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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YDRUS-1D的城市草地土壤水分模拟
———以扬州市人工草地为例

朱超凡,黄金柏,顾 准,罗迪文
(扬州大学 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扬州225127)

摘 要:[目的]研究城市化背景下草地土壤水分运动规律,为提升海绵城市建设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和技

术支撑。[方法]以江苏省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农水与水文生态试验场的人工草地为研究区,利用实测降

雨和同期土壤含水量数据对不同降雨事件下的雨水入渗深度进行分析。通过 HYDRUS-1D模型对研究区

土壤含水量变化过程进行模拟。[结果]在小雨(<10mm)和中雨(10~25mm)事件中,研究区草地的雨

水入渗深度分别小于15cm和30cm;在大雨(25~50mm)到暴雨(>50mm)事件中,雨水入渗深度通常

超过30cm,或可达60cm以上;土壤含水量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均方根误差范围为0.012~0.034cm3/cm3。

[结论]不同等级降雨事件下的草地雨水入渗深度存在明显差异,入渗深度总体上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增

加;HYDRUS-1D模型能够准确模拟不同等级降雨事件下的城市人工草地区雨水入渗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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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MoistureSimulationinUrbanGrasslandUsingHYDRUS-1D
-TakingArtificalGrasslandinYangzhouCityasanExample

ZhuChaofan,HuangJinbai,GuZhun,LuoDiwen
(SchoolofHydraulicScienceandEngineering,Yangzhou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225127,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oilmoisturemovementingrasslandunderthebackgroundofurbanizationwas
studi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andtechnicalsupportforimprovingtheconstructionlevelof
spongecity.[Methods]Thestudyareawasanartificialgrasslandatthehydraulicandhydro-ecologicaltes-
tingground,locatedontheYangzijincampusofYangzhouUniversity,JiangsuProvince.Observedrainfall
dataandsoilmoisturedatawereusedtoanalyzeinfiltrationdepthsundervariousrainfallevents.Soilmois-
turevariationprocessesatthestudyareaweresimulatedusingtheHYDRUS-1Dmodel.[Results]During
lightrain(<10mm)andmoderaterain(10~25mm)events,rainfallinfiltrationdepthsatthegrassland
studyareawerenotmorethan15cmand30cm,respectively.Duringheavyrain(25~50mm)andtorrential
rain(>50mm)events,rainfallinfiltrationdepthswerealwaysmorethan30cm,andsometimesexceeded
60cm.Rootmeansquareerrorsofsimulatedresultsagainstobservationsrangedfrom0.012cm3/cm3to
0.034cm3/cm3.[Conclusion]Rainfallinfiltrationdepthsatthegrasslandareaareclearlydifferentunderrain-
falleventswithdifferentmagnitudes,andinfiltrationdepthcangenerallyincreasewithincreasingrainfall
amount.Additionally,theHYDRUS-1Dmodelcanaccuratelysimulaterainfallinfiltrationdepthsunderdiffering



rainfallamountsforurbangrasslandareas.
Keywords:artificialgrass;HYDRUS-1D;soilmoisturesimulation;rainfall;infiltrationdepth

  城市快速发展和建设对自然水循环系统造成了

无序的干扰和破坏,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水问

题[1]。土壤水分作为水文循环的重要因子,是制约植

物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2],也是城市水资源管理、洪
水预报等的重要参数,对其变化过程模拟有助于探究

土壤水分运移规律[3]。降水可通过影响土壤水分的

可获得性间接影响水文循环[4],国内外学者针对降雨

与土壤水分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如Pan等[5]提出

了一种直接根据降雨数据估算浅层土壤水分的分析

方法;周海等[6]开展了河西走廊典型荒漠区土壤水分

对降水脉动响应的研究,发现降雨量的大小直接影响

土壤水分的补给量;刘战东等[7]基于不同降雨条件下

土壤水分的变化,对麦田降雨的有效利用情况进行了

评估,等。因此,探讨降雨与土壤水分变化的关系有

助于揭示不同降雨过程对土壤水分的影响机理。

HYDRUS-1D基于Richards方程综合考虑了土壤—
植物—大气连续体(SPAC)系统中的水热运动、溶质

运移和根系吸水过程,且集成了参数优化功能,适用

于恒定或非恒定边界条件的模拟[8-9]。国内外关于

HYDRUS-1D模型模拟土壤水分的研究有很多,如

Ma等[10]将HYDRUS-1D模型中地表阻力计算公式

进行了修正,提高了土壤水分的模拟精度;Satch-
ithanantham等[11]利用 HYDRUS-1D模型模拟灌溉

后马铃薯根区土壤含水量变化来确定合理的灌溉量;

Ries等[12]基于 HYDRUS-1D模型的计算结果,对地

中海地下水补给的变化进行了评估;童永平等[13]采

用HYDRUS-1D模型对黄土高原小麦地和苹果地深

层土壤水分变化进行模拟并得到其主控因素为叶面

积指数和根系深度等。已有的基于 HYDRUS-1D对

土壤水分模拟的研究,多以“月”或“日”为尺度[14-15],
采用更小时间步长(如1h)对城市地区土壤水分模

拟的研究相对较少。城市草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城市内涝灾害、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6-18]。为揭示城市化背

景下人工草地植被土壤水分的变化特性以及降雨量

与入渗深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选取位于扬州城区一

隅的扬州大学农水与水文生态试验场的单一草种草

地(狗牙根)为研究区,对不同等级降雨事件的雨水入

渗深度进行分析,采用 HYDRUS-1D对草地植被土

壤水分逐时变化过程进行模拟,利用模拟结果检验基

于观测数据分析得到的降雨事件降雨量与所选单一

草种植被入渗深度的关系,以期为城市化背景下草地

土壤水分运动规律的研究以及基于发展草地植被提

升海绵城市建设水平提供部分基础数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观测

1.1 研究区概况

扬州市地处江苏省中部,江淮平原南部,属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空气湿度大,
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6.1℃,年平均太阳辐射量

128.3W/m2,年平均相对湿度75.6%,多年平均降雨

量910mm,汛期(5—9月)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67%[19]。扬州是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城区分布着多

个绿地、公园,绿化覆盖率达44.03%,在改善扬州城

区水分循环和减轻内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选取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农水与水文生态试验

场的草地为研究区,研究区面积约为340m2,植被分

布主要为单一草种(狗牙根),覆盖度近100%。狗牙

根为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植物,5—9月为生长高峰期,
具有抗旱抗杂草、适应性强等特点,其根系深度为8
~10cm。目前,该草种作为绿化用草已广泛应用于

南方各城市公园、小区、学校等。研究区0—60cm土

壤主要为粉壤土,地下水(潜水)位埋深约2—5m,周
围分布着较多建筑物、不透水路面等。

1.2 数据观测

利用土壤水分计(型号:H21-002;制造商:美国

On-Set公司)对深度为5,15,30,60cm的土壤水分

进行观测(观测点:32°21'14.95″N,119°23'46.32″E),
观测时间间隔为1h;采用自动气象站(型号:U30-
NRC-10-S100-000;制造商:美国 OnSet仪器设备公

司;观测点高程:14m)对研究区温度(T)、风速(u)、
降雨量(P)、相对湿度、太阳辐射量等数据进行间隔

为1h的观测。观测时段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
年9月19日,包含一个完整生长期。

对研究区不同深度土壤进行采样,采用激光粒度

分析仪(型号:Mastersizer3000E)对土壤的颗粒组

成进行测量,筛选得到各层土壤样本的颗粒级配(黏
粒、砂粒、粉粒的百分含量)。

2 模型构建

2.1 基础方程式

利用HYDRUS-1D模型可对土壤水分的一维垂

向运动过程进行模拟,采用以含水率θ 为因变量的

Richards方程(式1)来构建水分运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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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 表示土壤含水量(cm3/cm3);t 表示时间

(h);z为土层深度(cm),以地面为基准面,坐标向上

为正;D(θ)为土壤水分扩散率(cm2/h);K(θ)为非

饱和导水率(cm/h);S 为土壤水分汇源项,表示作

物根系吸水速率(cm/h);Ks为饱和导水率(cm/h);

