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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应急疏散智能体模型模拟的城市避难所空间配置
——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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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应急避难所的空间配置一直是灾害防治和城市安全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以
城市居民尽快地，尽少拥挤地到达满足容纳需求的应急避难所为目标，整合遥感影像数据、高
精度人口分布数据、交通路网数据和专家知识等数据，综合运用智能体模型和多准则决策方
法，对城市避难所空间配置开展研究。本文设计了三类与应急疏散相关的智能体：政府智能
体、避难所智能体和居民智能体，来实现应急疏散的模拟，并根据模拟结果支持应急避难所的
空间选址和配置。选址方法上运用了多准则决策方法和权重敏感性分析，在选址高适宜区域
内选定避难所的新建方案。以新的避难所空间布局和配置为条件，执行新一轮的应急疏散模
拟过程，实现选址的循环优化，从而获得最终的避难所空间配置方案。本文以上海市静安区的
应急避难所空间配置分析为案例，生成了该区域应急避难所的详细空间配置方案，该方案能帮
助居民在尽少拥挤风险下尽快疏散到附近的避难所。本文提出的方法充实了中国城市避难所
选址的相关理论与可操作性的技术基础，为其他地区开展避难所的配置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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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1]。为了防止
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损失，在城市范围内建立应急避难所，提供及时的公共安全
保障显得尤为重要[2-3]。在各类科技减灾工作中，规划与建设城市避难所是降低城市灾害
风险的一项有效方法，是保障城市居民人身与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科学合理地规划和
建设城市避难所对城市防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4]。城市避难所如同城市中的诺亚方舟，
在突发灾害事件时，能够让受灾居民尽快疏散至其中，并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物资。在
当前城市急剧扩张，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形下，建立和完善城市应急避难体系、提高
抵御灾害和应急救援的能力是目前城市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城市应急避难所的空间配置是一类专题化的空间优化选址问题。对于空间优化选
址，国内外研究人员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比如经典的覆盖问题 [5]、中心问题 （PCenter） [6]和中位问题 （P-Median） [7]以及发展和演化后出现的分层选址问题[8]、竞争选址
问题[9]、渐进覆盖问题[10]和多目标选址问题[11]等。另外，学界对于空间抽样[12]和空间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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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3]方面的研究，比如抽样点的选取和空间子区域的划分，为空间优化选址提供了很好
的参考与借鉴。但是在避难所及防灾减灾设施的空间配置研究领域，大多数的研究还采
用较为传统的方法，比如层次分析法 [14-15]、加权线性回归法 [16]、基于 GIS 的网络分析方
法 [17]、TOPSIS 方法[18]、灰色评价法[19]等。也有部分学者意识到避难所选址的复杂性，尝
试运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提高模型方法求解的计算效率。比如，Cha 等[20]针对多地震带大
型民用建筑控制与传感设备选址问题，考虑控制与传感设备总数最小化及建筑物动态反
应最小化等目标，建立了多目标优化模型，并设计了多目标遗传算法进行求解；Hu 等[4]
利用离散 PSO 方法来解决地震应急避难所的空间配置问题，为了提高搜索能力，还利用
了模拟退火算法来防止选址结果陷入局部最优。
上述的研究已经在避难所的规划建设上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城市避难所的空间
配置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设施选址，在地震、洪灾、海啸等灾害或其他大型突发事件发生
时，城市避难所是应急疏散的目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组织有效的疏散方式和手段将尽
可能多的人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离至就近的安全地点对于保障城市居民的生命安
全是至关重要的[21]。由此可见，在城市避难所空间配置时，将周边居民应急疏散至避难
所过程中的安全性、高效性等考虑进来，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
于灾害种类的多样性，居民的避难行为的复杂性等因素，在避难所空间配置时，相比一
般的城市设施配置需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比如避难所的人口容量、出入条件、避难居
民的人数和年龄结构、居民疏散到避难所所需时间、疏散过程中是否会有拥挤情况等。
在应急疏散研究领域，很多研究人员尝试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的方法来为大规模紧
急疏散研究提供实验和分析平台[22-23]，并加入了各类灾害或应急事件的情景模拟，比如对
地震灾害应急疏散过程模拟[24]，以及对暴雨洪涝情景下人员疏散至避难所的困难程度评
估[25]等。在各类计算机仿真模拟模型中，智能体 （Agent） 具有很广泛的应用。目前，较
为成功的基于智能体疏散模型有社会力模型[26]、Murakami 的 Free Walk 和 Flat Walk 模型[27]、
以及 Keßel 等的微观仿真模型[28]等。另外，GIS 研究人员尝试用空间数据存储和可视化方
法来表达应急疏散和避难过程，使得后期的空间分析更为便利和高效[29-30]。但是，学界尚
缺乏将应急疏散和避难所选址结合起来的研究。城市是大量人员聚居，人类财富集聚的
区域，避难所的选址配置必然要满足及时、有效的人员疏散和一定规模的人员容纳要
求，从而提升城市安全保障和应急响应的能力，保障社会和民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因
此，将“灾害预警/灾害发生→人员疏散→避难所避难”这一过程整体考虑，综合建模来
实现城市避难所的选址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必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应急疏散模拟应用到避难所的配置评价和选址工作中，以智能体技术实现应
急疏散过程的模拟，建立城市避难所空间配置方法，并以模拟结果结合各类空间评价指
标，作为避难所空间配置的决策因素，实现避难所空间布局的演绎生成和检验。研究中
还以上海市静安区应急避难所空间配置分析为案例，为当地的避难所规划与配备提供参
考方案。通过本文，将丰富城市避难所配置的相关理论与可操作性的技术基础，并为中
国其他地区开展避难所的配置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2 研究方法
本文实现的方法框架如图 1 所示。以该框架为基础，通过 GIS 开发生成工具软件，
包括空间数据获取与处理、应急疏散智能体模型模拟、模拟过程分析和结果评估、决策
支持与选址优化 4 个模块。该框架包含的主要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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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the method

