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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可达性评价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方法。将ＣＣＭ应用于北京市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评价的结果表明．这一方法具有一定的实
的关系。以地面公交线网为对象。在已知城市人ｒ１分布的条件下．考虑公交线路重复数的影
将需要疏散的人１２１与由此产生的对道路容量的需求相结合．通过对道路网进行全局优化．确
Ｍｏｄｅｌ．ＣＣＭ）
吸引力的有效途径之一。用于区域疏散风险评价的临界簇模型（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摘要：发展公共交通对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意义重大．提高地面公交可达性是增强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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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法、重力度量法、累积机会法等睁¨】。我国对于交通可达性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可
究∞．并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不断改进可达性的度量方法。提出了距离度量法、拓扑
达性与城市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之后．许多学者对可达性本身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研
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小【１１．并利用莺力模型研究了可
位以及空间研究的关注，产生了对交通成本进行测算的需要。Ｈａｎｓｅｎ首次提出了可达性
对可达性的研究源自古典的区位理论．随着近代城市规划和交通地理领域学者对区
提高其可达性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面公交的作用，需要从多方面人手。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通过合理规划公交线网来
成覆盖范围广的网络体系的特点，使其在城市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更好地发挥地
汽车系统。相对于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具有线路设置和调整方面的灵活性、以及容易形
的目的。公共交通中既包括大容量、定时性好的轨道交通工具。也包括常规的地面公共
力落实“公交优先”政策．通过发挥公共交通的作用．达到抑制日益增多的小汽车交通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Ｄ）发展模式．更需要在具体实践中着
共交通导向型”（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题之一。为此。不仅需要从城市规划的宏观角度．高度关注交通与土地利用整合的“公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的加快．交通问题成为网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
６９３．７００页
用性。鉴于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的重要意义和ＣＣＭ的可扩展性．今后需要在现有Ｔ作基础
响，对ＣＣＭ加以改进．提出通过计算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来评价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的
定具有较高疏散困赡度的区域。基于道路容量需求与可达性所表征的交通便捷程度意义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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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节点Ａ时。因为存在通向Ｂ和Ｃ的两条疏散出口．此时的
重为ｌ、临界簇的搜寻上界为５个节点的假设条件下。当只考虑
以图ｌ为例来说明临界簇的确定方法。在各节点的人口权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围内ＢＬＤ值达到最大时．其对应的簇即为这个锚节点的临界簇
ＢＬＤ时。就形成锚节点的簇（Ｃｌｕｓｔｅｒ）：当在～个簇搜寻的阈值范
Ｎｏｄｅ）：依次加入与锚节点邻接的各节点．并计算相应的
（Ａｎｃｈｏｒ
件。在求算各节点的规Ｄ时．最初的起始节点叫做锚节点
ＢＬＤ值来确定其临界簇．即各节点的最极端、最困难的疏散条
的人口数．ＣＣＭ的核心就是通过求算并比较道路网中各节点的
口．节点间的连线表示道路区间路段．节点的权重代表所属区域
在将区域的道路网抽象成图论中的网络结构后．节点表示路
风险评价模型应用中难以解决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问题。
引入城市道路网的空间属性以及对应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般疏散
高，表示该区域的人口疏散越困难．疏散风险越大。由于在ＣＣＭ问题求解过程中。只需
式中：Ｐ表示特定区域的总人口数。Ｃ表示该区域通向外部的道路出口总数。ＢＬＤ值越