θe,θs,θr分别为土壤有效含水率、饱和含水率和残余

含水率(cm3/cm3);α,l,m,n 均为拟合参数;h 为土

壤基质势(cm)。

2.2 根系吸水

HYDRUS-1D模型考虑植物根系吸水过程,将
根系吸水转化为水分胁迫函数。模型提供的水分胁

迫函数有两种:Feddes(梯形函数)和S-shaped(S形

函数)。本研究采用Feddes水分胁迫函数来描述草地

植被的根系吸水过程,具体表达式如下:
S(h)=α(h)b(x)Tp (2)

式中:S(h)是吸水强度函数(h);α(h)是水分胁迫函

数,无量纲;b(x)为标准化根系吸水分配密度函数

(cm);Tp为作物潜在蒸腾速率(cm/h)。
2.3 定解条件

2.3.1 蒸 散 发 计 算  潜 在 蒸 散 发 (ET0)为

HYDRUS-1D 模 型 的 重 要 输 入 参 数 之 一,采 用

Penman-Monteith模型推求ET0,公式如下[20]:

ET0=
0.408Δ(Rn-G)+γ

37
T+273u

(es-ea)

Δ+γ(1+0.34u)
(3)

式中:ET0 为潜在蒸散发量(mm/h);Δ为温度随饱

和水汽压变化曲线的斜率(kPa/℃);Rn为草地植被

表层净辐射量〔MJ/(m2·h)〕;G 为土壤热通量

〔MJ/(m2·h)〕;γ 为干湿温度计常数(kPa/℃);T
为气 温,℃;u 为 风 速(m/s);es 为 饱 和 水 汽 压

(kPa);ea为实际的水汽压(kPa),式中各因子的计算

公式具体参考周钦等[21]。
HYDRUS-1D模型对草地植被潜在蒸腾量 Tp

和土壤蒸发量Ep分开处理,公式如下:

Tp=ET0(1-e-k•LAI)=ET0·SCF (4)

Ep=ET0e-k•LAI=ET0(1-SCF) (5)
式中:Tp为草地植被潜在蒸腾量(mm/h);Ep 为土

壤蒸发量(mm/h);k 为冠层消光系数,取默认值

0.463[22];LAI为草地植被叶面积指数,本文取值2.5
~3.5[23];SCF为植被覆盖系数,无量纲[24]。
2.3.2 定解条件 初始条件为起始时刻土壤含水量

实测值;上边界条件为1h序列的降雨量和潜在蒸散

发(ET0),设置为大气边界(atmosphericBCwith
surfacelayer);下边界因未达潜水层(地下水位埋深

2~5m),处 于 非 饱 和 带,设 置 为 自 由 排 水(free
drainage)边界。

θ(z,t)=θ0(z)      (t=0)

-D(θ)
∂h
∂z+K(θ)z=0=q0(t) (t>0)

θ(L,t)=θL(t)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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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0 为土壤含水量的初始值;q0(t)为土壤水通

量(cm/h);L 是下边界的深度(cm);θL(t)为下边

界土壤含水量(cm3/cm3)。
2.4 时间和空间离散化

根据土壤的颗粒组成(见表1)和草地植被的根

系层分布(0—10cm),将自地面开始至地面以下

60cm的土壤划分为4层(表1),以1cm间隔将土壤

剖面分割为60个单元,同时设置节点61个,监测点

4个;模拟时段为2018年4月4日00:00至2019年

9月19日18:00,共计12811h。
2.5 参数率定

利用 HYDRUS-1D模型对土壤水分模拟,需基

于研究区的实际对模型参数θr,θs,α,n 和Ks 等准确

率定。根据土壤粒径组成的筛选结果(表1),采用基

于神经网络的Rosetta模块初步确定饱和含水量θs,
残余含水量θr 和饱和导水率Ks 等参数,在此基础

上,利用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土壤水分数据相比较,
通过调整参数值减小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误差,实现

对各参数的校正,结果见表1。

表1 实测土壤物理性质数据和Rosetta获得的土壤水力参数

区域范围/
cm

砂粒/%
(50~2000μm)

粉粒/%
(2~50μm)

黏粒/%
(<2μm)

θs/
(cm3·cm-3)

θr/
(cm3·cm-3)

α/
cm n Ks/

(cm·min-1) l

0—10 27.10 65.71 7.19 0.35 0.045 0.0047 1.23 2.08 0.5
10—20 21.78 69.76 8.48 0.37 0.051 0.0046 1.23 2.33 0.5
20—40 17.72 74.05 8.24 0.36 0.056 0.0048 1.33 1.85 0.5
40—60 19.33 71.23 9.45 0.37 0.053 0.0045 1.42 1.43 0.5

  注:θs 饱和含水量;θr 残余含水量;Ks 饱和导水率;a,n,l为拟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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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降雨量与入渗深度分析

选取8次降雨事件和同期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

的观测结果,探讨不同降雨事件的降雨量与入渗深度

的关系。参照中国气象局对降雨等级的划分标准,对

8次降雨事件的等级进行划分(表2)。所选的次降雨

事件,最大时间跨度为23h,为保证雨水的充分入渗,
以4d为单位时段进行分析,各时段降雨量、入渗深度

见表2,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变化情况见图1。

图1 8次降雨时间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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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选择的8次降雨事件等级划分

降雨事件 分析时段 降雨发生时段 降雨量/mm 入渗深度d/cm

小雨(<10mm)
20181008—20181011 1009(14:00—16:00) 4.8 d<5
20180530—20180602 0530(22:00)—0531(7:00) 8.9 5<d<15

中雨(10~25mm)
20180721—20180724 0722(11:00)—0723(3:00) 17.8

15<d<30
20180404—20180407 0405(12:00—23:00) 24.0

大雨(25~50mm)
20180812—20180815 0813(00:00—17:00) 37.6 30<d<60
20190605—20190608 0606(1:00—14:00) 41.2 d>60

暴雨(>50mm)
20190809—20190812 0810(2:00)—0811(1:00) 55.0 d>60
20180523—20180526 0524(22:00)—0525(20:00) 107.0 d>60

  图1a所示为2018年10月8日至10月11日各

观测深度土壤含水量变动情况。降雨集中在10月9
日,降雨量为4.8mm(表2),在分析时段的4d内,不
同深度土壤含水量保持稳定,即雨水入渗未达到

5cm。主要原因是本次降雨事件的降雨量很小,且研

究区草地的草种叶片密度较大,覆被率很高,几乎没

有裸露地面,对雨水截留作用较强,从而未能形成有

效入渗[25]。2018年5月30日至5月31日发生一次

降雨事件,降雨量为8.9mm,5cm土壤含水量因雨

水入渗有明显增加,15,30,60cm土壤含水量保持相

对稳定(图1b)。以上两次降雨事件的等级属小雨,
后一次降雨事件的降雨量(8.9mm)大于前一次(4.8
mm),其入渗深度也大于前一次。

2018年7月22日至7月23日和2018年4月5
日各发生了一次等级为中雨的降雨事件,降雨量分别

为17.8,24.0mm。在各自的分析时段内,5,15cm土

壤含水量均有较明显增加,30,60cm土壤含水量保

持稳定,即雨水入渗深度均超过15cm但未达30cm
(图1c,1d)。

2018年8月13日和2019年6月6日各发生了

一次等级为大雨的降雨事件,降雨量分别为37.6,

41.2mm。在入渗作用下,5,15,30cm土壤含水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60cm 土壤含水量在2018年8
月13日降雨发生期间及发生前、后一段时间内保持

相对稳定,表明雨水入渗未到达60cm(图1e);在

2019年6月6日降雨事件的入渗作用下,60cm土壤

含水量有小幅增加(图1f),即此次降雨事件的入渗达

到了60cm。

2018年5月24日至25日和2019年8月10日

至8月11日各发生一次暴雨事件,降雨量分别为

107,55m,各观测深度土壤含水量均有明显增加,入
渗深度超过60cm(图1h,1g)。

3.2 模型验证

选取 均 方 根 误 差 (RMSE)和 纳 什 效 率 系 数

(NSE)作为评价指标;RMSE表示模拟值与实测值之

间的平均误差水平,其值越接近于0,误差越小;NSE
表征模型效率,其值越接近1,模型的可信度越高。
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RMSE=
1
n∑

n

i=1
(Si-Oi)2 (7)