2.1 空间数据获取与处理
为了执行应急疏散模拟和避难所空间配置决策，需要准备 3 类空间数据：道路网络
图层、备选避难所图层和人口分布图层。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只能获得以人口统计单元为
精度的人口分布数据。为获得更高精度的、能够支持人员应急疏散模拟的人口分布数
据，本文中尝试估算每栋住宅建筑中的人口数量。根据已有研究，尽管影响精细尺度居
住人口分布的因子很多，但建筑物的容量是精细估算人口分布的最重要的评价因素 [31]。
因此利用遥感图像和实地调查获取住宅建筑图层，图层中需要包含建筑楼层信息，另外
需要研究区的人口普查资料和与人口普查统计单元相对应的行政区划图[32]。假设在某个
人口统计单元 （比如某个居委） 内，共有 N 个住宅建筑。那么，其中第 n 个住宅建筑中
的居民数可以通过公式 （1） 和公式 （2） 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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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B(n) =∑P B(n,a)

（1）

N R(m) =∑(V B(m,t) × TI)

（3）

A

a=1

æ N
ö
P B(n,a) = P S(a) × S B(n) × F B(n) / ç∑S B(i) × F B(i) ÷
（2）
è i=1
ø
式中：PB(n)是该人口统计单元内的第 n 个住宅建筑的人口数；PB(n,a)是第 n 个住宅建筑中第 a
个年龄段的人口数；A 是划分年龄段的数量；PS(a)是在该人口统计单元内，第 a 个年龄段
的人口数；SB(i)是第 i 个住宅建筑的占地面积；FB(i)是第 i 个住宅建筑的楼层数。相比传统
的人口统计数据，利用公式 （1） 和公式 （2），可以更加精细的估算研究区内住宅建筑中
的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为下一步执行合理的应急疏散过程提供准备。
2.2 应急疏散智能体模型模拟
要实现应急疏散的模拟过程，首先要依据智能体理论，将与应急疏散过程相关的不
同主体抽象为不同类型的智能体。本文中设计了三种类型的应急疏散智能体：政府智能
体、避难所智能体和居民智能体。
2.2.1 政府智能体 政府智能体不具有空间属性，但是具备一系列非空间性的属性和行
为，对避难所智能体和居民智能体形成约束。其在城市疏散和避难所管理的法规设立上
起到重要作用。政府智能体能够约束避难所的服务范围，即指定哪些居民将去往哪个避
难所进行疏散避难。它还能对居民组织防灾避灾演练，在灾害发生时帮助和组织居民有
序的离开住宅去往就近避难所。疏散过程结束后，政府智能体能够对疏散过程进行统
计，形成的统计结果用来支持进一步的分析等。
2.2.2 避难所智能体 避难所智能体的第一项工作是在空间数据模块提供的备选避难所图
层中选取备选避难所，如图 1 研究方法框架所示，比如在地震、大型火灾等灾害情景
下，智能体将选择公园、大型绿地和广场作为安置居民的场所；对于洪灾情景下，学
校、图书馆、文化中心等场所将被选为备选避难所；突发小规模紧急事件，将选择事件
发生周边的绿地或空地作为避难所等。避难所智能体的第二项任务是基于道路网络和政
府智能体规定的避难服务责任范围 （比如不同行政级别的辖区范围等） 生成各避难所的
空间服务范围，并记录在该服务范围内的所有居民的相关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该
智能体的第三项工作是为每个避难所统计属于其管辖的、应到该场所来避难的居民数
量，以及每个居民到达该避难所所需的时间。
2.2.3 居民智能体 城市居民的应急疏散过程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难
于完全精确的进行模拟，而智能体技术的“自下而上”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帮助模拟复杂
过程。本文的目标是利用居民疏散模拟的过程，来找出避难所选址和配置中存在的问
题，使避难所空间配置得到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因此，居民智能体的设计相比前两种
智能体更为复杂。本文中，设置的居民智能体有一系列属性，包括居民的年龄类别、疏
散的开始位置 （住宅建筑）、终止位置 （避难所）、最快行走速度、当前行走速度和当前
的位置等。另外，居民智能体需要具备一系列的行为，包括：
（1） 在一定的时刻走出住宅建筑。在一栋住宅建筑中可能有几十或者几百个居民，
因此不是所有居民能在同一时间走出住宅。在某个时刻，已经走出某住宅建筑的居民数
如公式 （3） 所示：
T

