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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力微观行人仿真模型能够体现行

人真实运动情况，但其在模拟拥挤状态下的行

人运动时存在失真及运算效率低的问题。为

此引入有限元分析方法，从模型和算法两方面

对社会力模型进行改进，提出基于有限元理论

的方法与求解步骤。最后应用该方法对通道

内双向行人交通流进行仿真模拟，验证其可

行性。

Abstract： The social force microscopic pedes-

trian simulation model can capture pedestrians’

real movement conditions, however its accuracy

and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suffers when ap-

plied to simulate pedestrian’s movement in the

crowded condition.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so-

cial force model and its solu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theory. Finally, the paper

validates its feasibility by applying the model to

simulate bi-directional pedestrian flow in a chan-

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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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兴建，其早

晚高峰人流量巨大、局部区域人群密度极高、乘客集散

压力大等特点，使得密集行人交通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

人们关注[1]。微观行人仿真在描述行人之间、行人与周

边环境的相互作用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是研究枢纽内行

人特性及其变化规律的重要手段。社会力模型(Social

Force Model)是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微观行人仿真模型，

但其在进行密集条件行人运行状态及其衍变机理研究时

仍然存在不足[2]：模拟拥挤状态下行人运动时存在失真

现象；模型形式复杂，在仿真大规模人群时求解效率

低，无法满足工程需求。针对社会力模型的改进研究，

国内外已取得不少进展[3–5]。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以提高仿

真真实性、准确性为目标，而对于模型算法的改进及求

解效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密集条件下行人流量–密度

关系的研究，以及流平衡状态与拥挤状态变化研究，不

仅需要有效的行人仿真模型，同时也需要快速而高效的

算法以保证仿真结果的迅速反馈。因此，本文通过改进

现有社会力模型，尝试引入有限元分析方法，建立适应

密集条件下行人状态分析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在考虑行

人个体行为与宏观群体特性的基础上给出通用的求解方

法与步骤，为满足密集条件下步行设施的规划设计及拥

挤预测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有限元方法的引入

有限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是求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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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程边值问题和初值问题的强有力的数值方

法，其基本思想是将求解域离散为一组数量有限

且按一定方式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单元组合体，该

方法在求解连续介质力学问题时有着其他方法无

法比拟的优越性。其应用主要集中在机械、土木

行业，在行人交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对行人碰撞

安全[6–8]的研究。

有限元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求解方法多、

与微观行人仿真的基本假设十分相似、便于进行

计算机求解等方面。为将有限元理论引入行人仿

真研究，本文基于社会力模型的基本假设建立有

限元行人仿真模型，并对模型进行相应的假设以

进行后续研究。

1.1 模型的宏微观研究转化

有限元行人仿真模型将密集条件下的行人流

整体视为连续介质，其具体假设如下：

1）单个行人是行人研究的基本单元，假设密

集条件下行人流整体上具有连续分布介质的特

性，可以无限分割为具有一定分布条件的微元

体，作为有限元分析的基本单元。

2）在不发生行人与其他行人或障碍物产生碰

撞的运动过程中，行人个体单元服从原始力学

假设。

3）由于行人流属于连续介质，其力学特性参

考流体进行分析。除特殊状况下，宏观条件下的

行人模型力学状态参数在时间和空间上呈正态分

布，并通常认为其运动方程无限可微。

由于社会力模型在进行高密度行人微观状态

仿真时存在失真现象，因此，需要采用宏观理论

的修正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尊重社会力仿真

模型假设的前提下，通过修正社会力模型行人运

动的基本方程，重新标定边界条件和相关参数，

使仿真分析结果在提升仿真运算效率的前提下满

足模型精度要求。

1.2 模型的动能守恒描述

由于行人作用力与牛顿的经典力学有较大区

别[9]，因此利用有限元理论求解社会力模型需要对

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重新处理，这涉及模型的重

建与相关参数的标定。行人间相互作用无法直接

应用动量守恒与能量守恒定律进行数值分析求

解，在进行模型假设时，引入新的力场代替原假

设力，使其满足能量守恒定律；根据力场方法

(Force Field Method)基本思想，用力场的形式进行

行人自驱动力的描述，并利用能量函数及其相关

的经验参数描述原模型中的社会力作用。

2 社会力模型的改进

社会力模型假设行人受到社会力驱动而运

动。模型中几个力可以分别描述为：第一种力产

生向目的地移动的加速度；第二种力保证行人移

动过程中与其他行人或边界保持一定距离；第三

种力是模型本身产生的影响力。为适应有限元的

分析与求解，对社会力模型的行人基本参数进行

重新假设并对行人与障碍物作用模型进行改进。

2.1 运动方向的改进

行人在运动中通常根据目的地的最终方向与

环境确定一条心理上的期望路线，而实际行进中

由于其他干扰因素的存在，其行进路线往往是以

期望路线为中心线并产生一定扰动的，当行人偏

离期望路线后，会重新调整自己的前进方向，并

具有回到期望路线的意愿。原行人自驱动力模型

中行人速度 v0
i (t)为绝对值，与期望运动方向 e0

i (t)

