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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是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对区域水循环、大气循环、环境质量、气候变化及陆地生态系统 

生产力等具有重要影响，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衰减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建立于复杂性科学基础上的的智能体模型(ABM)成 

为土地利用动态模拟的重要方法。智能体模型能模拟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及决策模式，从而能将政府、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商、 

住户等社会群体及个人对土地利用产生的影响进行模拟，同时能对不同社会经济政策对土地动态影响进行模拟。智能体模型 

在元胞自动机基础上，加入了人为因素的智能体概念，从而能更好地模拟土地动态。在分析总结了智能体模型的相关概念和组 

织结构，并分析了其在土地利用动态、城市动态模拟及生态过程模拟等方面的应用与元胞自动机的关系，比较了常用的智能体 

模型的主要软件，最后概括了智能体模型优点、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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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is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for study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because it has great impacts on biodiversity，ecosystem processes，atmospheric circulation，environmental 

quality，climate change，etc．Simulation modeling has been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land use dynamics and，recently， 

agent—based models(ABMs)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this field．An ABM is composed of a set of agents 

interacting in a common environment．Agent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goal—directed，autonomy，social abilities， 

reactivity and pro-activities．They can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complete tasks autonomously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They exhibit goal—directed behavior，have their own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and are able 

to interact in order to reach an overall goa1．Agents perceive，produce，transform and manipulate objects i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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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ach autonomy cooperatively by sensing activity and modifying their environment．ABMs have an intuitive appeal for 

simulating complex human—involved processes．They are able to explicitly model individual decision make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and simulate complex human behavior and decision processes as they are affected by socioeconomic factors．In 

urban studies，ABMs have been integrated with human behavior and decisions with cellular automata architecture．In 

ecology，individual-based models(IBMs)were developed at the end of 1980s which are similar to ABMs in several ways． 

Now ABMs have been used in economics，sociology，psychology，finance，urban simulation，and other fields．Major 

platforms include SWARM，RePast，Ascape，and CORMAS．In this paper，we attempt to outline the basic concepts and 

general modeling framework of ABMs，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se models，and explore their future directions in 

simulating land use change，urban dynamics，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Key W ords：agent based model；land use dynamic；complex sciences；progress and prospects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1and use and coverage change，简称 LUCC)是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 

础 ]。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水循环、环境质量、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等具有重要影响，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 

衰减的最主要原因。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的不断增加，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城镇扩展、农业用地增加、森 

林被毁、围湖垦地等都急剧的改变了地球表层系统，从而影响了全球气候 J、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 

能_4j J，并导致了土地退化 j、自然灾害频繁等问题，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威胁。 

土地利用动态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过程和机理是极为复杂的。因此，模 

拟模型已经成为研究 LUCC的主要途径。在土地利用动态模型中，多数是社会经济过程模型。GIS的出现促 

进了空间模型的发展，空间显式(spatial explicit)模型能更好地模拟和预测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过程。 

元胞自动机 CA(cellular automata)和分形理论大量应用在土地利用动态过程中。随着复杂性理论的发 

展，建立于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ation)、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等方法在土地利用领域及 

生态学领域得到应用和尝试l 。在这些模型中，没有考虑人的行为和决策对土地利用动态的影响，而随着复 

杂性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建立于ABM(agent based mode1)成为模拟土地利用动态的重要方法。 

目前，ABM在农业经济、社会科学、决策科学、金融市场、旅游管理 、交通领域、资源管理、生态系 

统_1 、城市动态模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中，基于 agent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 computation 

economics，ACE)被提出，并成立了相关组织 。在社会学中，ABM被用来模拟社会现象，agent作为个体被 

认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或社会原子  ̈。 

ABM通过对人类行为及决策等复杂系统的模拟，将对复杂性问题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为解决复杂的环境 

问题、生态问题、决策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交通拥赌等提供新的方法。本文 目的是探讨 ABM在土地利 

用动态模拟方面的国际进展及发展动向。 

1 智能体模型(ABM)的概念及组织结构 

国内对 agent的翻译方法有几种，包括代理、主体、智能体等，认为智能体更能体现 agent的主要特性。 

ABM(agent—based mode1)可以翻译成智能体模型。在智能体模型中，多数情况下不是单个的智能体，而是多 

个智能体相互作用的系统，是多智能体模型(multi．agent system，简称 MAS)。 

虽然智能体被各门学科所应用，但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并且在不同学科中的定义有所不同。智能体最早 