   NSE=1-
∑
n

i=1
(Oi-Si)2

∑
n

i=1
(Oi-Oi)2

(8)

式中:Si为土壤含水量的模拟值;Oi为土壤含水量的

实测值;Oi为实测值的平均值。
利 用 HYDRUS-1D 对 研 究 区 20180404—

20190919(共计12811h)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进行

模拟,结果见表3及图2。

表3 土壤含水量模拟误差评价指标统计结果

深度/cm RMSE NSE

5 0.034 0.77
15 0.022 0.78
30 0.015 0.83
60 0.012 0.84

参考同类研究对 HYDRUS-1D模拟误差的评价

结果,张洛丹等[26]对黄土高原两种乔木林土壤水分模

拟结 果 的 RMSE在0.018~0.029cm3/cm3 之 间;

Kanzari等[27]对突尼斯半干旱地区土壤水分模拟结果

的RMSE在0.10~0.20cm3/cm3 之间。本研究误差分

析结果接近并部分优于上述结果,表明 HYDRUS-1D
对研究区草地土壤水分模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模拟

结果可靠性强。

3.3 入渗深度的模型验证

为验证基于观测数据分析得到的不同等级降雨事

件降雨量与入渗深度结果(图1)的正确性,将表2所示

8次降雨事件的降雨集中时段和同期不同深度土壤含

水量的观测及模拟结果进行整理,结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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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区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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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8次降雨事件与各深度土壤含水量变化过程

  由图3a可知,5cm 土壤含水量的观测结果在

2018年10月9日小雨事件发生过程中及发生前、后
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而模拟值在降雨集中时段有

轻微的增加,模拟值不同于观测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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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界只要有水量的输入,模型中的土壤含水量就会

增加,从而导致了5cm土壤含水量观测和模拟结果

之间的微小差异,也证实了研究区草地具有较强的截

留作用。图3b所示为2018年5月30日至5月31
日小雨事件发生及前、后一段时间土壤含水量的变动

情况,5cm土壤含水量的观测值和模拟值均有增加,
且增加幅度相近,而15cm的观测值和模拟值均保持

相对稳定,由此验证了前述(5月30日至5月31日小

雨事件)降雨量与入渗深度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两次

中雨事件(表2)同期土壤含水量模拟结果显示,

30cm土壤含水量未发生变动,而15cm土壤含水量

有了较明显增加(图3c,3d),结果与前述中雨条件下

的降雨量与入渗深度分析结果一致;大雨事件(表2)
发生过程的土壤含水量模拟结果显示,2018年8月

13日的入渗未达到60cm,(图3e,60cm土壤含水量

未增加),而2019年6月6日的入渗深度达到了

60cm(图3f),模拟结果也与前述一致。对于表2所

示的两次暴雨事件,模型计算过程中,暴雨发生期间

60cm(第四层底部)土壤水分通量不为0,发生了向

下释水(图3g,3h),说明入渗已超过60cm,从而验证

了暴雨的入渗深度超过60cm的正确性。通过上述分

析可知,在缺少实测土壤含水量的情况下,可利用

HYDRUS-1D对研究区不同降雨事件的入渗深度进

行较准确的推求。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为探讨研究区草地植被条件下不同降雨等级的

降雨量与入渗深度的关系,对随机选取的多次降雨事

件与同期土壤含水量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等级降雨事件的降雨量不同,入渗深度存在差

别,一般情况下,降雨量越大,入渗深度也越大。对于

研究区单一草种(狗牙根)的草地,小雨的入渗深度一

般小于15cm,中雨的入渗深度多小于30cm,而大雨

的入渗深度多超过30cm,有的超过60cm,暴雨的入

渗深度更大。研究结果与吴辰(2018年)[28]同类研究

(植被类型与本研究不同)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HYDRUS-1D对研究区草地植被土壤水分的模

拟结果表明,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模拟结果均较好

地再现了观测数据的变化过程,但模型对不同深度土

壤含水量模拟结果的误差不同,5cm土壤含水量模

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时段性差别较大,计算期间内的

各误差评价指标在各深度模拟结果的误差中也是最

大的,如RMSE为0.034cm3/cm3,NSE为0.77;随着

深度的增加,模拟精度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5cm

土壤含水量受降雨入渗和蒸散发等因素的随机影响

较大,而 HYDRUS-1D功能为对土壤水分的垂向运

动过程进行模拟(没有土壤水分横向扩散过程的计

算),且在垂向计算过程中,模型将截留作为ET0 的

一部分,所以对降雨过程中植被截留的准确评价难于

实现[29];由于研究区草地根系深度在10cm左右,随
着深度的增加,蒸散发和雨水入渗对土壤含水量的影

响逐渐减小,模拟结果的精度也随之增加。5cm土

壤含水量的模拟误差虽然在各深度模拟结果中是最

大的,但模拟精度依然较高,NSE接近0.80。

HYDRUS-1D模型是模拟土壤水分运移的常用

工具,但实际土壤水分入渗问题与地表植被类型、土
壤物理性质等众多因素相关。本研究依托扬州大学

扬子津校区农水与水文生态试验场单一草种的草地

植被(狗牙根草坪),对城市化背景下草地植被降雨事

件与入渗深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对其合理性进行

了模型验证,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等级降雨事件与

入渗深度的关系;HYDRUS-1D对不同深度土壤含水

量的模拟结果可以较准确地描述狗牙根草坪土壤含

水量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城市化

条件下草地植被入渗特性以及实现土壤水分时空多

尺度准确模拟,需对不同类型草地植被截留特性、土
壤物理结构等参数进行精确调研、构建具有支撑多尺

度时间和空间模拟功能的土壤水分数值模型,相关研

究工作将在今后持续开展。

4.2 结 论

本文以扬州市区域性单一草种的草地植被(狗牙

根草坪)为研究区,分析降雨等级与入渗深度的关系并

对土壤水分模拟结果进行评价,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等级降雨事件与入

渗深度的关系,总体上,降雨事件的降雨量越大,入渗

深度也越大;小雨的入渗深度一般小于15cm,中雨

的入渗深度多小于30cm,大雨、暴雨的入渗深度多

超过60cm。
(2)HYDRUS-1D对研究区土壤水分模拟具有

很好的适用性,随着深度的增加,模拟精度有所提高。
(3)利用HYDRUS-1D可对研究区草地不同降雨

事件的入渗深度进行精度较高的模拟,在缺少观测土

壤水分数据条件下,可利用 HYDRUS-1D模型推求不

同等级降雨事件的入渗深度,结果具有较高精度。

[ 参 考 文 献 ]
[1] 徐宗学,程涛.城市水管理与海绵城市建设之理论基础—

城市水文学研究进展[J].水利学报,2019,50(1):53-61.
[2] 张永旺,王俊,屈亚潭,等.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

水分有效性评价[J].灌溉排水学报,2020,39(6):79-85,114.

521第3期       朱超凡等:基于 HYDRUS-1D的城市草地土壤水分模拟



[3] 朱忠礼,林柳莺,徐同仁.海河流域不同下垫面土壤水分

动态模拟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12,27(7):778-787.
[4] MuldavinE,MooreD,CollinsS,etal.Abovegroundnet

primaryproductiondynamicsina NorthernChihuahuan
Desertecosystem[J].Oecologia,2008,155:123-132.

[5] PanFeifei,ChristaD,Peters-Lidard,etal.Ananalyti-
calmethodforpredictingsurfacesoilmoisturefrom
rainfallobservations [J].WaterResourcesResearch,

2003,39(11):1314-1333.
[6] 周海,赵文智.河西走廊典型荒漠区土壤水分对降水脉动

响应的稳定同位素 分 析[J].中 国 沙 漠,2016,36(6):

1637-1645.
[7] 刘战东,秦安振,宁东峰,等.降雨级别对农田蒸发和土壤

水再分布的影响模拟[J].灌溉排水学报,2016,35(8):

1-8.
[8] 俞双恩,李倩倩,陈凯文,等.DRAINMOD和 HYDRUS-

1D模型对水稻控制灌排条件下农田水位的模拟[J].河
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8(1):46-52.