t=0

式中：NR(m)是已经走出编号为 m 的住宅建筑的居民数量；TI 是在疏散模拟中预设的时间
间隔值，每个时间间隔将对应一个疏散模拟状态；VB(m,t) 是对编号为 m 的住宅建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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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疏散开始时刻起算，第 T 个时间间隔内走出建筑的居民数量，即该时间间隔内居民走
出住宅的人员流量。VB(m,t) 与建筑物的出入口条件相关，出入口条件越好，则该值越大。
居民在住宅建筑内的疏散过程非常复杂，为了简化居民走出住宅建筑的计算过程，将
VB(m,t)值按时间先后分为两段。在疏散过程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居民要到达建筑出口需要
一定的时间，因此 VB(m,t)值较小；所有居民都撤离完成后，VB(m,t)值为 0；而在其余时间段，
受建筑出口条件约束，该值取居民走出住宅的最大人员流量。具体的某个居民走出建筑
的时间计算方法如公式 （4） 所示：
ìæ é n - 1 ù ö
if t < t max flow
ïçç1 + ê
ú ÷÷ × TI,
ïè ëv B(m) × TI û ø
T R(m,n) = í
（4）
æ én - t max flow × v B(m) - 1ù ö
ï
ú ÷÷ × TI, if t ≥ t max flow
ït max flow + çç1 + ê
V B(m) × TI
ûø
è ë
î
式中：TR(m,n)是从疏散开始时间起算第 m 个住宅建筑中第 n 个居民离开该建筑的时间；vB(m)
是疏散刚开始一段时间内，每秒钟走出建筑的居民的数量；VB(m)是该住宅建筑中居民走
出住宅的最大人员流量；TI 是在疏散模拟中预设的时间间隔值；t 为当前时刻；tmax flow 是
每秒钟走出建筑的居民数量由 vB(m)变为 VB(m)的时刻。
（2） 寻找住宅建筑到避难所的优化路径。疏散路径的选取有多种方法。本文选取了
最短路径、道路宽度因素加权的优化路径和考虑时空道路拥挤度的优化路径 3 种方法。
最短路径方法中，居民智能体在选择疏散路径时，只考虑路网距离因素。道路宽度因素
加权优化路径方法中，居民智能体还将趋向于走更为宽敞的道路。而对于考虑时空道路
拥挤度的优化路径方法中，居民智能体将根据不同时刻的周边道路的人员拥挤情况，实
时调整其疏散路径。
（3） 当遇到道路拥挤的情况，降低行走速度。某个居民的行走速度和该居民的最大
行走速度 （与年龄段相关） 以及该居民周边的人员密度有关。降低后的速度可以用公式
（5） 表示：
ìSpeed max ,
if 1 Di > 1.12
ïï
Speed R = íSpeed max ×( 1 Di - 0.25)/0.87, if 1 Di ≤ 1.12 and Di + 1 < D max （5）
ïï
if Di + 1 ≥ D max
î0,
式中：SpeedR 是每个居民的当前行走速度；Speedmax 是最大行走速度；Di 是该居民当前行
走的第 i 个路段的人员密度；Dmax 是路段上的最大人员密度。通过该公式，就能够以空间
模拟的形式表达居民疏散过程中的行走速度降低的情况，以及道路拥挤的状态。
（4） 在政府智能体的组织下，进行疏散避难。居民智能体能够感知政府智能体对其
的约束，比如知晓自己在政府智能体规定的哪些避难所的服务范围中；能够根据灾害类
型，感知相应开放的避难所智能体，并通过一定程度的防灾避灾演练，能够有序的完成
应急疏散过程；遵守政府智能体发布的地方性应急疏散与避难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在
受灾及应急事件发生时，对老人和儿童的照看和帮助等。
2.3 应急疏散模拟过程
构建完成智能体模型后，可以执行疏散模拟的过程。本文将连续的时间转换为拥有
相同时间间隔的、离散的时间步。比如，设每个时间步的时间间隔为 10 s，某个居民智
能体的速度为 1.2 m/s，那么每个时间步内，该居民智能体将移动 12 m。根据时间步，执
行模拟过程后将生成与时间步相对应的模拟图层。在每个时间步中，如果当前时刻等于
住宅建筑中某个居民智能体走出建筑的时刻 （计算方法如公式 （4） 所示），该智能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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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自己的住宅，去往避难所。同时，已经行进在道路上的居民智能体将遵循一定的优
