shrub forest land neighborhood map; o-Grassland neighborhood map; p-Forest land
neighborhood map; q-Cultivated land neighborhoo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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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1

模型实现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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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编程环境为 Python 3.6.0，土地适宜性评价部分的概率通过调用 sklearn.tree 库下的

DecisionTreeClassifier 包计算得到。实验数据集以三峡库区驱动因子数据为特征数据，以 2000 年至 2010 年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数据为标签数据；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数据集的 70%作为训练数据集，将所有
数据作为测试数据集。过程可简要概括为：1）导入数据并分层抽样得到训练数据集；2）使用

DecisionTreeClassifier()方法对训练数据进行拟合生成分类回归树（训练规则）；3）利用生成的分类回归
树对测试集进行训练，即导入测试集于步骤 2）中的拟合结果中，得到用地适宜性概率。这里将测试集
中各地类数据作为测试数据输入到生成的分类回归树模型中，得到地类转换的概率。
就某一栅格而言，用地分为几种类型，就有几种用地转换的可能性，即有几种转换概率。动态迭代
计算过程中，首先将各地类转换概率与模型中的其他概率作乘积运算，得到每个栅格 7 种地类的概率；
接着将概率最大的地类作为该栅格的地类。动态迭代完毕后，得到模拟结果。通过与 2010 年实际用地结
果的对比，得到混淆矩阵，计算出总体精度和总体 Kappa 指数分别为 88.21%和 80.14%（如表 1 所示）. 通
过对比研究，在同等情况下，DYNA-CLUE 和 Logistic-CA 模型的总体 Kappa 指数分别为 79.03%和 78.26%
（如表 2 所示）.
表1
Tab. 1

长江三峡库区 2010 年实际用地和模拟用地分布混淆矩阵

Confusion matrix of actual and simulated land use distributions in Yangtz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2010

地类

草地

耕地

草地

47 713

2 093

灌木地
67

林地

湿地

水体

建设用地

2 052

3

60

38

耕地

357

327 444

42

2 231

2

100

137

灌木地

223

630

21 915

1 832

0

14

4

林地

717

3463

306

353 161

0

21

16

湿地

0

10

0

0

588

48

3

水体

42

668

3

44

7

9 401

31

建设用地

6

324

1

6

0

29

5 299

总体精度/%

88.21

总体 Kappa 指数/%

80.14

注：混淆矩阵中数据单位为个（栅格），横、纵项分别表示模拟和实际的地类数量，研究区域共 781 151 个栅格，分辨率为 300 m

表2
Tab. 2
模型
CART-CA

Logistic-CA

DYNA-CLUE

不同分辨率下三种模型的模拟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ree models at different resolutions (%)
精度类型

分辨率/m
200

300

500

800

1 000

总体精度

87.89

88.21

85.76

82.46

81.21

总体 Kappa 指数

79.98

80.14

79.06

77.57

77.03

总体精度

83.46

84.17

82.76

80.34

79.24

总体 Kappa 指数

77.65

78.26

77.16

75.79

75.03

总体精度

85.02

85.89

83.37

81.68

79.31

总体 Kappa 指数

78.38

79.03

77.83

76.65

75.42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CART-CA 模型精度较高，可用于多用途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动态模拟。长江三
峡库区 2010 年实际用地分布图和模拟用地分布图如图 5 所示。

Vol.12

No.1

February 2019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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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库区 2010 年实际用地分布（a）与模拟用地分布（b）

Actual land use distribution (a) and simulated land use distribution (b) in Yangtz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2010

实验方案与结果分析
在上述 CART-CA 模型构建与验证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如下几种不同的实验方案：1）采用驱动

因子逐步删减法检验驱动因子选择对模拟精度的影响；2）设计不同分辨率的数据来检验用地动态模型的
尺度效应；3）设计多尺度、多分类方案，检验分类均衡性与模拟精度的关系以及分辨率与分类均衡性之
间的关系。
3.2.1