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往往通过描述它的特性来对其进行定义，例如它具有 目标性、自主性、能动性、反应性、 

社会性等特征 ]。目标性是指智能体在复杂动态环境中需要完成一定的目标；自主性是指智能体在没有 

人类和其它智能体的作用下就可以运行，能够控制其自身状态；能动性指智能体能够与其它智能体或人类相 

互作用；反应性指智能体需要能感知环境并对环境的变化进行反馈，不仅对环境的变化产生反应(reactive)， 

而且能够产生目标导向的行为(proactive)。社会性是指 agent可以和其它 agents或人类相互作用。智能体生 

活在某些特定环境，具有对信息反馈和问题求解能力。 

http：／／www．ecologi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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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综合，将智能体定义为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并与环境环境相互作用的个体，具有很高的自主性和 

反应性。智能体模型由能自主决策的智能体、环境及定义智能体的规则所组成。 

智能体的作用既可以是智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 

可以是智能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智能体通过 

感知器(sensor)来感知环境，并对环境状态的改变 (事 

件)来作出响应(effector)，从而体现智能体的能动性 ’ 

(图 1)。它们通过交互作用和协调，可以形成一定的系 

统群体和组织结构，具有 自组织、涌现性(emergent)和 

非线性等特征。 

BDI(belief-desire—intension)是描述智能体的一个 

重要结构u (图2)。在BDI结构中，信念(beliefs)代 

表着智能体的信息状态，在此状态智能体的信念是可以 

改变的。动机(desire)代表着智能体将要执行的状态， 

如寻找更好的价格，同时智能体的目标是不能相互冲突 

的。执行(intention)是智能体选择要做，也就是智能体 

开始执行计划。在 ABM建模过程中，实际上是模拟人 

类的行为和决策过程，需要选择 目标，根据 自己的知识 

和信念做决策，并付诸行动。需要假设个体具有群体价 

值和规则，并随着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变化， 

个体具有特殊的作用和社会地位 ]。除信念、动机、愿 

望外，一些人工智能学者甚至提出将情绪作为智能体行 

为的一部分_2II 。 

在计算机软件工程 中，经历了从过程、面向对象 

(object-oriented)到面向目标的嬗变，agent是模拟人类 

智能行为与决策的重要方法。随着 ABM的发展，已经 

大量应用在社会经济学中，如通过模拟个体和群体的行 

为及决策来模拟股票市场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模拟 

感知器 

响应 

图 1 智能体与环境的作用[” 

Fig．1 The reciprocal impact of agent and environment[ 7 

图2 BDI的结构[ ] 

Fig．2 The structure of belief-desire．intension[191 

旅游者在选择景点的决策、模拟个体出行决策对交通拥堵等的影响。 

2 ABM在土地利用动态研究中的应用 

2．1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动态模拟 

对土地利用造成影响的不仅包括自然地理要素(地形、地貌、资源分布及土壤肥力等)，而且包括政府政 

策、决策、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等。随着 GIS技术，尤其是栅格数据结构的发展，使元胞自动机模型得到了广泛 

应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提供了模拟土地利用动态过程及城镇动态过程等空间过程的框架和方法 。元胞 

自动机模型定义元胞在 t+1时的状态是其在t时的状态、邻域和转换规则 T的函数 (式 1)。 

S“ =l厂(S ， ， ) (1) 

式中，．s” ，s 分别为土地利用在 t+1和 t时的状态， 为 t时邻域的状态， 为转换规则。 

在元胞 自动机模型中，需要定义模型结构、转换规则和模型参数，而在定义模型结构、转换规则及模型参 

数方面并没有一致意见。在模型中，主要考虑了元胞本身状态、与邻域关系、道路远近等，而没有考虑人类决 

策行为对土地利用动态的影响。 

智能体模型可以模拟复杂的人类行为及决策，描述不确定性的状态和行为，从而确定不同的行为模式及 

决策模式对土地利用动态的影响，从而优选最好的决策变量。土地利用动态过程是复杂而且难以定义的，所 

http：／／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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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在模拟城市空间规划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农民组织 图 Multi-actor空间规划概余l眭框架 
⋯  