[9] 徐丽萍,张朝晖.基于 Hydrus-1D的滴灌土壤水分运移

数值模拟[J].节水灌溉,2019(2):64-67.
[10] MaHuan,YangDawen,LeiHuimin,etal.Applica-

tionandimprovementofHydrus-1D modelforanaly-
zingwatercycleinanagriculturalfield[J].Transac-
tionsoftheChineseSocietyofAgriculturalEngineer-
ing,2011,27(3):6-12.

[11] Satchithanantham S,KrahnV,RanjanRS,etal.
Shallowgroundwateruptakeandirrigationwaterredis-
tributionwithinthepotatorootzone[J].Agricultural
WaterManagement,2014,132:101-110.

[12] RiesF,LangeJ,SchmidtS,etal.Rechargeestimation
andsoilmoisturedynamicsinaMediterranean,semi-
aridkarstregion[J].HydrologyandEarthSystemSci-
ences,2015,19(3):1439-1456.

[13] 童永平,贺美娜,孙慧,等.黄土关键带深层土壤水分动

态模拟与主控因素[J].第四纪研究,2017,37(6):1182-
1192.

[14] 盖佳敏,樊军,王胜.黄土高原粗质地土壤剖面水分运动

与浅层地下水补给可能性模拟[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8,26(2):253-262.
[15] 李冰冰,王云强,李志.HYDRUS-1D模型模拟渭北旱

塬深剖面土壤水分的适用性[J].应用生态学报,2019,

30(2):398-404.
[16] 范海荣,常连生,王洪海,等.城市草坪土壤肥力综合评

价[J].草业科学,2010,27(10):17-22.
[17] 许翼,徐向舟,于通顺,等.强降雨条件下城市回填土草

坪径流系数的影响因子分析[J].水土保持学报,2014,

28(6):82-87.
[18] 杨世梅,张涛,赵秋梅,等.贵阳市不同栽培草地生态系

统呼吸特征及其影响因子[J].草业科学,2020,37(11):

2211-2222.
[19] 许凤群,王荃.扬州市地下水资源特征及可持续利用对

策研究[J].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15,19(4):32-36.
[20] 徐俊增,彭世彰,张行南,等.两种Penman-Monteith公

式计算草坪草参考腾发量的适用性[J].农业工程学报,

2009,25(12):32-37.
[21] 周钦,黄金柏,周亚明,等.城市背景下草地蒸散发及土

壤水分变异特性:以扬州区域性草地植被为例[J].节水

灌溉,2019(3):22-26.
[22] ChenM,WillgooseGR,SacoPM.Spatialprediction

oftemporalsoilmoisturedynamicsusing HYDRUS-
1D[J].HydrologicalProcesses,2014,28(2):171-185.

[23] 黄玫,季劲钧.中国区域植被叶面积指数时空分布:机理

模型模拟与遥感反演比较[J].生态学报,2010,30(11):

3057-3064.
[24] CaiqiongY,JunF.ApplicationofHYDRUS-1Dmodel

toprovideantecedentsoilwatercontentsforanalysisof
runoffandsoilerosionfromaslopeontheLoessPlat-
eau[J].Catena,2016,139:1-8.

[25] 熊沛枫.黄土丘陵区草地群落冠层降雨截留特征及优势

种对降雨的响应[D].陕西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
[26] 张洛丹,张瑜,黄明斌,等.黄土高塬沟壑区两种乔木林

土壤水分平衡的模拟[J].水土保持研究,2015,22(2):

26-31.
[27] 王宇祥,刘廷玺,段利民,等.基于 Hydrus-1D模型的科

尔沁沙地沙丘—草甸相间区土壤水分动态模拟[J].中
国沙漠,2020,40(2):195-205.

[28] 吴辰,郝振纯,鲁承阳,等.五道沟地区土壤水分动态变

化规律及模拟研究[J].水电能源科学,2018,36(9):

138-142.
[29] SutantoSJ,WenningerJ,Coenders-GerritsAMJ,et

al.Partitioningofevaporationintotranspiration,soil
evaporationandinterception:Acomparisonbetween
isotopemeasurementsandaHYDRUS-1Dmodel[J].
Hydrology& EarthSystem Sciences,2012,16(8):

2605-2616.

62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第41卷第3期
2021年6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Vol.41,No.3
Jun.,2021

 

  收稿日期:2021-01-15       修回日期:2021-03-12
  资助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河生态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AHSKY2019D026);安徽理工大

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淮河生态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共生性研究”(2020CX2089),“淮河生态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对生态
环境质量影响研究”(2019CX2075)

  第一作者:赵杨秋(1995—),女(汉族),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工程。Email:yzqjiayou@126.com。
  通讯作者:何刚(1966—),男(汉族),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生态安全、生态风险研究。Email:hgang0111@163.com。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工业生态安全动态
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赵杨秋,何 刚,王莹莹,阮 君,张 朋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232001)

摘 要:[目的]对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和预测,为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和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框架模型构建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聚类工具进行安全等级划分,结合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评价2009—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运

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2019—2025年工业生态安全水平进行科学预测。[结果]①从总体上看,2009—

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安全等级由“临界安全”上升为“较安全”;②从各子

系统来看,2009—2018年压力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呈上升态势,状态和响应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呈先下降后上

升态势;③BP神经网络预测结果显示:2019—2025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态势总体呈波动上升状态,处于

“临界安全”向“较安全”转变态势;④影响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包括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

例、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污水集中处理率、森林覆盖率和人口密度,是今后调控的方向。[结论]研究

期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波动明显,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工业生态安全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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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AssessmentandObstacleFactorDiagnosisofIndustrial
EcologicalSafetyBasedonBPNeuralNetwork

ZhaoYangqiu,HeGang,WangYingying,RuanJun,ZhangPeng
(CollegeofEconomicandManagement,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Huainan,Anhui232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ndustrialecologicalsafetyofAnhuiProvincewasevaluatedandpredicted,in
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industrialecologicalsafetyinAnhui
Province.[Methods]Pressure,state,response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economic,andsocialframe-
workmodelswereusedtoestablishtheindustrialecologicalsafetyevaluationindexsystem.Clusteringtools
wereusedtoclassifysafetylevels,andcombinedtheentropyweightmethodandthecomprehensiveindex
methodtoevaluatetheindustrialecologicalsafetylevelinAnhuiProvincefrom2009to2018.Weemployeda
BPneuralnetworkmodeltoscientificallypredicttheindustrialecologicalsafetylevelinAnhuiProvincefrom
2019to2025.[Results]①Fromanoverallperspective,theindustrialecologicalsafetyevaluationindexof
AnhuiProvincefrom2009to2018showedafluctuatingupwardtrend,andthesafetylevelrosefrom“critical
safety”to“safer”.②Fromtheperspectiveofeachsubsystem,theevaluationindexofthepressuresubsys-



temshowedanupwardtrendfrom2009to2018,andtheevaluationindexesofthestateandresponsesubsys-
temsfirstdeclinedandthenincreased.③TheoverallsituationofindustrialecologicalstateinAnhuiProvince
from2019to2025fluctuatedandrose,andthesafetylevelrosefrom“criticalsafety”to“safer”.④Themain
obstaclesaffectingtheindustrialecologicalsafetyofAnhuiProvinceincludedtheratioofemployeesinthe
secondaryindustry,theratioofthesecondaryindustrytoGDP,andtheratioofcentralizedsewagetreat-
ment,forestcoverage,andpopulationdensity,whichprovidingdirectionforfutureregulation.[Conclusion]

TheindustrialecologicalstateinAnhuiProvincefluctuatednoticeablyduringthestudyperiod,butshowed
anoverallupwardtrend,andtheindustrialecologicalstatewassignificantlyimproved.
Keywords:PSR-EEESmodel;BPneuralnetworkmodel;ecologicalsafetyevaluation;obstaclefactor;Anhui

Province

  生态安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且是影响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2020年两会期间,习近平

同志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
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

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研究十分重要,有利于提高生态

安全水平和促进工业经济绿色发展。生态安全是对

维护和保障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协调、
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探讨[1]。生态安全评