驱动因子选择与影响力测度

在用地变化动态模型的构建过程中，邻域因子起着重要的作用[25]。有研究表明，邻域窗口大小的选
择对模拟精度有一定的影响[26]。本研究设置不同的邻域窗口大小（3×3、5×5、7×7、9×9 和 11×11）进行
了 5 组实验，发现最优邻域窗口为 3×3.
在 对 分 类 回 归 树 进 行 训 练 后 ， 通 过 Scikit-learn 包 下 的

feature_importances_方法可得到该 CART 模型下驱动因子影响力
（重要性）的度量，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高程和坡度两个因
素对用地类型变化的影响最大，占所有因子影响力的 25.47%和

表3

不同驱动因子的影响力（重要性）
测度（%）

Tab. 3

Measurement of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
驱动因子

重要性

15.14%；其次是距其他河流和距乡镇中心距离，分别占到 10.10%

高程

25.47

和 9.55%；距长江、距区中心和距铁路距离等驱动因子也有一定

坡度

15.14

的影响。

距区中心距离

7.57

距一级道路距离

6.57

距二级道路距离

5.82

距三级道路距离

5.35

理线性相关的变量，而土地利用变化与驱动因子之间一般是非线

距铁路距离

6.43

性的关系，故利用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来测度驱动因子对土地

距长江距离

利用变化的影响力并不是最合适的方式。CART 模型属于自然的

距其他河流距离

10.10

距乡镇中心距离

9.55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与驱动因子之间的解释能力也可通过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得到，但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只能处

非线性模型，能够更好地用来分析评价驱动因子的影响力。

8.00

采用驱动因子逐步删减法（逐步减去影响小的驱动因子）计算模拟精度，可以看出，当驱动因子减
少到 5 个时，总体精度和总体 Kappa 指数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而驱动因子在 5 个以上及减少到 3 个
时，随着驱动因子数量的减少，总体精度和总体 Kappa 指数基本上保持不变（如表 4 所示）。比较而言，
选择前 5 个重要驱动因子进行模拟可达到既降低维度、减少计算量，又减少精度损失的效果。据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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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驱动因子的影响力测度结果对同类变量通过加权方式达到既保持模拟精度不变，又降低维度的
目的。在定量获取驱动因子影响力后，采用同类变量加权降维的方法与采用特尔菲法[27]降低维度相比，
方法更可靠，这也是 CART-CA 这类用地变化动态模型的建模优势所在。
表4
Tab. 4

Simulation results when the number of driving factors successively reduces (%)
驱动因子个数

精度类型

3.2.2

驱动因子个数依次减少时的模拟结果（%）

10

9

8

7

6

5

4

3

2

1

总体精度

88.21

88.18

总体 Kappa 指数

80.14

80.08

88.15

88.11

88.00

87.71

87.28

87.16

87.15

87.10

80.00

79.92

79.67

78.91

77.71

77.33

77.30

77.21

尺度效应分析

分别采用 200，300，500，800，1 000 m 5 种分辨率的用地数据进行 5 次模拟实验（如表 2 所示）。
以 CART-CA 模型为例，当分辨率由 200 m 降为 300 m 时，模拟精度小幅提高。随着尺度的继续降低，
模拟精度也较大幅度地降低；当分辨率由 800 m 降到 1 000 m 时，精度降低较缓慢。实验表明，模拟尺
度不同，模拟精度也会随之改变，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就本研究区域而言，用地变化的最佳模拟
尺度为 300 m. 尽管本文所选数据分辨率的尺度间距较大，但基本能够反映尺度变化与模拟结果之间的
关系。由表 2 可以看出，最佳模拟尺度出现在 300 m 附近，可在 200～500 m 之间采用小粒度尺度间距
进行模拟，以得出更加精确的最佳模拟尺度。
通过与不同尺度下的 DYNA-CLUE 和 Logistic-CA 模型的比较发现，其最佳模拟尺度也是 300 m（如
表 2 所示）. 因此，就某一区域而言，不是分辨率越低，模拟精度越高，而会存在一个最佳分辨率使得
模拟精度最高；远离这一分辨率，模拟精度会相应降低；且这一最佳分辨率不会因建模方法的不同而变
化。但由表 5 的结果来看，最佳模拟尺度随着分类方案的不同而变化，当依次分 7 类、5 类、3 类、2 类
时，最佳模拟尺度依次为 300，200，800，200 m，说明分类不均衡会引起最佳模拟尺度的变化。
表5
Tab. 5