化路径方法，从住宅去往对应的避难所，并以公式 （5） 计算获得的速度行走，同时更新
其位置信息。如果某个居民已经到达避难所，则将该居民智能体的状态标识为“已到
达”。从 t1 时刻开始，到 tN 时刻 （即所有居民都到达了城市避难所的时间） 结束，程序循
环地执行疏散避难模拟的过程，最后获得和时间步一一对应的 N 个模拟疏散过程的图层。
2.4 评估结果的生成
当所有与时间步对应的图层生成后，能够通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获取到一系列的
评估结果。评估的内容包括每个居民的疏散时间、每个避难所接纳避难人员的总时间和
整个研究区的居民疏散避难的总时间。由于考虑了疏散过程中的人员拥挤等因素，这样
的评估方法相比传统的基于欧式距离的避难所评估方法，以及基于道路网络距离的可达
性评估方法更为合理和切合现实情况。同时，本文提出的方法也能够对应急疏散过程中
的拥挤情况做空间分析，并且能依据在各个道路上的人员密度和行走速度的评估，找出
容易发生人员拥挤的路段。
2.5 满足疏散避难需求的判定
智能体模拟生成的结果，以下述 3 种情况作为判定标准：① 避难所容量不能满足居
民避难需求的情况；② 居民去往就近的避难所的疏散时间过长的情况；③ 应急疏散过
程中大量人员长时间拥挤在某些路段的情况。
如果评价结果中不存在上述的 3 种情况，或者存在问题的程度尚在可调整的范围
内，则以本次智能体疏散模拟中所用到的备选避难所的选址作为最终的避难所选址结
果，并以此提出最后的研究区避难资源配置的决策方案和建议。
如果评价结果中存在上述的 3 种情况，并且具有一定的严重程度，那就需要通过 2.6
章节中的方法，对研究区的避难所的进行选址新建，对相关城市设施采取调整措施，然
后再按研究方法框架 （图 1） 执行循环分析，直至评价结果中不存在上述的 3 种情况，获
得最终的选址决策方案。
2.6 决策支持与选址优化
本文基于多准则决策方法、以及智能体模拟生成的评估结果，在现有避难所和研究
区当前的土地利用和人口分布条件下，进一步对避难所进行选址优化。
2.6.1 多准则决策及权重敏感性分析 本文中利用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对
避难所选址的影响因子进行多准则决策分析，并通过分析获得的选址适宜性专题图，形
成选址方案。但 AHP 存在的一个缺点是该方法很难判定专家为 AHP 成对比较矩阵打分的
不确定性和不精确性。AHP 虽然能够对输入的准则根据重要性排序，但是却不能精确地
给出某个准则比另外一个准则重要的程度，因此准则权重常常是争议性和不确定性最大
的因素。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利用了 Chen 等[33]提出的 OAT （One-at-a-Time） 方法，依
照准则相对重要性的指标，在不改变其他元素值的情况下，依次改变 AHP 成对比较矩阵
中一个元素的值，来实现准则权重敏感性的评估。根据敏感性评估的结果，修正 AHP 矩
阵，形成最终的准则权重。用这些权重对各个准则因子图层进行加权求和，形成选址适
宜性专题图。在选址高适宜性的区域内，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和避难资源配置的决策方
案，选定新避难所的位置。
2.6.2 基于评估结果的调整措施 根据 2.4 章节中生成的评估结果，对研究区的避难所空
间布局和应急疏散的道路条件提出相关的调整措施，包括道路拓宽、已有避难所的扩建
等。道路拓宽的方案根据智能体模拟之后获得的道路路段拥挤情况来拟定，将最容易发
生拥挤，拥挤情况严重的路段拟定为需扩建的路段。对每个避难所的人员容量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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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将此人员容量和该避难所服务范围内的居民数量进行对比，如果人员容量无法满
足服务范围内居民疏散避难的需要，则拟将该避难所进行扩建。
根据调整措施的内容，进行避难所模拟新建、避难所模拟扩建和道路路段模拟拓
宽，并更新相应的备选避难所图层和道路网络图层。然后，以更新后的空间数据为基
础，利用开发的智能体模型，再一次执行模拟过程，完成新的评估结果的生成。该结果
生成后，利用 2.5 章节中的方法再次对评估结果进行判定，依此实现避难设施配置的循环
校验，直至获得符合居民疏散避难数量和容量要求的避难所分布格局及道路网络，完成
对避难所的空间配置。