价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生

态安全状况的定性和定量描述[2],促进和维护生态系

统的稳定。
国外生态安全评价主要从生态风险评价和预

报[3]、环境冲突评价[4-5]、自然灾害评价等[6]方面进行

研究,研究模型主要有PSR(press-state-response)[7]、

系统动力学模型[8]、变权模型等[9],已经具备全面的

评价体系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国内生态安全评价研

究内容重点在评价方法[10]和评价系统构建[11]两方

面,研究维度由土地[12]延伸到工业、旅游[13]、公路路

域环境、农田[14]、水环境[15]、湿地[16]、景观等[17]方

面。21世纪初期,中国才开始对工业这个维度的生

态安全进行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工业生态安全评价、
工业生态安全预警、工业生态脆弱性等[18]。生态安

全评价方法主要有正态云模型、综合指数法、TOP-
SIS法(techniquefororderpreferencebysimilarity
toidealsolution)和云物元模型等。在预测方法上,

又以 灰 色 理 论[19]、情 景 分 析[20]、RBF 神 经 网 络

(radialbasisfunctionneuralnetwork)[21]、可 拓 分

析[22]、BP 神 经 网 络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等[23]预测方法为主,余文波等[24]对土地进

行评价和调控,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湖南省未来6a
的生态安全值进行预测;周彬等[25]通过灰色系统

GM(1,1)模型和RBF神经网络模型对普陀山岛旅

游生态安全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将两种预测结果进

行比较选优;高家骥等[26]研究南四湖湖泊湿地生态

环境状态,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未来10a警度发

展进行预测。以上研究内容主要偏向于单方面因素

的研究,片面性较强,缺乏综合性交叉及定量实证研

究,又因为关于工业生态安全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

究时间较短,因而提出两方面的不足:①生态安全等

级的分类多以平均分类法进行划分,因而等级的判断

精准度不够;②对于生态安全评价预测方面的研究不

够,没有考虑到预测精度问题及未来区域发展对生态

安全的作用影响。

BP神经网络是20世纪80年代 Rumelhart和

McClelland提出的一种以误差为依据进行多次反向

传播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27],通过逼近非线性连续

函数时改变神经元个数的方法提高模型的准确度,且
具有高度自学和自适应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

PSR-EEES模型构建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

测算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借助BP神经网络算

法对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进行预测,旨在通过该算法

预测出后续几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从工业维

度提高区域安徽省生态安全水平,为促进安徽省区域

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1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 位 于 中 国 长 江 下 游,淮 河 中 游,处 于

114°54'—119°37'E,29°41'—34°38'N。安 徽 省 的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一直以来较为兴盛,2019年安

徽省生产总值为3.71×1012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

1.15×1012元,比例为30.86%,展现了庞大的工业规

模,为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

物质基础。但由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工业生

产过程中三废的产生量急剧增加,未经处理的化学物

质投放速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速度,加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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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开采生态资源及生产生活中的大量流费,资源破

坏生态污染问题蔓延甚至呈扩大趋势,全省工业生态

安全面临沉重压力,虽环保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形势

仍不容乐观。

1.2 指标体系构建

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融合自然、环
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复合系统,从自然生态环境

安全角度开展研究,同时对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

环境安全领域也有涉及,具有综合复杂性和动态变化

性的特点,其指标的选择要结合工业生态安全的特

点,除了能反映工业生态状况的实际情况,也应该考

虑到人类相关活动对工业生态安全的潜在影响和其

他重要因素。最初在1979年由加拿大统计学家

J.R.David和TonyFriend提出、后由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进一

步完善的PSR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3方面反映了

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有助于系统性的对工业生态安全指标的选取进行

指导[28]。
本研究基于PSR模型,加入自然、环境、经济和

社会4个指标因素,组合形成PSR-EEES模型(press-
state-response—ecology-environment-economy-society),
强调压力、状态、响应3方面均具有生态、环境、经济

和社会4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利于从动态的角度更好

的诠释工业生态安全的演变过程(图1)。

图1 PSR-EEES模型运行机制

基于PSR-EEES模型的工业生态安全评价的运

行机制中,压力表征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对环境的

作用,是造成工业生态安全恶化的原因,选取单位

GDP能耗、生态环境补水率、GDP增长率、人口密度

等指标从生态压力、环境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

四方面进行构建;状态表征在压力的影响下,工业生

态安全的状态和变化的情况,选取森林覆盖率、水土

协调度、人均工业产值、失业率等指标从生态状况、环

境状态、经济状态和社会状态4方面进行构建;响应

表征面临压力和状态情况下,为了规避生态风险,促
进工业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采取的补救措施,选取自

然保护区面积比例、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
业污染投资额、每万人大学生数等指标从生态、环境、
经济和社会响应4方面进行构建。结合工业生态安

全内涵,参考相关学者研究成果[29],本研究构建系统

性的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表1)。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9年)》
《安徽统计年鉴(2010—2019年)》《安徽省环境状况

公报(2009—2018年)》《安 徽 省 环 境 质 量 报 告 书

(2009—2018年)》及《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五规划》等,其中生产总值相关数据均平减为2008
年不变价。

2 研究设计及等级判别

2.1 BP神经网络预测方法

2.1.1 BP神 经 网 络 结 构 BP神经网络运行原

理为:通过无数次正向与反向数据样本传播,修正神

经网络之间的权值和阈值使得输出样本和最终输出

样本之间的误差处于预定范围,则最终输出样本是十

分精确的,图2为其正、反向传播修正学习的算法

结构。

  注:φ,ξ为激活函数;xj 为输入层节点j的输入值;θj 为隐含层

节点的阈值;ak 为输出层的阈值;wij,wkj分别为输入层与隐含层、

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

图2 3层BP神经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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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BP神经网络学习 BP神经网络正向学习

过程为原始样本从输入层p 开始,途径隐含层T,最后

传到输出层q,3层BP神经网络p-T-q数学模型为:

Ui=φ(∑
p

i=1
wijxji+θi)

(i=1,2,…,p;j=1,2,…,T) (1)

Uk=ξ〔∑
T

j=1
wkiφ(∑

p

i=1
wijxi+θj)+ak〕

(i=1,2,…,p;j=1,2,…,T;

k=1,2,…,q) (2)
式中:Ui,Uk分别为隐含层和输出层的输出模型;φ,

ξ为激活函数;wij,wki分别为输入层与隐含层、隐含

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θi为隐含层节点的阈值;ak

为输出层的阈值;xj为输入层节点j的输入值。
误差反向传播通过调整各层神经元节点之间的

权值和阈值使之达到预期的误差范围,ek为网络预测

误差;η 为学习速率,则输出层和隐含层修正的权值

和阈值为:

 w'ij=wij+ηUi(1-Uj)xi∑
q

k=1
wkiek (3)

 w'ki=wki+ηUkiek (4)

 θ'i=θi+ηUi(1-Ui)∑
q

k=1
wkiek (5)

 a'k=ak+ek (6)
式中:w'ij,w'ki为修正误差后的权重,θ'i,a'k 为修正

误差后的阈值。

表1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系统 因素 指 标         计算方法          属性 权重

安
徽
省
工
业
生
态
安
全
科
学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压
力
P

生态压力
人均水资源量P1/(m3·人) 水资源总量/总人口 正 0.0435
单位GDP能耗P2(t标准煤) 直接获取 负 0.0246

环境压力

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P3/(t·10-4元)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负 0.0183
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量P4/(t·10-4元) 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负 0.0199
生态环境补水率P5/% 生态环境补水量/总用水量 正 0.0259

经济压力

GDP增长率P6 增长量/基期水平 正 0.0351
人均生产总值P7(元/人) 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 正 0.0298
TS值P8/%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正 0.0576

社会压力

人口密度P9/(人·km-2) 常住人口/总面积 负 0.0254
人口自然增长率P10 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负 0.0153
城镇化率P11 城镇人口/总人口 负 0.0333

状
态
S

生态状态
森林覆盖率S1 森林面积/总面积 正 0.0180
水产品产量S2/t 直接获取 负 0.0364

环境状态
水土协调度S3/(m3·hm-2) 地区水资源量/地区耕地规模 正 0.0655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S4〔分贝(A)〕 直接获取 负 0.0238

经济状态

第二产业比重S5 直接获取 负 0.0481
人均工业产值S6/(元·人) 工业生产总值/常住人口 负 0.042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S7 工业重复利用量/工业总用水量 正 0.0517