不同用地分类、不同分辨率下的均衡度及模拟精度评价结果

Evaluation results of equilibrium degree and simulation accuracy under different land classifications and
different resolutions
总体 Kappa 指数/%

均衡度（用地结构信息熵）

分辨率/m

总体精度/%

7类

5类

3类

2类

7类

5类

3类

2类

7类

5类

3类

2类

1 000

0.574 6

0.654 1

0.663 0

0.069 7

77.03

74.49

74.29

90.26

81.21

80.64

80.24

95.28

800

0.572 9

0.652 5

0.661 5

0.068 2

76.71

75.17

75.83

90.92

82.46

81.27

81.48

95.83

500

0.572 1

0.651 2

0.662 1

0.067 9

79.06

76.51

75.06

91.46

85.76

81.95

81.17

962.4

300

0.411 2

0.650 9

0.661 9

0.067 5

80.14

76.96

75.39

92.19

88.21

82.26

81.52

96.79

200

0.432 7

0.650 2

0.661 6

0.067 1

79.98

77.57

75.72

92.86

87.89

82.79

81.87

97.27

注：加粗部分表示不同分类方案下的最佳模拟尺度

3.2.3

多尺度与多分类方案的对比

在机器学习中，数据倾斜（分类的均衡性）通常被认为是引起学习精度的重要原因[28]。下面引入土
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方法度量分类的不均衡性[29]，据此验证分类的均衡性对模拟精度的影响。
熵值可以反映系统的稳定性，熵值越小，系统有序度越高，稳定性越好。假设研究区域的总面积为 S，
该区域的地类共有 n 种，第 i 种地类的面积为 Si，其中 i=1,2,···,n，那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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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 =1

各地类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Pi 可以表示为

Pi =

Si
.
S

（ 7）

根据香农信息熵公式可以定义地类分布的信息熵为
n

H = −∑ ( Pi ln Pi ) ，

（ 8）

i =1

其中，H 为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Nat）。信息熵的值直接描述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均衡度，当各地类
面积相同时土地利用结构达到均衡态。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越低，反映出各类土地的均衡度越高，对
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更为有利。一般来说，均衡度更能描述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其表达式为
n

J = H /H max = −∑ ( Pi ln Pi ) / ln n ，

（ 9）

i =1

其中，J 为均衡度，即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与最大熵的比值。当 J=1，也就是各类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完
全相等时，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最大，土地利用结构处于最平衡的状态；当 J 接近于 0 时，表示土地利
用结构极不均衡。
采用用地结构信息熵表达分类的均衡性，对研究区域不同分辨率的用地类型数据进行信息熵计算，
结果如表 5 所示。
本文分别采用 200，300，500，800，1 000 m 分辨率对用地进行重分类，将地类分为 7 类、5 类、3 类、