合并成为速度矢量 v0
i (t)e0

i (t)。改进模型中速度直

接按矢量设置，不再对速度方向矢量进行单独

计算，更为符合实际。改进后的运动方向确定模

型为：

ai0(t) =
v0

i (t) - vi(t)
Ti

, (1)

式中： ai0(t) 为 t 时刻行人 i 的加速度/(m·s-2)；

v0
i (t)和 vi(t)分别为 t 时刻行人 i 产生行进扰动前

后的速度矢量/(m·s-1)；Ti 为行人运动反应时间/s。

2.2 行人质量的重新假设

由于社会力并不是实际存在的物理力，为使

用有限元理论求解，同时满足社会力的假设条

件，对于行人质量的确定需要满足以下假设条件：

1）行人间碰撞瞬间产生巨大的斥力；

2）行人碰撞过程对于相对位置在前方，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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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速度较慢的行人基本不产生影响，受到影响的

行人通常为相对位置在后方、速度较快的行人，

需要考虑的通常是碰撞行为对后方行人的影响。

因此，对于行人质量需要进行二次假设。自

驱动力模型中行人质量为固定值，其表达形式为：

fi0 =mi
v0

i (t)e0
i (t) - v(t)
Ti

, (2)

式中： fi0 为行人 i 自身的前进意愿的力学物理表

述/N； mi 为行人 i 的质量/kg。

改进后的行人自驱动力模型为：

fi0 =Mi
v0

i (t) - vi(t)
Ti

, (3)

式中： Mi 为行人 i 的质量/kg，且当行人 i 与行人

j 产 生 碰 撞 时 ， 若 ||v0
i (t)  ||v0

j (t) ， 则 令

Mi = 100Mj ，以减少碰撞对前方行人速度的影

响， Mj 为行人 j 的质量/kg。

2.3 社会心理力改进

社会心理力 f S
ij 体现的是运动过程中行人与他

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意愿，类似于磁力的斥力，其

推导公式类似于物理学中重力模型相关公式推

导。在社会心理力的作用范围内，这个力的大小

会随着距离的减小成反比例增长。拥挤状态行人

间相互作用对于研究对象A来说，在未接触而达

到相互作用范围内，其作用对象为周围影响距离

内的 n 个行人个体，因此，行人间作用力在实际

应用中应考虑周边所有行人的影响。同时，当实

际碰撞产生时，往往由于瞬间产生的行人间接触

作用力数值巨大而可以适当忽略行人间未接触作

用力。因此，综合考虑密集条件下多人影响，碰

撞行为对于后方行人的作用模型改进如下：

f S
ij =

(mi +mj)
2

A∑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e

-
dij(t)

B , (4)

式中：A为模型修正系数，根据行人流实际调查

数据分析结果进行调整； d(t) =  ri + rj -R 为 t

时刻任意两个行人间的影响范围/m； ri 为行人 i

的影响半径/m； R 为行人间的绝对距离/m； B 为

行人间作用力的最大影响范围，这里规定其最大

值为行人间相互影响半径的和/m。社会心理力的

作用是调节行人与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距离。

2.4 行人间身体接触力模型改进

社会力模型中行人间身体接触力 f T
ij 包括两

部分分力：一个是身体挤压力，使行人身体压

缩；而另一个是滑动摩擦力，它阻碍两人的相对

运动(切线运动)。为使用有限元模型进行仿真求

解，需要对现有模型进行力的分解，将以上两种

接触力分解为法向受力和切向受力。改进后的模

型如下：

f T
ij =∑(nij(t) + tij(t)), (5)

nij(t) =K |
|

|
|dij(t) -(ri + rj) , (6)

tij(t) = k(vi(t) - vj(t)), (7)

式中： f T
ij 为 t 时刻人与人接触时产生的相互作用

力，由切向作用力 tij(t)和法向作用力 nij(t)的矢量

和构成/N；常数 k 和 K (无量纲系数)分别为切向

作用力与法向作用力。

3 行人有限元仿真求解及实现

3.1 有限元算法进行仿真的基本原理

有限元分析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的

基本思想是用简单的问题代替较复杂的问题后再

求解。它将求解域看成许多称为有限元的小互连

子域的组成，对每一个单元假定一个合适的(较简

单的)近似解，然后推导求解这个域总的满足条件

(如结构的平衡条件)，从而得到问题的解。在完

成对模型的宏微观转化以及模型动能守恒的条件

下，根据改进的社会力模型假设，建立有限元分

析的运动方程与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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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行人期望路径作用力

Fig.1 Reaction of pedestrian expected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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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 xi(Xi, t), (8)

初 始 条 件 T= t= 0 ， 此 时 行 人 运 动 方 程 为

xi = xi(Xi, 0) =Xi ，
-xi =Vi(Xi, 0)， Vi 为该行人

的初始速度。

区别于一般工程中的刚体研究，考虑到行人

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可压缩性，假设行人为有限

弹性体，则平面运动时其受力满足以下方程：

∂σx

∂x +
∂τyx

∂y
+X= 0,

∂σy

∂y
+
∂τxy

∂x +Y= 0,

(9)