社会状态
城镇登记失业率S8 直接获取 负 0.0319
人均粮食产量S9/(t·人) 粮食产量/常住人口 负 0.0170

响
应
R

生态响应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R1 直接获取 正 0.0274
自然保护区面积比例R2 自然保护区面积/总面积 正 0.0488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R3/m2 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城镇人口 正 0.0263

环境响应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R4 直接获取 正 0.0288
污水集中处理率R5 污水集中处理量/污水集中排放量 正 0.0195

经济响应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比R6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地区生产总值 正 0.0418
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比R7 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正 0.0306

社会响应

机耕程度R8 机耕面积/耕地规模 正 0.0309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例R9 直接获取 负 0.0628
每万人大学生数R10(人) 大学生人数/常住人口 正 0.0196

2.1.3 模型学习结束检验 为验证模型学习效果,以
便更准确地预测工业生态安全发展态势,通过比较输

出结果,若没有达到预计期望,则将误差原路返回以

修正网络参数降低误差,看输出结果是否达到要求的

标准,若没有符合要求,继续进行循环训练,直到符合

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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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安全评估方法

2.2.1 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数据单位不同带来的误

差,对数据进行处理:
正向指标处理:

yij=(xij-minxj)/(maxxj-minxj)
  (i=1,2,…,n;j=1,2,…,m) (7)
逆向指标处理:

yij=(maxxj-xij)/(maxxj-minxj)
  (i=1,2,…,n;j=1,2,…,m) (8)

式中:xij为数据初始值;yij为数据标准化值。
2.2.2 指标权重 为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运

用熵权法对指标权重wj进行测算,公式为:

ej=-K∑
n

i=1
fijlnfij

K=
1
lnn

fij=
yij

∑
n

i=1
yij

,

当fij=0时,fijlnfij=0

(9)

     wj=
1-ej

m-∑
m

j=1
ej

(10)

式中:ej为第j项指标熵值;K 为常数;n为样本个数。

2.2.3 评价指数 参照相关研究[26-27],采用综合指数

法测算出3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并得出安徽省总评

价指数,具体公式为:

  
ESWIp=∑

m

j=1
wj·yij

ESWI=∑
3

p=1
ESWIp

(11)

式中:ESWIp(p=1,2,3)为各子系统的评价指数;

ESWI为工业生态安全总评价指数。

2.2.4 等级确定 聚类分析能将抽象对象按照相似

类分成若干组,本研究基于聚类分析工具中的系统

聚类法对2009—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水

平进行分类[32],划分出表2的安全、较安全、临界安

全、较不安全、不安全5个工业生态安全评价等级,对
应的指示灯分别为绿(Ⅴ)、蓝(Ⅳ)、黄(Ⅲ)、橙(Ⅱ)、
红(Ⅰ)。

表2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等级划分

安全等级 指示灯 综合安全评价
子系统

压力 状态 响应

不安全 红(Ⅰ) [0.0000,0.3700) [0.0000,0.1000) [0.0000,0.0979) [0.0000,0.1248)
较不安全 橙(Ⅱ) [0.3700,0.3958) [0.1000,0.1607) [0.0979,0.1152) [0.1248,0.1362)
临界安全 黄 (Ⅲ) [0.3958,0.5027) [0.1607,0.1814) [0.1152,0.1392) [0.1362,0.2020)
较安全 蓝 (Ⅳ) [0.5027,0.5691) [0.1814,0.2109) [0.1392,1.1923) [0.2020,0.2140)
安 全 绿 (Ⅴ) [0.5691,1.0000] [0.2109,1.0000] [0.1923,1.0000] [0.2140,1.0000]

2.3 障碍因子诊断

通过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度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安

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计算方法参

见范胜龙[33]研究。

  

Hj=
RjTj

∑
m

j=1
RjTj

×100%

Hp=∑Hj,

Tj=1-yij

(12)

式中:Hj,Hp分别为各指标及和子系统的障碍度;Rj

为因子贡献度,用权重Wj表示;Tj为指标偏离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预测结果

为预测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3个子系统2019—

2025年评价指数,采用BP神经网络算法实现,具体

操作为:首先,基于2009—2018年子系统的实际数

据,建立时间序列预测模型,选择4a作为一个周期,

依次建立2009—2012,2010—2013,2011—2014年等

7个周期进行迭代滚动预测。其次,以一组周期的前

3a数据作为一组样本输入值,预测下一年数据作为

样本输出值,2012—2018年共构成7组评价指数样

本输出值。最后,对于3层网络神经元的确定,输入

层的神经元数为3,输出层的神经元数为1;BP神经

网络的特点就是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不唯一,参照李

旭军[34]的研究,确定隐含层的最佳神经元个数为7。
在此基础上,运用 MatlabR2018b应用软件编写程

序,构造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学习,学习情况见图

3,学习结束检验见表3。由图3的各子系统学习情况

可知,模型的输入值与期望值相差不大;结合表3可知

压力子系统、状态子系统和响应子系统相对误差和绝

对误 差 均 较 小,平 均 相 对 误 差 分 别 为0.2868%,

0.2950%,0.2674%,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0457%,

0.0462%,0.0415%,模型精度很高,说明模型学习训

练情况很好,可用其进行预测,最终预测结果详见

图4,并根据式(11)计 算 出 安 徽 省 工 业 生 态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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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5年综合评价指数。

3.2 压力-状态-响应三大系统趋势分析

3.2.1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压力子系统趋势分析 
基于上述综合指数法测算到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子

系统的评价指数(图4,表4)。2009—2018年安徽省

工业生态安全压力评价指数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由

2009年的0.1199逐步增加至2018年的0.2109,安全等

级总体上沿着“较不安全”—“临界安全”—“安全”方
向演变,指示灯由“橙色”—“黄色”演变至“绿色”。

2009—2012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处于波动下

降期,2013—2018年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数转而大

幅度上升,平均增长率为8.49%,生态环境补水率、人
均GDP、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的生态安全评价

指数呈现不同程度的优化态势,说明对于缓解安徽省

工业生态安全压力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从具体指标

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数来看,生态环境补水率从2013
年的0.0097增加到2018年的0.0259,表明安徽省

通过相关措施在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恢复方面取得

一定成效。人均GDP以年平均增长速率为11.92%
的速度从2013年的0.0152提高到2018年的0.0298,
表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降低工业生态安全压力具

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人口密度从2013年的0.0204
降低到2017年的0.0048,城镇化率由0.0181减少到

0.0032,可见社会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环境向

好,因此合理推进城镇化,适度发展经济,节约利用水

资源能够缓解生态压力。

注:图中结果为 MatlabR2018b软件运行代码所得。

图3 2012-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各子系BP神经网络学习检验

表3 2012-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BP神经网络运行误差情况 %

年份
压力子系统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状态子系统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响应子系统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2012 0.3272 0.0416 0.0781 0.0095 0.7642 0.1119
2013 0.1391 0.0180 0.2404 -0.0235 0.4496 -0.0642
2014 0.6050 -0.0881 0.1577 0.0186 0.0299 0.0041
2015 0.4444 0.0722 0.1962 0.0273 0.1693 0.0258
2016 0.2509 -0.0539 0.3534 -0.0683 0.3277 -0.0566
2017 0.1561 0.0283 0.6119 0.1063 0.1245 -0.0266
2018 0.0848 -0.0179 0.4273 -0.0702 0.0066 0.0015
均值 0.2868 0.0457 0.2950 0.0462 0.2674 0.0415

 注:2009—2018年为测算所得结果,2019—2025年为预测结果,下同。

图4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数及发展趋势

3.2.2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状态子系统趋势分析 
2009—2018年 状 态 子 系 统 处 于 波 动 状 态,2009—

2010年工业生态安全状态极好,然而在2011年评价

指数急速下降到0.1152,形势不容乐观,随后呈现不

稳定的上升态势,安全等级演变为“安全”—“临界安

全”—“较安全”,指示灯由“绿色”—“黄色”演变至“蓝
色”(图4,表4)。2011年正处于安徽省“十二五”规划

的开启年,“861”行动计划也持续深入实施,这是

2011年状态子系统评价指数降低的原因。随后几

年,由于水资源浪费、农业面源污染、人为破坏、工业

污染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安徽省状态子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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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呈现不稳定状态,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安徽省水资源总量每年波动幅度极大,致使水土