2 类 4 种分类方案，检验分类均衡性与模拟精度的关系以及分辨率与分类均衡性之间的关系。7 类用地，
即草地、耕地、灌木地、林地、湿地、水体、建设用地；在 7 类用地的基础上，合并草地和灌木地为灌
草地，合并湿地和水体为湿水地，即灌草地、耕地、林地、湿水地、建设用地共 5 类用地；在 7 类用地
的基础上，合并耕地、湿地、水体为其他用地，合并林地、灌木地、草地为林灌草地，即林灌草地、建
设用地、其他用地共 3 类用地；在 7 类用地的基础上，合并草地、耕地、灌木地、林地、湿地、水体为
非建设用地，即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共 2 类用地。在 5 种分辨率下对 4 种分类方案进行模拟实验，模
拟精度评价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以发现，不同分辨率的总体 Kappa 指数都在 74%以上，同一分类体系中，随着分辨率的变
化，总体 Kappa 指数的波动幅度不大，最大为 3.43%. 但同一分辨情况下，随着分类的变化，总体 Kappa
指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最小波动幅度为 15.75%，最大波动幅度为 17.14%. 说明分类对精度产生的影响比
尺度效应产生的影响更明显。分辨率与分类不均产生的叠加导致模拟精度变化最大为 18.57%.
总体 Kappa 指数与均衡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即均衡度升高，总体 Kappa 指数降低；相应地，均
衡度降低，总体 Kappa 指数升高。当分 3 类时均衡度最高（300 m 分辨率的均衡度为 0.661 9），其次是
分为 5 类时；当分为 2 类时均衡度最低（300 m 分辨率均衡度为 0.067 5）。以 300 m 分辨率为例，分 5 类
与分 3 类时，均衡度相差 1.66%；分 7 类与分 3 类时，均衡度相差 37.88%；分 2 类与分 3 类时，均衡度
相差 89.80%. 与此相对应，当分为 3 类或 5 类时，总体 Kappa 指数最低；分为 2 类时，总体 Kappa 指数
最高。当分类数为 2 类时，均衡度极小，总体精度和总体 Kappa 指数极高。这时将所有用地类型分为建
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相对总数量而言，建设用地数量极少，均衡度也极小，表现出的分类效果极好。
总体上看，随着分辨率的降低，均衡度呈上升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规律并不针对所有分类情况，如

第12 卷 第1 期
2019 年 2 月

刘明皓等：基于 CART-CA 模型的用地变化多尺度模拟——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例

172

地类分类为 7 类、3 类时并不满足此规律）。
分类数量与均衡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均衡度高低取决于各地类面积间的差异。当分类数为

2 类时，均衡度极小；当分类数为 3 类时，均衡度最高；当分类数为 5 类和 7 类时，均衡度介于上述两
者之间。

4

结论
1）研究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例，构建了 CART-CA 用地变化动态模型。该模型由数据处理模块、综合

概率计算模块和动态迭代模块构成。该模型构建的基本思想是：在综合概率计算的基础上，就某栅格而
言，动态迭代模块采用概率最大优先转变为某地类原则进行用地转换，直到某地类数量得到满足。模拟
结果与基期年用地类型比较，总体 Kappa 指数达到 80.14%；同等情况下，DYNA-CLUE 和 Logistic-CA
模型的总体 Kappa 指数分别为 79.03%和 78.26%. 研究表明该模型的模拟精度较高，可用于多用途土地利
用格局变化的动态模拟。

2）采用特征重要性分析方法对驱动因子及用地变化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域 10 个驱动
因子中高程和坡度两个因素对用地类型变化的影响最大，占所有因子影响力的 25.47%和 15.14%；其次
是距其他河流和距乡镇中心距离，分别占到 10.10%和 9.55%. 在驱动因子重要性测度的基础上，可用驱
动因子逐步删减法进行关键因子筛选以达到既降维、又减少精度损失的效果。在定量获取驱动因子影响
力后，用同类变量加权降维的方法与采用特尔菲法降低维度相比，方法更可靠，这也是 CART-CA 这类
用地变化动态模型的建模优势所在。

3）分别采用不同模型和不同分辨率数据对研究区域用地动态变化进行模拟，发现无论何种模型，其
用地动态变化模型的尺度效应均明显。就某一区域而言，不是分辨率越低，模拟精度越高，而是存在一
最佳分辨率使得模拟精度最高；远离这一分辨率，模拟精度会相应降低；而且这一最佳分辨率不会因为
模型的变换而变化，但分类不均衡会引起最佳模拟尺度的变化。该规律的发现可为用地变化模型的基础
数据处理、模型的构建提供指导。

4）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方法被引入测度分类的不均衡性，发现分类均衡性对用地变化模型的模拟精
度有重要影响。分类不均衡引起模拟精度的变化比因尺度变化引起的变化要大。总体上看，分辨率、不
均衡性和模拟精度呈现如下关系：随着分辨率的降低，均衡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地类均衡度的升高，
模拟精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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