（１）
毗Ｄ
Ｄｅｍａｎｄ，ＢＬＤ）来表征，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需求（Ｂｕｌｋ
及布置紧急响应交通工具的难度．用紧急情况下由需要疏散的人口数所决定的道路容量
度上【１７．１８】。其疏散风险指的是特定区域在疏散过程中发生交通拥堵和事故的潜在风险．以
而Ｔｈｏｍａｓ和Ｒｉｃｈａｒｄ提出的ＣＣＭ．则将重点放在估算研究区每个单独节点的疏散风险程
在疏散风险评价领域。先期的模型一般集中在特定地区风险疏散时间的估算方面。
２临界簇模型
达到评价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的目的。
提出一种改进ＣＣＭ的新方法。通过建立每个公交站点对应于所需要运输人口的临界簇．
考虑，本文借鉴ＣＣＭ的基本思路，在已知地面公交线网分布和城市人口分布的条件下．
的容易程度．基于它与ＣＣＭ刻画的交通闲难程度意义相反。可以间接地由后者来反映的
而公共交通网络的可达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特定区域的人口利用地面公交到达其他区域
的临界簇．然后在局部寻优的基础上进行全局优化。确定具有较高交通困难度的区域。
进行图结构分析，并综合区域人口统计数据作为图节点的权重．针对每个节点建立局部
化模型【１７，埽】，它将需要疏散的人口与由此产生的对道路容量的需求相结合．通过对道路网
Ｍｏｄｅｌ．ＣＣＭ）是一个应用于区域疏散风险评价的空间优
临界簇模型（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路、铁路、航空网络的可达性为对象，对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可达性的研究涉及较少。
离）或者其在所有节点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来反映可达性。而且．既有的研究更多是以公
价方法的探讨比较缺乏，大多是根据网络中某一节点到达其他节点的总费用（时间、距
扩展和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１６１。相对而言，国内针对可达性评价指标、评
线系统、以及江苏省高等级公路网对可达性的影响∽’习；金凤君等对我国２０世纪铁路网
变及可达性变化进行了研究【Ｂ】；李思明等、徐昀等研究了我国正在修建的国家高速公路干
了可达性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１２１：曹小曙、阎小培对珠江三角洲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演
大道院士指出提高交通可达性是区域发展的前提条件。并且以联邦德国为例．详尽分析
达性对区域宏观发展的作用、特定区域的交通网络可达性变化及其影响等方面，如：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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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结果最大。则认为此时的疏散风险最大．
的ＢＬＤ值。如图２所示，由于Ｂ￡矾肋的二
计算得到包含图１中所有节点的簇所对应。
条疏散出口，而人口数增加为２，按照式（３）计算得出ＢＬＤ的结果为ｌ；以此类推，可以
ＢＬＤ按照式（２）计算的结果为０．５；当进一步增加Ｂ节点后，依然存在通向Ｃ和Ｄ的两
６９５
陈翔等：临界簇模型及其在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评价中的应用
ｐ１６期
节点Ａ的临界簇。
３Ｃ
。
０Ｂ
（２）。：
ｏ．５
５麓
个公共交通线网的精确分配阎。
（２）分区：根据泰森多边形的面积内插法．生成各站点所属的泰森多边形，完成对整
（１）配准：将原始人口密度分布图和公共交通线网图进行配准，完成数据的预处理。
作为网络节点的各公交站点。
点分布的尺度不一致。需要按照图３的流程．在ＧＩＳ的支持下将人１２１数据进一步分配到
根据统计数据可以把握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但是由于人１２１空间分布与公交站
３．２人口统计数据的空间分配
可以建立起表示站点间拓扑关系的邻接矩阵。
表一条线路的两个端点。通过全局搜寻站点数据。比较线路端点与站点的空间对应关系。
象库中的一个类。多义线可以返回起始点（ＦｒｏｍＰｏｉｎｔ）和终止点（ＴｏＰｏｉｎｔ）两项属性．代
公共交通线网的拓扑关系建立主要利用ＶＢＡ语言编程来实现。作为ＡｒｃＧＩＳ几何对
簇搜寻来得到特定站点的临界簇等过程奠定基础。
义线图层（ＰｏｌｙＬｉｎｅ）。建立这两个图层之间的拓扑关系。将为后续依次加入相邻节点进行
公共交通线网数据包含两个图层：公共交通站点的离散点图层（Ｐｏｉｎｔ）和公共交通线路多
连通。因此。在建立数据拓扑关系之前。需要保证公共交通线网数据的连续性。
ＣＣＭ对数据的要求是道路存在连续性．即：道路网中任意两点问必有至少一条路径
３．Ｉ公共交通线网数据的拓扑关系建立
达性计算模块实现对属性数据的采集、修改和运算等工作。
数据的拓扑关系建立、人口统计数据的空间分配、公交线路重复数的计算、以及综合可
通过运行Ａｒｃｌｎｆｏ的相关模块并且编译ＶＢＡ语言进行二次开发．可以完成公共交通线网
９．１。在应用ＣＣＭ评价公共交通线网可达性时．
的ＧＩＳ平台为ＥＳＲＩ公司出品的Ａｒｃｌｎｆｏ
网可达性研究中空间信息的表达和处理提供了定位清晰且操作方便的工具。本研究采用
对空间数据进行有效的数据管理，并研究各种空间实体及其相互关系［２１１．它为公共交通线
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可以按照地理坐标或空间位置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间布局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影响。
也存在显著差异㈣．本文主要从地方可达性的角度．侧重研究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人口空