3 案例分析
本文以上海市静安区五街道 （与闸北区合并前的静安区范围） 的应急避难所为例，
阐述利用构建的方法框架实现城市应急避难所模拟选址的过程和结果。
3.1 研究区域
上海市静安区在 2015 年底与闸北区合并之前，拥有 5 个街道 （图 2），并且和 6 个其
他的区相邻。该区在合并前的总面积 7.62 km2，有 7.57 km2 的陆地面积和 0.05 km2 的水
域。作为上海最为中心的城区之一，静安区有一个中心商业区和一个宾馆区域。2010 年
底，静安区下属 5 个街道共有 24.68 万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为 3.24 人/km2。但是直到 2015
年底，静安区只有一个已建成的和一个在建的应急避难所。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聚居
区域，静安区亟需建立更多的避难所。建立新避难所的前期工作中，对避难所进行选址
以及做空间评估是重要的环节。优化城市避难所的布局，有效的进行应急疏散的管理对
于在自然和人为灾害中降低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3.2 数据处理和方法参数设定
上海市静安区的土地利用数据基于 2013 年的空间分辨率为 0.25 m 的航拍影像解译获
得。在 2012 年的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 和美国联邦应急管
理局研发的 HAZUS 模型中的土地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并

图 2 上海市静安区南部 5 个街道的地理位置
Fig. 2 Location of five southern subdistricts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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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依据完成静安区的土地利用分类解译工作。由于大型城市中心用地的稀缺性，要
改变某种用地类型，新建应急避难所比较困难。而利用现有的某种用地，通过改造使其
兼具避难所的功能的方法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因此获取到土地利用数据后，将具备一
定规模的娱乐康体设施用地、文化活动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医疗
卫生用地、绿地和广场用地等作为备选城市避难所。利用矢量线状道路图层 （图 3） 生
成道路网络数据集。利用住宅建筑图层、以居委会为统计单元的人口统计资料，以及静
安区居委行政区划图为基础生成人口分布数据 （图 3）。

图3

上海市静安区的空间数据

Fig. 3 Spatial data of the study area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由于真实情况下，应急疏散过程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难于对所有可能的
情景进行模拟。因此在执行智能体模型模拟之前，需要做情景约束和预设一系列的参
数。本案例研究中，假定政府智能体将每个避难所的服务范围约束在某个街道范围内。
居民已经接受了防灾避灾演练，具备较强的灾时自救和互助能力。政府智能体另外还颁
布规定：在应急疏散中，每个小于 5 岁的小孩和大于 70 岁的老年人都必须至少有一个成
人照看。案例中，设定了重大灾害前的应急疏散避难情景。政府智能体对重大灾害发出
预警，在第一时间组织居民有序的去往应急避难所，不考虑居民获得预警信息的时间
差。避难所智能体从用地类型中选取绿地和广场作为备选避难所，加上上海市静安区内
已有的避难所，总共 30 个。另外，避难所智能体还为每个避难所生成其服务范围 （图 3），
统计哪些居民去往哪个避难所进行避难。居民智能体的参数设定基于实地考察和参考文
献。式 （4） 中 vB(m)、VB(m)和 tmax flow 根据不同的住宅建筑类型设定，TI 设为 20 s；式 （5） 中
Dmax 的值参照 Roytman[34]提出的“房屋建筑消防安全标准原理”，设为 6.25 人/m2。
3.3 智能体模拟与评价结果
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框架，利用编写的模拟工具软件，根据时间步生成疏散模拟图
层。图 4 展示了上海市静安区的样区范围内 4 个不同时间步对应的模拟图层。通过不同时
间步的前后对比，可以看出居民的动态移动过程，拥挤状态可以通过人员行走速度的变
化来监测。根据本次设定的情景，一共生成了 172 个疏散模拟图层，代表了在 t172 时间
步，所有的居民都到达了避难所。因为时间间隔 （TI） 等于 20 s，所以可以计算出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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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海市静安区 4 个时间步对应的模拟图层
Fig. 4 Simulation layers in four different time steps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的疏散时间为 57.3 min。通过模拟图层
的数据解析，可以获得每个居民的疏散
时间。本文对仍然在住宅建筑中的居
民、在道路上的居民 （在疏散过程中）
和已经到达避难所的居民进行统计 （图
5）。上述这 3 类居民的人数总和为上海
市静安区的总居民数。建筑物中的居民
数在疏散起始阶段大量减少，10 min 后
仅剩下 2.59%。在 23 min 后，所有的居
民都离开了住宅建筑，并沿着道路走向
就近的避难所。道路上人数最多的时候
超过了 20 万人，人数的高峰出现在开 图 5 到达避难所的居民数、道路上(正在疏散)居民数
和仍在住宅建筑中的居民数
始疏散后的第 5 min。对于到达避难所
Fig. 5 Number of persons arriving at shelters, persons on roads
的居民人数来说，在前 20 min，人数大
(in evacuation) an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致呈线性增长趋势；在 20 min 时，有超
过 71%的居民完成疏散过程到达避难所；但是在余下的 37.3 min 内，增长的趋势减缓。
为了完成最后 11%的居民的疏散避难，花费了超过 30 min。最后 5.8%的人员避难，用了
近 15 min。
进一步分析和评估每个避难所的居民疏散时间，能够找出疏散时间成本上的空间不
均衡性。传统的基于路网距离的疏散时间评估方法被用来和基于智能体的方法做比较。
在基于路网距离的方法中，假定居民的平均行走速度为 1.2 m/s，每个避难所的疏散时间
是以其服务范围内所有住宅建筑到达该避难所的路网距离中的最大值除以平均行走速度
得出。基于路网距离和基于智能体的总体疏散时间评估图如图 6 所示。图 6 中，棕黄色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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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路网距离和基于智能体方法的上海市静安区各避难所总疏散时间
Fig. 6 Road network distance based and agent-based total evacuation times of shelters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状图代表基于路网距离的总体疏散时间，绿色柱状图代表基于智能体方法的总体疏散时
间。很明显，所有的基于智能体的时间估算都比基于路网距离的方法要长，前者被认为
是更为合理的，这是因为道路上的人员拥挤情况，以及不同年龄人群的行走速度差异在
疏散时间估算中是不可缺少的。避难所 6 的疏散时间最长，使得整个研究区的总疏散时
间被延长了。即使该避难所能够容纳其服务范围内的 49000 多个居民，但是这些居民仍
然要面对疏散避难时间过长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宁路街道必需再新建应急避
难所，使得该区域内的避难所容量和居民的疏散避难时间都能够满足规范要求。其余 5
个疏散时间超过 30 min 的避难所 1、7、8、9 和 16 都因为空间位置的原因，在时间上无
法满足周边居民的避难需求。因此，有必要在它们的服务范围内再行选址新建避难所，
从而缓解部分居民疏散避难时间过长的问题。
为帮助后续的选址决策，本文中根据土地利用解译获得的备选避难所的占地面积，
和每个人员需占据的空间面积，计算获得了静安区每个备选避难所的容量 （图 7）。图 7
中白色柱状图显示了避难所的人口容量，蓝色柱状图标识了避难所需接纳的居民数，从
两类柱状图的对比可以看出，上海市静安区的西北部、北部和东南部的一系列避难所的
容量仍然不能满足居民的避难需要，必须进行扩容。只有静安寺街道的西南部、石门二
路和南京西路街道的东部部分区域的避难所容量能够大致满足避难的需求。因此，静安
区的应急避难所有必要进行扩建和新建。实际拟扩容的面积需根据后续选址新建避难所
后，重新划定每个避难所的服务范围，并分析计算新的所需接纳居民数后确定。
疏散过程中，道路拥挤的情况不仅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还非常有必要对此进
行预警和管理。道路的拥挤状态会引起避难人员紧张、恐慌，发生无序的四散奔拓，造
成意想不到的危险。本文中，以 0.6 m/s 的行走速度作为疏散过程中是否拥挤的阈值，对
在不同道路路段上不同时间步内的居民行走速度进行模拟检测，来计算每个路段的拥挤
时长。如果在时间 tn，在某路段上人员的平均速度小于该阈值，那么这个路段将被判断
为在该时间步内是拥挤的。对每个疏散模拟图层的每个路段，根据上述规则执行相同的
操作，从而获取整个疏散过程中的道路路段的拥挤时间。
拥挤时间统计结果如图 8 所示。从图 8 可以看出，区域内多数道路路段没有出现拥挤
的情况。大约只有 4.6%的路段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员拥挤。这些拥挤的路段主要集中在避