协调能力进一步下降,可见安徽省自然资源及环境对

工业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很大。2017年安徽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安徽省“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的

通知》指出水环境质量形势严峻,明确实施最严格的

水环境控制单元管理,着力加强水资源的污染防治工

作。此外,经济发展对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的影

响同样不容忽视,如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致使土地结

构破坏、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造成水体污染、
土壤被化学物污染进而遭到破坏和生产产生的工业

噪声对动植物产生危害,因此需多方面协同推进和重

点把握同时进行以此改善状态子系统带来的影响。

表4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级别表现

年份
评价等级

压力系统 状态系统 响应系统 综合安全

2009 Ⅱ Ⅳ Ⅲ Ⅲ
2010 Ⅲ Ⅴ Ⅲ Ⅳ
2011 Ⅱ Ⅲ Ⅲ Ⅲ
2012 Ⅱ Ⅲ Ⅲ Ⅲ
2013 Ⅱ Ⅱ Ⅲ Ⅱ
2014 Ⅱ Ⅲ Ⅲ Ⅲ
2015 Ⅲ Ⅳ Ⅲ Ⅲ
2016 Ⅴ Ⅴ Ⅲ Ⅴ
2017 Ⅳ Ⅳ Ⅴ Ⅴ
2018 Ⅴ Ⅳ Ⅴ Ⅴ
2019 Ⅴ Ⅳ Ⅴ Ⅴ
2020 Ⅴ Ⅳ Ⅴ Ⅴ
2021 Ⅴ Ⅳ Ⅴ Ⅴ
2022 Ⅴ Ⅳ Ⅳ Ⅴ
2023 Ⅴ Ⅳ Ⅱ Ⅳ
2024 Ⅴ Ⅳ Ⅲ Ⅳ
2025 Ⅴ Ⅳ Ⅲ Ⅳ

3.2.3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响应子系统趋势分析 
2009—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数主要呈

稳定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快,安全等级由“临界安

全”演变为“安全”,指示灯由“黄色”变为“绿色”。由

表4和图4可知,2009—2016这一阶段,安徽省工业

生态安全水平基本处于“临界安全”状态,2009年响

应子系统安全评价指数为0.1428,到2016提高到

0.1728,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077%,处于向好

发展态势。随后2016—2018年,响应子系统安全评

价指数增长幅度明显,由0.1728提高到0.2285,期
间增速为9.7627%,与上一阶段相比,年平均增长速

率增加近3倍。其中,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工业企业科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等指标

的评价指数呈不同幅度的上升趋势,表明这些指标对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响应子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

进作用。为了改善工业生态安全水平,缓解生态破坏

等一系列问题,安徽省积极出台了《安徽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等一系列政策规

定,采取“控制污染严重产业的布局,建设工业垃圾处

置工程,创新污染防治管理机制,建设湿地恢复工程,
限制水产养殖规模”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提高了工业

生态安全水平,全省污染物处理能力、治理投资力度

明显加强,污染治理效果明显好转;全省绿化覆盖率

明显增加,有效调节生态质量水平;全省高水平就业

人员、设备投入明显增多,为生态安全提供技术支持。

3.2.4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演变及趋势分析 
根据图4和表4可知,2009—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

较为安全,安全等级由 “临界安全”转为 “安全”,指示

灯由“黄色”变为“绿色”,表明这期间安徽省工业生态

安全总体水平正逐渐提高,日渐向好发展。2009—

2015年安全等级较低,工业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同年

响应子系统的安全等级与全省总体水平相似,表明响

应子系统对全省总体生态安全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随后几年,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数上升,安全

等级基本处于“安全”状态,表明这期间安徽省工业生

态安全水平较高。安徽省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注
重对工业生态安全的保护力度,针对淮河和巢湖等重

点流域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修复政策,节能技术产品装

备和工业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等高效节能环保工

程相继投入使用,植树造林和林业保护项目也有序开

展,使得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安全等级

上升为“安全”,评价指数上升0.1493,幅度有限;但
是空气质量下降、工业“三废”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生
态植被破坏、重点流域污染等问题仍十分明显,工业

生态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说明这几年安徽省为保护

生态安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执行的措施并没有起

到显著的效果。

3.3 BP神经网络评价预测结果与分析

基于PSR三大子系统2009—2018年评价数据

预测出2019—2025年各子系统评价指数并测算安徽

省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数(图4,表4)。就压力系统

而言,未来几年,是安徽省城镇化与工业化提速发展

的重要阶段,同时国家明确提出解决污染防治重要任

务,全省迅速做出反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出台各项

环境政策、对工业企业防污提出要求。由表4可知,

2019—2025年压力系统评价指数持续波动上升,处
于“安全”状态,指示灯为“绿色”,与预期相符。就状

态系统来看,2019—2025年,在压力系统的作用下,
尤其是在生态环境的恢复和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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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状态系统的生态安全形势一片

大好,处于“较安全”状态,指示灯为“蓝色”,表明状态

系统对提高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响应系统,根据预测结果可知,2019—2021年安

全评价指数平稳上升,2022—2025年出现下降趋势,
安全等级由“安全”演变为“临界安全”,指示灯由“绿
色”转变为“黄色”。随着安徽省“十四五”规划的到

来,一系列环保举措的进一步实施及对工业企业进行

政策布局,各类污染治理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安徽省

主导产业是第二产业,随着工业经济深入发展不可避

免地占领大面积生态用地、运用大量生态资源,工业

生态安全质量仍然有恶化的风险。总体来看,按此发

展态势,2019—2025年,若不出现大的变故,安徽省

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状态,在平稳

中略有下降,不会出现极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但由于

响应系统评价指数有逐步下降趋势,对安徽省总体的

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形成负面影响,因而总体评价指数

一直保持在0.55左右,处于刚从“较安全”过渡到“安
全”的状态,与到达完全“安全”状态差距较大,因此,
未来几年全省仍应把生态保护放在工作的第一位,继
续采取措施加大环境改善力度。

3.4 工业生态安全关键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障碍度模型并借助2009—2018年标准化处

理后的指标值与指标对应的权重计算出各指标障碍

度,障碍度大小能够判断该指标在安徽省工业生态安

全水平中起到的作用程度,若指标障碍度越大,则对

安徽工业生态安全制约程度越大。因此对安徽省工

业生态安全指标障碍度进行分析可探知其工业生态

安全水平高低的主要原因(图5)。

图5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的障碍系统分析

从各子系统看,图5中通过障碍度模型得到的三

大系统的障碍度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状态系统各指

标障碍度总体上高于压力系统和响应系统,从2009
年的第三障碍系统上升为2018年的第一障碍系统,
因此状态系统是影响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的关

键障碍系统。响应系统各年的障碍度占比范围在

28%~40%之间,状态系统的障碍度占比范围在

25%~43%之间,二者是造成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

平波动的根本原因,应该成为今后提高工业生态安全

的首要关注对象。压力系统的障碍度相对较小,且每

年的障碍度基本保持下降趋势,表明安徽省对于缓解

工业生态安全中压力指标的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的

进行中,对工业生态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不会造成太

大的影响。
选取障碍度最大的前5个指标分析安徽省工业

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子(表5)。

表5 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子

年份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2009 S1(36.6337) R5(31.5712) R10(32.9619) P3(29.1766) R1(23.2456)
2010 R5(23.6426) R10(22.4930) P5(20.3140) R1(19.7368) P3(19.2511)
2011 P4(24.1878) R4(19.1177) S5(17.3656) S8(16.9460) R5(16.1062)
2012 R7(19.0413) S5(18.0741) R1(16.2281) P8(16.1006) S1(15.8416)
2013 S5(16.7813) R2(15.8929) S1(15.8416) R7(15.8571) P1(15.1639)
2014 R2(17.8001) S3(15.1086) S5(14.8728) P6(14.3961) R9(14.3671)
2015 P6(17.0856) R9(15.7574) S2(15.7385) R2(15.2572) S9(14.8050)
2016 S2(17.5262) R9(16.6843) P9(15.8741) P11(15.6290) R4(13.4671)
2017 P10(32.7434) P9(19.7928) P11(17.9994) R9(17.4699) S3(14.9617)
2018 S9(26.1978) P9(23.3491) S4(23.0769) P11(19.8957) R9(17.6465)