通便利程度。由于对便利的理解因人而异．每个单独个体对于出行方向和范围的可能性
客为达到自身的出行目的．在可达范围内从出发地通过一定的交通方式到达目的地的交
按照研究对象。可达性可以分为个体可达性和地方可达性ｆ１９Ｊ。个体可达性着眼于乘
ｎｏｄｃ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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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ｉｇ．２
图２包含不同节点的簇及其对应的道路容量需求
ＣＭ在可达性评价中的应用
内的节点数
含Ａ、Ｂ、Ｃ、Ｄ这４个节点的簇即为锚“：
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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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共交通线网图．在给定临界簇的搜寻上限为Ｓ个站点的条件下．可以采用图４
下行线，只计一次）。
于矿。区域边界的道路数，厶表示ｋ区域边界的道路ｊ的公交线路重复数（同一线路的上
式中：Ｎ∈Ｖ。，Ｖ。∈Ｖ，ｒｉｇ∈【ｌ，｜ｓ】，只表示分布在第ｉ个站点的人口数，Ｃ。表示对应
ｊ＝１
∑厶
ＢＬＤＮ＝Ｍａｘ
∑只
的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
盖区域边界的公交线路数的比值达到最大。据此，将式（１）的道路容量需求转变成式（４）
的站点子集ｙ。（即：包含ｌ＇ｎ个站点的临界簇），使得ｎ中所对应的总人口数与经过ｙ。覆
容量需求ＢＬＤⅣ，就是要在站点的影响范围Ｓ（即：簇搜寻上限）内寻找一个以Ⅳ点为中心
设公共交通线网中所有站点组成的集合为ｙ．计算其中任一站点Ｎ的公共交通线路
交线路系复数的影响．对ＣＣＭ加以改进。
大．该路段利用公交的便利程度越高，表示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越好。因此。需要考虑公
由于公共交通线网中的每一条路段都有≥１条公交线路通过．可以认为线路重复数越
线路容量需求。
需要考虑公共交通线路的设置是否能够满足区域人口对公共交通的需求．计算公共交通
散的人口数所产生的道路容量需求。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可达性评价时。
如前所述．ＣＣＭ关注的是区域内的道路条件对人员疏散的影响。计算的是由需要疏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ｓｕｇ
ｏｆ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ｆ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Ｔｈｅ
Ｆｉｇ．３
图３人口统计数据的空间分配流程
３．３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的计算
两者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可以作为站点的一个属性．形成
据的分区统计。各分区的人口数
（Ｓｕｍ）的分类方法．完成人口数
计值的栅格数据层．通过求和
统计图层、人口密度分布图为统
为基础生成的泰森多边形分区为
分区统计命令，选择以公交站点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模块中的
分析（Ｓｐａｔｉａｌ
９．１的空间
区图．应用ＡｒｃＩｎｆｏ
口密度分布图和公共交通站点分
（３）统计：叠加配准好的人
６４卷
地理学报
Ｈ）如果簇中包含的站点数超过了搜寻上限，则返回上一个站点。
Ⅳ．。，
包含Ｎ。、虻和斌的簇的ＢＬＤⅣ｜。继续将ＢＬＤⅣ＇和ＢＬＤＮ相比较，用较大的数值替代
（３）如果Ｍ存在邻接且无搜寻记录的站点，则将其中一个站点腻纳入簇中。并计算
ＢＬＤ
Ⅳ．。，
通线路容量需求ＢＬＤＭ。将ＢＬＤＭ和ＢＬＤＮ相比较，保留较大的值替代原来Ⅳ。的
示与Ⅳｌ通过ｉ一１条边连接的第ｋ个站点），并根据式（４）计算包含Ⅳ，和腻的簇的公共交
（２）如果Ⅳ。存在邻接且没有搜寻记录的站点，则将其中一个站点脯纳入簇中（Ⅳ：表
（１）以站点Ｊ７、ｒ。为锚节点，根据式（４）计算ＢＬＤ帅
所示的递归方法。计算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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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３．４公共交通线网可达性评价
（５）
ＢＬＤＡ
网的ＢＬＤ空间分布。
后。可以通过式（５）把路段两端公交站点的ＢＬＤ值加载到路段上，形成整个公共交通线
应用改进的ＣＣＭ．在对公共交通线网中的所有站点计算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之
即为Ⅳ１点的最终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
（６）如果返回站点Ⅳ１时仍不存在邻接且无搜寻记录的站点，则计算结束，此时ＢＬＤ。．
并清除该站点的搜寻记录。
（５）对于某个站点。如果不存在与其邻接且无搜寻记录的站点。则返回上一个站点，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ｌｋ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ｌ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ｇ．４
图４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计算模块的逻辑结构
●…●●
（ｓ表示簇的上限）
……至Ｎ３
６９７