地 理 学 报

1468

72 卷

图 7 上海市静安区避难所人口容量和服务范围内需接纳居民数
Fig. 7 Population capacities and numbers of residents in service areas of shelters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图8

上海市静安区标识道路中的拥挤路段：整个疏散过程中各个路段的拥挤时间

Fig. 8 Finding hotspots of road congestion: Congestion time of road segments in the evacuation process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难所 1、2、5、6、7、8、9、11、14 和 19 附近。拥挤最严重的情况出现在避难所 2、5 和
6 的周边。在这些路段上人员的疏散时间，都超过了 15 min。特别是与避难所 6 相邻的路
段，拥挤时间甚至达到了 52 min。
道路拥挤情况的模拟和识别，以及对拥挤时间的测算和定级，能够帮助地方政府和
相关的责任部门对应急疏散进行更好的决策管理。比如在拥挤高发路段利用广播提醒居
民注意潜在的危险，或在拥挤区域部署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疏导。更重要的是，为城市建
设规划部门，提供必要的、合理的参考与建议。比如及早采取预警措施，扩建可能在城
市应急避难中发生拥挤的道路路段或开辟新的道路，提高城市应对灾难的能力。
3.4 决策选址与循环校验
由于智能体模拟疏散过程中，不同的居民走出住宅建筑的次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因此研究中重复执行该模拟过程 10 次，并根据这 10 次的模拟结果做分析和探讨，获
得如表 1 所示的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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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避难所相关规划决策方案示例
结合表 1 中的新建避难所要求，
Tab.
1
Examples of decision-making scheme relative to
利用上海市静安区的基础空间数据作
planning of shelters
为评价因子，对新建避难所的空间选
避难所
所在 服务范围内是否 是否拟 服务范围内是否
址适宜性进行评价。本文中，在上海
编号
街道
新建避难所
扩容
进行道路拓宽
市静安区选取了人口密度、备选避难
1
曹家渡
是
是
是
所距离、高层建筑距离和主干道路距
2
曹家渡
否
是
是
3
曹家渡
否
否
否
离作为评价因子。人口密度利用人口
4
曹家渡
否
是
是
分布数据生成核密度图，人口密度越
5
曹家渡
否
是
是
高，选址适宜性越高。备选避难所距
6
江宁路
是
否
是
离是指新建选址的位置离当前已经备
7
江宁路
是
是
是
选的避难所的距离。由于要保证避难
8
江宁路
是
是
是
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减小资源分配的
…
…
…
…
…
重叠度，研究中设定距离越远适宜性
30
静安寺
否
否
否
越高。应急避难所的选址还应该与高
层建筑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离高层建筑越远，适宜性越高。为了提高可达性，避难所
应尽量靠近主干道。4 个评价因子均通过阈值划分为 5 个等级，分别以“1”至“5”五个
数字赋值。4 个因子的权重通过多准则决策 （AHP） 方法计算，并利用本文中的权重敏
感性分析方法降低该方法的主观性，最终确定成对比较矩阵，生成的评价因子图层以及
通过 AHP 方法计算后获得的因子权重如图 9 所示。将 4 个图层按因子权重进行叠加，生