和环境保护者的行为偏好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城市 。 ‘ 

发展应该集中在现有城市用地周围集中发展，尽可能接近主要道路系统，在娱乐场所一定的范围内，倾向于现 

在是农用地和草地；农民组织：尽可能远离现有农田和草地，接近现有大城市，保持现有小村庄规模；环境保 

护者：不要利用开敞空地建设，保留现有果园，接近现有城市用地 。 

Janssen研究了不同政策和制度对放牧者行为的影响，在模型中智能体分为两个层次：放牧人和管理者。 

放牧人主要管理自己的土地，而管理者将影响所有放牧者的行为。放牧者行为建立于有限理性、社会心理学 

等，决策规则由实验和模型来获取，同时需要实践的知识。在放牧者的行为可以分为追求经济利益优先和单 

纯想过放牧者生活，在管理者的决策中可以是环境保政策、稳定政策和市场政策 3种 引。在土地利用动态模 

拟中，需要将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政策相结合，宏观政策和微观决策相结合。 

在智能体作出决策时，Ligtenberg建立了偏好函数，每个智能体都作出对某种土地利用的偏好，同时个体 

的偏好受到其它个体偏好的影响。然后按照偏好函数对空间元胞将转换的偏好进行排序，从而确定土地利用 

元胞的转换类型 。Evans对智能体的活动如农业、放牧、植树及土地闲置建立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不仅包括 

经济利益，而且包括美学观赏价值等 。在每年，智能体根据过去的信息和期望，根据最大效用函数作出 

决定。 

在建立智能体模型时，智能体的行为既可能是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可以是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既可以是建立自然保护区，也可以是首先满足居民的住房需要。需要对过程进行描述、建立智能体行为的空 

间模型等。在建立土地利用动态模型中，利用智能体模型模拟人类的决策行为，利用元胞 自动机的方法求取 

每个元胞的土地利用转换规则，从而模拟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过程。 

2．2 城市动态模拟 

在城市 动态模 型方面，有 两类重 要方 法。其一是 统计 物理学模 型，包括 相关渗 透 (correlated 

percolation) 、绝缘体衰减(dielectric breakdown)和有限扩散集聚(diffusion—limited aggregation) 模型，这 

些模型利用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模式进行了研究，将城市生长过程看成为理想化的物理过程，模拟因素较少， 

不能更好地模拟城市动态的复杂性。 

其二是建立于元胞自动机的城市动态变化模拟模型，该类模型以单元空问为基础，利用邻近函数来计算 

每一单元在时间t的状态转换，需要定义模型的结构、转换规则和模型参数，从而模拟城市动态扩展过程，并 

利用已有的转换规则和参数预测城市未来的变化趋势 ，往往是针对某个城市扩展的模拟。由于元胞 自动 

机模型是“白下而上”的模型，能够对城市土地利用层次化、模块化分解，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模式。 

Batty利用城市土地结构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距离、方向、密度阈值、转换概率等建立城市动态演化模 

型 ；White和 Engelen利用人口经济和政策因素模拟了荷兰的城市土地利用特征 卫 ；Clark利用地形、 

道路、居民点数据对旧金山海湾地区城市发展进行了模拟并进行预测，控制参数随着环境而改变 。Wu利 

http：／／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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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元胞 自动机与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orecess，简称 AHP)模拟了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Li和 Yeh 

将主成分分析、A．-v神经网络、多准则判断等方法被用于城市动态变化模拟中_2 圳 。Ward利用随机约束 

性 cA模型对城市扩展进行分析 。在模型的校验方面，Clarke利用历史土地利用数据作为检验点对单元自 

动机模型发展了验证方法 ，Li和Yeh利用神经网络对验证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 

由于城市本身是复杂的系统，模型涉及因素较多，并且转换规则和参数在某个城市模拟较好，在其它城市 

可能适应性较差。城镇动态模型缺乏随机事件对城镇化过程影响的模拟，因而土地利用政策、市场机制等偶 

然性因素没有在城镇动态模拟中反映出来。元胞自动机模型提供了研究复杂 自适应系统的框架，可以模拟由 

大量简单元素组成的宏观的城市结构，具有简化的特征。但由于简化的限制导致其不能模拟真实世界的现 

象，也不能更好地处理社会和空间的细节 。同时，元胞 自动机模型对城市增长模式的过程、成因缺乏解 

释 引。几乎没有考虑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居民等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动态社会环境及相互 