陈翔等：临界簇模型及其在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评价中的应用
６期
市主城区各街道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源．通过综合北京市城区建筑物密度分布
特定区域的总人口数（实际人口）及其空间分布是ＣＣＭ的重要参数。以２００４年北京
值，得到北京市地面公交线网络图。
都公交网（ＷＷＷ．ｂｊｂｕｓ．ｏｒｇ）提供的公交线路图。完成对全部公交线路和站点相关属性的赋
公交线路和区域界线；其次，在ＧＩＳ的支持下。根据北京公交网（ｗｗｗ．ｂｊｂｕｓ．ｃｏｒｎ）和首
首先，以公开发行的《北京城区图》为底图，通过扫描数字化。提取城区范围内的
以北京市的公交线网为对象，尝试应用ＣＣＭ对其可达性进行评价。
进展．地面公交线路也得以不断增加、调整和优化，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交线网。本文
通的方针政策．适应城区范围不断扩展的现实需要，不仅轨道交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
北京市的公共交通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尤其是近些年来，为贯彻大力发展公共交
４应用实例
以完成对公共交通线网可达性的评价。
段．则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越好。针对上文得到的公共交通线网ＢＬＤ空间分布的差异，可
用公交的便利程度越差．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越弱：而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值越低的路
交通线路容量需求值越高的路段。其公交线路运输能力越不能满足利用者的需要。即利
交通便捷程度的含义是相反的。因此。利用ＢＬＤ与可达性的这一关系。可以认为，公共
根据ＣＣＭ计算得出的ＢＬＤ是一个反映交通困难程度的指标．它与可达性所表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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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古城北路一西街北口
网可达性评价中是有实用性的。
和重复系数．可以证实应用ＣＣＭ的可达性评价结果是符合实际的。ＣＣＭ在公共交通线
四城区的可达性相对好于外围四城区的特征。进一步对比各城区相应的公交线路网密度
结果．揭示出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可达性比较好。但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中心
出了北京市及其城八区的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的平均值．以及可达性较差路段的统计
深入分析可以知道［２４１．这一结果是与这些区域的公共交通线路的现实状况吻合的。表ｌ给
图５中圈定的１３个区域为ＢＬＤ值大于４００、可达性差的相对集中区域。通过另文的
可达性越差：而线段越细的线路表示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越小，其可达性越好。
性的专题图。如图５所示．线段越粗的线路表示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越大，相应地其
其分为５个等级．并利用ＡｒｃＩｎｆｏ完善的地图表达功能，生成能够反映公共交通线网可达
作为簇搜寻的上限。在进一步得到整个公交线网的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分布之后．将
计算过程中．考虑到北京市公共交通线网比较庞大、节点比较多的特点。选择１０个节点
以上述数据为基础。计算了北京市公共交通线网中各站点的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
来一定的结果误差。但不失为一种现实的估计方法。
本文采用建筑物密度分布图作为人口空间配分的权重进行了空间内插。该处理可能会带
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２３１。考虑到人口密度与建筑物密度的宏观关联性．
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推定．目前仍是地理学中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尤其在城市区域。
略处理虽然可能使结果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本文所建模型的实用性。关于
了户籍人口与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而不包含短期流动人口。对短期流动人口数据的忽
度空间分布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街道人口普查数据是最为详细的。但其仅包含
图（通过同期ＴＭ遥感影像进行混合像元分解得到）对其进行空间化处理。来获取人口密
６４卷
地理学报
ｃ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ｉｇ．５
图５北京市公共交通线网可达性评价图
１３）厚俸村－ｄ，武基
１２）四惠一东石门
９）天桥商场一友谊医院１０）宋家庄一铜厂”）西坝河一七圣庙
７）明光桥东一文慧园路８）广安门南站一马连道南口
６）木樨地西一羊坊店南口
５）空军指挥学院一蓝靛广
４）刘庄子一丰台西站
３）抗战雕塑园一永和庄
２）晋元庄一金源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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