图 9 多准则决策（AHP）中的评价因子图层及其权重
Fig. 9 Evaluation criteria layers and their weights in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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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避难所选址适宜性评价结果 （图 10）。在图 10 中，以高适宜性区域为选址范围，并根
据静安区的土地利用布局现状和决策方案 （表 1） 中需进行选址新建的空间范围，完成
对新建避难所的选址。
完成新建避难所的选址后，将新的避难所加入到备选避难所图层中，重新生成每个
避难所的服务范围，并根据新的接纳居民数量为需要扩建的避难所扩容。对道路中存在
人员拥挤情况的路段 （图 8） 进行拓宽，生成拓宽后的道路网络图层。因为新建的避难
所对周边的疏散居民具有分流作用，因此在路段拓宽时，可将周边是否有新建的避难所
纳入考虑范畴。
将新的避难所图层与道路网络图层更新至方法框架中的空间数据里，并重新执行框
架流程，完成第二轮的应急疏散模拟过程。以一次模拟为例，模拟过程中共生成了 93 个
疏散模拟图层。上海市静安区的总疏散时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原先的 57.3 min 下降
到了 30.3 min，基本满足了所有居民能够在 30 min 内完成疏散避难的要求。本文再次对

图 10

上海市静安区新建避难所的选址适宜性和选址结果

Fig. 10 Location-allocation suitability and location-allocation results of new shelters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疏散过程中仍在住宅建筑中的居民、在
道路上的居民 （在疏散过程中） 和已经
到达避难所的居民进行统计 （图 11）。
道路上人数的峰值还是出现在开始疏散
后的第 5 min。但是到达峰值后，道路
上的人员数量下降的速率明显加快。在
应急疏散 20 min 时，已有 96.7%的居民
完成了疏散，到达了避难所。而 25 min
时，仅有 0.95%的居民还在去往避难所
的途中。
图 11 第二轮疏散模拟中，到达避难所的居民数、道
第二轮疏散模拟结束后，对每个避
路上(正在疏散)居民数和仍在住宅建筑中的居民数
难所再次执行居民疏散时间的评估，如 Fig. 11 Number of persons arrived at shelters, persons on roads
图 12 所示。对比图 6 中的基于智能体方 (in evacuation) an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evacuation simulation
法的疏散时间，可以看出，原先疏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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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基于智能体方法的上海市静安区第二轮各避难所总疏散时间
Fig. 12 Agent-based total evacuation times of shelters in the second round simulation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间超过 30 min 的避难所 6、7、8、9 和 16 的疏散时间均减少到了 30 min 以内。19 个避难
所的人员疏散时间在 20 min 内，其中疏散时间最长的避难所 1 也被控制在了 30.3 min。
这一轮循环校验和优化，使避难所的空间布局达到了居民在应急疏散避难中的时间要求。
对新生成的应急疏散模拟结果进行道路拥挤情况的统计 （图 13），对比图 8 中的拥挤
路段能够发现，原先存在拥挤的路段已经得到拥挤问题的解决或者很大程度的缓解。比
如，避难所 2、5、6、14、19 拥挤程度都有所缓解，其中拥挤程度最高的避难所 6 周围的
道路拥挤时间由原来的 52 min 下降到目前的 8.6 min。另外，避难所 1、7、8、9、11 周
围道路拥挤情况消失。但是，由于新建的避难所引导了一部分疏散人群，会在其附近的
一些道路上产生新的人员拥挤情况。由图 13 可见，新建的 6 个避难所附近都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道路拥挤情况。该问题可以依据本文的方法框架 （图 1），将存在拥挤的路段再拓
宽，以更新的道路网络图层，进行新一轮的疏散模拟和循环校验来解决。