作用 。 

智能体模型充分利用元胞自动机的理论框架，并将人类行为与决策引入空问模型中，从而能更好地模拟 

城市动态增长过程。SIMPOP是建立于知识的模拟长期居住模式的系统，规则和参数被引入智能体模型，每 

个居住单元是独立的，可以跟其它居住单元相互作用。模型模拟了从同质、农业和分散的村庄发展到多功能、 

竞争和层次性的城市居住地 。在建立智能体模型中，最重要的是模拟个体或群体的决策行为模式。 

Fernandez利用调查的方法模拟住户的决策模式，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住户选择搬到居住区的 

行为进行了模拟，通过调查可以看到住户选择行为的异质性和复杂性 。刘小平利用智能体模型模拟了城 

市中居民、房地产商、政府等多智能体之间，以及多智能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过程，模拟了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 。 

2．3 生态过程模拟 

基于个体的生态学模型在2O世纪 70年代后零星出现，到 1988年才逐渐成为生态模型的一种方法 。 

基于个体的模型(individua1．based models，简称 IBM)用来模拟不同生物数量的变化及与 自然因素之间的关 

系。出现基于个体的生态学模型的原因是因为个体特征在状态变量及经典种群生态学中没法体现出来 。 

虽然都是基于个体的生态学模型，智能体模型强调生物的自主性及与环境的关系。智能体模型更强调智 

能体及社会组织的决策过程，智能体并不一定是个体，而有可能是群体(如兽群、村落等)E50]。 

Bousquet利用智能体模型模拟了3种鱼类在 Niger河的生物多样性策略。在河流冲积平原上，不同季节 

不同生境下食物提供的数量不同，智能体(生物)通过不同的繁殖及移动行为(代表不同的调节机制)对环境 

变化作出反应_5 。同时，智能体模型被应用在模拟蚂蚁和迁徙鸟类的群体行为，模拟动物行为与动物社会的 

关系 引。在生态学中，主要用来模拟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在智能体做决策过程中，BDI结构(图2)是一种 

重要的思维框架。智能体选择目标，根据自己的信念做决策，并且付诸行动。智能体对其它智能体具有一定 

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来自于自己的经验，也可以是社会的声誉。 

随着智能体模型在生态学中的应用，可以更好地模拟生物的个体与群体行为，以及它们对自然环境的适 

应策略，从而能更好地理解行为生态学及系统生态学中的复杂问题。 

3 智能体模型应用中的主要软件及比较 

目前ABM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心理学、金融、城市动态模拟等方面。同时，许多机构开发了相关软 

件来模拟各种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 自然系统。目前主要主流开发平台有 SWARM，RePast，Ascape和 

CORMAS，都是用面向对象语言写的。这些软件主要功能是提供模型的基本框架和模型库，使用者可以在其 

基础上进行开发，一般需要使用者对 C、C+十或 Java语言具有一定的掌握。同时，这些软件包主要是面向过 

程开发，没有能更好地跟 GIS软件(如 ArcGIS、ArcView、Maplnfo等)相结合。 

所有开发平台都建立了很多的类库、几百个方法，因此开发平台的复杂性是推广应用的主要障碍。使用 

者必须读懂大量的编码，熟悉平台的类库。软件平台都是各 自开发，缺乏共同的基础，也是阻碍平台推广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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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但这些软件在不断改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软件的应用及开发过程中，软件将不断发展。 

SWARM是最早开发的ABM软件，由美国Santa Fe研究所开发。该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是私立非赢利 

机构，其目的是促进跨学科发展。研究对象包括复杂性物理学、进化系统、复杂系统的信息过程、人类行为动 

态及定量等。SWARM主要由 C开发，需要较强的编程技巧，目前主要由 SWARM集团维护(表 1) 】。 

SWARM具有一些 Java简单的类，从而使用 Java的编程者能调用 C的类库。SWARM提出了完整的包括收 

集、行动、观察者等概念框架 。主要包括标准对象设计、创造路线、分析工具及支持层次和并行过程的核 

心。SWARM是最强也是得到广泛应用的软件包，具有广泛的通用性，而不是集中在某个领域。适合于存在 

大量 agent的系统，可以广泛用于化学、生态、经济、社会学等各种领域。 

RePast由芝加哥大学在 SWARM基础上开发的，主要是用 Java写成，主要应用于社会学领域 。RePast 

在支持网络模型方面功能较强，其目的在于建立能相互定义、复合的自我包括的agents模型，具有事件驱动的 

功能。 

Ascape是由Washington D．C．Brooking Institute开发的软件平台，也是由Java开发的，其界面更容易理 

解，更容易利用，但不是事件驱动的。主要也是应用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在模型中有20多个演示程序。Agent 