式中： X 和Y 分别为行人所受的重力在 x 和 y
坐标方向的分量。

根据以上平衡方程，建立应力分量和重力分

量之间的关系，即外力(社会力和重力)与内力(应

力分量)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基本假设与改进模型，利用有限元

分 析 平 台 ABAQUS/CAE(Complete ABAQUS

Environment)进行行人仿真模型的建立与仿真，具

体做法如下：

1）求解区域的离散化：将求解区域(密集人

群)离散为有限个按一定关系联系起来的行人个

体，使相邻行人单元的相关参数具有一定的连续

性，并构成行人个体(单元)的集合体，以此来代

替原来的行人整体。

2）单元分析：即球的单元(行人个体)位移与

单元外力关系，计算单元刚度矩阵。通过平衡(应

力与外力)、协调(位移与变形)和物理(应力与应

变)关系求得。

3）以行人个体为隔离体，建立平衡方程。在

有限元计算中一般不逐个单元建立平衡方程，而

是通过编码法由单元刚度矩阵集合为整体刚度矩

阵来完成。

4）外力的引入(将社会力中行人间作用力与

行人与障碍物间作用力转化为行人内力载荷)。

5）引入边界条件。由于行人运动受边界(障

碍物)的限制，因此其运动范围是受约束的。

6）求解方程，得到行人个体单元位移。根据

之前确定的应力应变关系可得单元节点受力。

7）整合输出结果，并进行后续分析。

3.2 仿真实现

根据以上分析，选择固定宽度通道，对双向

行人交通流进行仿真。

有限元行人基本单元模型参数假设如下：行

人质量 80 kg(800 N)，行人个体基本形状采用圆

形，单元个体半径0.3 m，两个体单元斥力作用半

径0.3 m，行人间作用力模型为社会力模型。行人

期望速度 v0 呈高斯分布，均值为1.34 m·s-1，标准

差为0.26 m·s-1，最大速度  1.3v0 ，行人以随机分

布方式进入步道，步道宽度为 10 m。以上数据均

基于枢纽内部实测数据[10–11]进行设置。设置行人单

元弹性模量 E = 0.125×106 psi，行人单元泊松比

0.3，行人间相互距离为 0.3 m时产生 2万N斥力。

根据以上基本假设，设置条件下行人流初始状态

如图2所示。

3.3 仿真结果分析及应用

行人运行状态与系统规模(行人密度)间存在

直接联系：当行人流处于低密度状态时，行人以

期望速度向目的地行进，当与对向行人路径产生

冲突时，行人迅速改变运行方向，调整运动状

态，具体如图3所示。

随着系统规模增大，行人密度增加。此时行

人间距缩小，行人间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影响加

大，出现自组织状态。在通道内对向行人流自发

地形成穿越通道，行人相互跟随通过通道，如图4

所示。

将不同阶段仿真速度分布与实际调查数据进

行对比。根据2008年、2010年实际枢纽内部通道

行人步行速度调查数据[12]， 对比仿真速度曲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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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设置条件下行人流初始状态

Fig.2 Initial state of pedestrian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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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速度曲线散点图(见图5)，仿真曲线与实际曲

线蕴含着相同的含义。实际速度均值为1.33 m·s-1，

这与仿真结果确定的基本速度 v0 =1.34 m·s-1相差

不大，且均满足正态分布。

分析其原因：在实际仿真过程中，仿真速度

分布主要集中于实际速度均值且基本偏差不超过实

际速度均值的30%。虽然这造成了仿真过程中不会

出现实际观测过程中出现的速度过大或过小现象，

但从统计意义上说，88.8%的准确率(统计分析中的

差异性指标)满足概率在85%以上的要求(见表1)。

4 结语

本文在尊重社会力模型基本假设的前提下，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对模型进行重新描述，针对密

图 4 行人自组织现象

Fig.4 Self-organization phenomena of pedestrians

图 3 行人间相互作用

Fig.3 Interaction between pedestrians

图 5 有限元求解与实际状态行人流速度曲线 P-P 图与散点图

Fig.5 Velocity of pedestrian flow under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the re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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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限元行人仿真结果统计分析

Tab.1 Results of finite element pedestrian simulation

差异性指标

0.104

自由度

995

差异性检验

0.000速度

差异性指标

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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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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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Shapiro-Wilk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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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条件的行人运动特性，对社会力模型形式进行

改进使其更为适合密集状态的行人仿真。基于改

进后的社会力模型，结合有限元分析方法，提出

了有限元求解社会力模型的一般步骤和方法并进

行相关的仿真实现，仿真结果与实测数据对比准确

性能够达到工程要求。该方法对准确、迅速地进

行枢纽内密集行人状态预测和判定具有一定价值。

本文仅是应用有限元理论进行行人微观仿真

研究的一次尝试和探索，研究中涉及基于有限元

分析平台的社会力模型算法求解流程及一般步

骤；分析求解运动方程、平衡方程；有限元分析

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的确定等内容。该方法不

仅可以应用于行人微观仿真领域，还可以推广至

其他的仿真领域，为微观仿真模型的求解以及实

际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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