图 13

上海市静安区第二轮标识道路中的拥挤路段：整个疏散过程中各个路段的拥挤时间

Fig. 13 Finding hotspots of road congestion in the second round simulation: Congestion time of road
segments in the evacuation process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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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体的居民疏散至城市应急避难所过程的模拟方法，进而能
够支持避难所的空间选址和相关的规划决策。本文设计的方法框架中，政府智能体、避
难所智能体和居民智能体组成的智能体模型始终贯穿整个过程，并通过这三种智能体之
间的交互与演绎，实现了疏散过程的仿真模拟、避难所配置的评估、结合多准则决策方
法的选址决策、空间配置结果的循环校验，实现最终应急避难所空间配置结果的生成。
通过应用上海市静安区 5 个街道的应急避难所空间配置案例，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
性与有效性。研究中，除了已有避难所和初步选定的备选避难所外，通过应急疏散模拟
和多准则决策方法的循环校验，最终在江宁路街道选定了 3 个新的应急避难所，在石门
二路、曹家渡和南京西路街道各选定了 1 个新避难所，并确定了避难所扩容和周边道路
的拓宽方案。经最后一轮的应急疏散模拟验证，得出了最终的避难所空间配置方案，能
够使城市居民在 30 min 内完成疏散，并有效控制人员拥挤时间。
应急避难所的选址与配置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设施选址，需要考虑到城市居民疏散的
时间、疏散避难过程中的安全性、避难所的容量等因素。相比传统的选址方法，本文具
有以下 3 点优势：① 能够通过应急疏散模拟直观地发现城市避难所配置上的不足，从而
更好的指导避难所的空间选址和容量配置；② 相比传统的以路网距离来估算疏散时间的
方法，不但能更精确的估算每个避难所接纳居民的时间，和整个上海市静安区总体疏散
的时间，还能可视化地发现疏散道路上的拥挤路段，并标识出这些路段拥挤的时间。③
通过多轮的应急疏散模拟和多准则决策方法，实现应急避难所空间配置的循环校验，获
得更为可信和有效的避难所配置方案。
4.2 讨论
本文在应急疏散模拟和多准则决策方法的运用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①多
准则决策方法中，各个准则权重的赋值具有不确定性。为此，研究中采用了 OAT 方法实
现准则权重的敏感性评估，来帮助决策人员更好地确定 AHP 成对比较矩阵中的元素值，
以求形成合理的准则权重。② 应急疏散模拟中，城市居民的疏散过程具有不确定性。本
文主要考虑的是不同居民走出住宅建筑过程中具有的不确定性，通过重复多次执行应急
疏散模拟过程，以获得更加稳定的模拟结果。而真实情况下的应急疏散具有很高的不确
定性，居民的行为、灾害发生时的道路条件改变等因素，都对应急疏散的过程造成影
响。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将对居民的行为做拓展研究和建模，并将由灾害造成的道路
阻塞和损毁的风险性纳入到案例情景中，使该方法更趋于合理和完善。
此外，需要指出本文涉及的研究领域具有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其中，选址问题是运
筹学中的经典问题；居民智能体包含人的复杂行为，需要心理学支持；避难所空间配置
后的检验能通过统计学理论加强等。特别是统计学科中的空间抽样理论，与本文研究的
空间选址方法具有共通性。比如，Rogerson 等 [12] 为更好的测度通讯网络信号接收强度
（RSSI） 在空间上的分布，尝试在现有 RSSI 抽样样本点的基础上，选取更多的样本点，
从而为道路上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车辆求救系统的呼叫接通提供有效的评估。为了更好的
在现有的样本点的基础上选取更理想的位置进行采样，该研究通过比较新增采样点后，
克里金方差的平均下降程度，从而选定最优的样本点组合。为了解决更大数量样本点的
选取工作，该研究还加入了动态贪婪算法，以提高模型的解算效率。这一典型的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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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说明了空间抽样领域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在现有的抽样样本点的基础上，更优化的选
取新的样本点。这与本文在现有的城市避难所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新的避难所
选址具有共通性。
此外，近年来空间抽样越来越重视空间上的地理环境差异，将空间异质性纳入考虑
范畴[13]。考虑空间异质性的空间分层抽样，一般先将抽样区域划分成若干个更为均质性
的子区域，然后再分别为子区域设定抽样数量和方案，从而提高抽样位置选取的精度和
效率。这一思路也恰与本文选址适宜性分析中，将整个区域分为不同适宜性级别的子区
域很相似。鉴于空间统计学中，空间分层方法上的优势和空间抽样在抽样检验上的数学
严谨性，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将利用这方面的理论方法进一步加强本文选址适宜性分
析和选址后的检验过程。在运筹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领域，也将尝试学科交叉运用
与综合建模，从而更好地为城市避难设施的空间配置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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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urban shelters based on simulation
using emergency evacuation agent-based model:
A case study in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YU Jia1, WEN Jiahong1, CHEN Yun2, LIAO Banggu1, DU Shiqiang1
(1.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CSIRO Land & Water,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Abstract: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urban emergency shelters is one of the hotspot issue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urban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duct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urban shelters which can help urban residents have access to the
emergency shelters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less congestion.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model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agent- based model and multi-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ethod.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high- precision population data, road network data and expert
knowledge are integrated in the model. Three types of agents involved in emergency
evacuation are designed, which include the government agent, shelter agents and resident
agents, to conduct evacuation simulation. A government agent can delimitate the service areas
of shelt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road distances between the
positions of residents and the locations of the shelters. Shelter agents can select specified land
uses as potentially available shelters for different disasters, generate the service areas of
shelters, recor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their service areas and do relative statistical
work of evacuation processes. Resident agents have a series of attributes, such as ages,
positions, and walking speeds. They also have several behaviors, such as reducing speed when
walking in the crowd, and helping old people and children. Integrating these three types of
agents which ar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we can simulate evacuation procedur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utilized to support location- alloca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s. The location-allocation method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and weight sensitivity analysis, so that the locations of new shelters can be selected in highlysuitable regions for location- allocation. When the new shelters are allocated, a new round of
emergency evacuation simulation will be executed to realize loop optimization of locationallocation based on the new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elters to generate the final spatial
configuration plan. A case study in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was conducted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The simulation results convinced that the new model
can provide detailed planning for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urban shelters, which can help the
residents evacuate to nearby shelter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ith less congestion risks. The
model provides a new methodology to conduct high- quality location- allocation of urban
emergency shelters. It can also be extended to conduct similar spatial configuration work in
other urban region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emergency shelters.
Keywords: emergency evacuation; agent; shelter; spatial location- allocation; GIS;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