存在于scapes中，软件本身是agents的集成。Scapes提供了agent交互作用的线索和指导agent行为的规则， 

并提供了控制和修改参数的机制。 

CORMAS(common．pool resources multi—agent system)是做多元 agent系统的编程环境，是在法国Montpellier 

开发的，它提供了协调模型开发的框架。是由Smalhalk进行开发的，它提供了与 Maplnfo的接口，主要用于经 

济和生态模拟和资源管理中，在软件平台中提供了大量模型。 

表1 智能体模型(ABM)主要软件比较[54] 

Table 1 The major software packages of agent．based model F ] 

4 智能体模型在土地利用动态模拟的发展动向及存在的问题 

土地利用动态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变化的重要因素 。人类对地球表层的改变导致了地表能量和水循环 

的变化，并引起气候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生境的退化，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功能 

的变化 引。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受到自然及社会经济过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综合社会学、经济学和生态学 

等多学科的成果。智能体模型能模拟人类复杂的行为及决策模式，可以更好地模拟复杂的土地利用决策问 

题，从而能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拟提供新的方法。 

智能体模型在土地利用等领域得到重视和应用，主要是由于其具有如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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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体模型能模拟个体或群体决策行为，同时考虑其相互作用，并将微观决策和宏观现象相结 

合 5 。其取代了传统的概率或微分方程，并通过个体或群体对环境具有一定的反馈行为。印J。土地利用及其 

动态在其形态及结构方面都具有异质性，造成其动态变化的驱动机制也具有异质性。现有方法主要是进行均 

一 化从而忽视了驱动机制的差异。由于均一化的影响从而不能更好地预测土地利用的未来情境。尽管智能 

体是建立在个体和群体决策基础上的，但在建立模型中，往往将复杂的个体简化为同质的类，从而简化了个体 

复杂的行为和过程。如果按照真实世界模拟个体，将会大量增加迭代的次数。因此，在土地利用模拟过程中 

用组织或团体的决策比用个体的智能体更符合现实 。 

(2)智能体模型将社会过程及经济因素同土地利用动态结合起来，能模拟人类复杂的行为和决策模式， 

并弥补了元胞自动机模型的不足，从而为解决复杂的土地利用模型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体模型涉及复杂系 

统的许多元素、行为者(决策者)及驱动因子，这些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具有层次异质性的复 

杂系统 。在系统中，某些单个元素是不可预测的，整体作用的结果与个体因子简单聚合的结果是不同的， 

也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而具有”突现性(emergent)”[68l。但智能体模型仍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随着计 

算机技术及人工智能等科学的发展，智能体模型会不断的提高模拟模拟土地利用动态过程的水平。 

(3)在土地利用模拟中，必须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尺度问题。尺度问题在地理学、生态学领域中成为重要 

的问题_63 J，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讨论相对较少 J。在土地利用动态模拟中，需要将土地利用的空间尺度 

和时间尺度与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相结结合。智能体模型能提供解决社会经济因素与土地利用动态空间数 

据的平台，从而有利于解决复杂的土地利用动态模拟问题。 

目前，智能体模型成为研究土地利用动态等科学问题的热点之一，在理论和和实践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 

模型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智能体模型提供了建立模型的框架和结构，由于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很难 

有统一的模式。智能体模型能描述复杂的数学关系，输出的结果可随着初始状态和参数的变化而变化 。。，具 

有较强的灵活性。但模型的灵活性增加了模型的不确定性，为模型的验证和移值带来了困难。智能体模型力 

图模拟个体及群体行为及决策模式，但个体决策行为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复杂性科学本身研究仍然处在发展 

中，仍有许多未知领域需去研究探索。同时，如何选择决策行为模型也是模拟个体行为的重要的内容 。在 

决策支持方面，智能体模型更多地作为科学研究去探索内部知识，而不是作为实际的决策支持系统 。很多 

模型对未来土地利用情境进行了预测，而实际上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当然，这并不能否认用预测不同决策 

模式下未来情境作为参考还是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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