  注:表中符号为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具体含义见表1。

  按具体指标来看,障碍度排名前五名的指标出现

频率从多到少分别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R9)、
第二产 业 占 GDP 的 比 例(S4)、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R5)、森林覆盖率(S1)、人口密度(P9),是改善安徽

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的首要调节对象。第二产业就

业人员比例为社会响应指标,是2014—2018年影响

工业生态安全水平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安徽省第二产

业就业人数仍在持续上升,表明工业企业就业人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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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空间在扩大,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仍不可小觑,加
强安徽省新型工业化进程是一项亟待实施的任务;第
二产业占 GDP的比例为经济状态指标,是2011—

2014年安徽工业生态安全障碍因子之一,作为一个长

期靠工业拉动经济发展的大省,工业污染排放程度仍

然左右着全省生态环境水平;污水集中处理率为环境

响应指标,在2009—2011年严重阻碍安徽工业生态

安全提高,表明重视污染物处理是有效改变安徽省工

业生态安全的方法;森林覆盖率为生态响应指标,随
着快速工业化时期的到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对

环境质量保护力度的加强,森林覆盖率一定程度上代

表着人民生态观念的提高程度,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

度;人口密度为社会压力指标,是2016—2018年产生

的障碍因子,人口多意味着资源需求增加,打破了生

态的平衡,对生态产生巨大的压力。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PSR-EEES模型评价安徽省工

业生态安全水平,运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工业生态安全

评价指数,依据聚类分析工具确定工业生态安全等

级,以2009—2018年数据为基础,通过BP神经网络

算法测算2019—2025年工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数,最
后,依据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的

主要障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1)2009—2018年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总

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安全等级由2009年的“临界安

全”恶化为2013年的“较不安全”,后又缓解为2018
年的“安全”状态,指示灯转变趋势为“黄色”—“橙
色”—“绿色”。就各子系统而言,压力子系统评价指

数处于稳定上升态势,后期一直处于“安全”状态;状
态子系统和响应子系统评价等级都呈现先下降后上

升态势,从而影响了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水平提高。
(2)本研究通过构建PSR模型,又创新性的采用

EEES模型深入各个角度从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

多方面分别探析子系统的评价趋势,体现了生态安全

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相互能动关系,使得指标

体系的系统性和层次性更加清晰,有利于系统全面的

研究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的评价状况。
(3)BP神经网络较其他预测方法而言,模型预

测精确度很高。本研究创新性的运用此算法对安徽省

工业生态安全未来几年的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发展趋势

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BP神经网络的准确性高、误
差小,未来7a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状况良好,说明BP
神经网络是生态安全评价预测的有效方法之一。

(4)通过研究结果可知,状态子系统和响应子系

统是影响安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的主要原因,第二产业

从业人员比例、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污水集中处

理率、森林覆盖率、人口密度为首要调节对象。全省

需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约水资源、合理开

发建设用地,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步

伐,同时增强工业企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观念,进而

持续改善工业生态安全水平。

4.2 讨 论

目前工业是对生态环境产生压力最大的行业之

一,提高区域工业生态安全水平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

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安徽及周边省份相关数

据可知,山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作为经济发达的沿

海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较高,位居安徽周边省份前3
名,安徽省是除江西省外工业废水排放量最低的省,
说明安徽省水资源污染控制力度在不断加强;但近两

年安徽省工业废气排放量下降速度有所减缓,成为除

江苏省和山东省外工业废气排放量最高的地区,表明

安徽省大气污染比较严重,大气质量没有得到高关

注,后续应该加强对于大气环境的治理力度。这几年

安徽省加快重点城镇规划和建设步伐,大力推进皖北

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加快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此外,
全省经济总量扩张呈加速态势,工业一直是促进安徽

省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生态安全政策不到位,工业

企业污染物的排放会大大增加环境的恶化速度。因

此,安徽省出台了一系列生态安全政策《生态全省建

设实施纲要》《安徽省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

方案》等,在强力推动绿色发展、重视生态保护、提高

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背景下,全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

平稳,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但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污水集中处理率、森林覆盖

率、人口密度及工业废气排放量等因素仍然是提高安

徽省工业生态安全的阻力,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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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坡度因子的多重分形谱特征

夏积德1,丛佩娟2,李俊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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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有效科学量化地形因子,兼顾地物局部与整体的自相似性,总结黄土高原不同地貌区坡度

地形因子的多重分形特点,为后续黄土高原地形因子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选取黄土高原不同地区

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采用盒维数计算多重分形谱方法,检验各研究区坡度数据的多重分形特征,对
坡度因子进行多重分形运算,计算坡度分形体的多重分形谱和多重分形特征参数。[结果]最小坡度奇异

指数变化范围在黄土塬区为(1.82~2.90),山地区为(1.92~2.43),变化幅度较大;黄土丘陵区和河谷平原

区最小坡度奇异指数范围分别是(1.94~2.07)和(1.85~2.19),变化范围较小,地形较为均一。最大坡度奇

异指数所对应的多重分形谱值最大值为1.63,在河谷平原区,最小值为1.57,在黄土塬区,坡度最小地貌单

元在河谷平原区所占比例最大,在黄土塬区所占比例最小。[结论]不同研究区的多重分形谱差异可以真

实反映出地形复杂程度。与传统量化方法统计的结果对比,多重分形特征参数能够客观反映黄土高原不

同地形区域的多重分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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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ractalGeneralFeaturesofSlopeFactorsinLoessPlateau

XiaJide1,CongPeijuan2,LiJunfeng3

(1.Yangling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Shaanxi,Yangling712100,China;

2.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onitoringCenter,MinistryofWaterResources,Beijing
100053,China;3.ShaanxiBureauofSurveying,MappingandGeoinformation,Xi’an,Shaanxi71005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topographicfactorswereeffectivelyandscientificallyquantifiedwhileaccounting
forthelocalandglobalself-similarityofgroundobjects,andthemultifractalcharacteristicsofslopetopo-
graphicfactorsindifferentgeomorphicareasoftheLoessPlateauweresummarizedinordertoprovidearef-
erenceforsubsequentresearchontopographicfactorsintheLoessPlateau.[Methods]Thedigitalelevation
modle(DEM)datafromdifferentareasoftheLoessPlateauwereselected,andthemultifractalcharacteris-
ticsofslopedataineachstudyareaweretestedbyusingthemethodofboxdimensioncalculationmultifractal
spectrum.Themultifractalspectrumandmultifractalcharacteristicparametersofslopefractalbodywerecal-
culatedbymultifractalcalculationofslopefactor.[Results]Thevariationrangeoftheminimumslopesingu-
larityindexwas1.82—2.90intheLoessPlateauareaand1.92—2.43inthemountainarea,andthevariation
rangewasrelativelylarge.Theminimumslopesingularityindexrangeswere1.94—2.07and1.85—2.19in
theloesshillyregionandvalleyplainregion,respectively,withrelativelysmallvariationrangeandrelatively
uniformtopography.Themaximumvalueofthemultifractalspectrumcorrespondingtothemaximumslope
singularityindexwas1.63,andtheminimumvaluewas1.57inthevalleyplainarea.Thesegeomorphicunit
withthesmallestslopehadthelargestproportioninthevalleyplainareaandthesmallestproportioninthe
LoessPlateauarea.[Conclusion]Differencesinmultifractalspectrumsindifferentstudyareascantruly



reflectterraincomplexity.Comparedwiththestatisticalresultsoftraditionalquantitativemethods,themul-
tifractalfeatureparameterscanobjectivelyreflectthemultifractalfeaturesofdifferentterrainregionsinthe
LoessPlateau.
Keywords:terrainfactor;multifractal;theLoessPlateau;boxdimension

  地形因子是水土流失、水文过程模拟的参数,科
学量化地形因子对于水土流失这一地理界面过程的

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量研究发现,自然界中

大部分区域的地表形态复杂多变,呈现出明显的不均

匀性和分形特征,即具有以非整数维形式充填空间的

形态特征。若仅采用普通分形维数的方法并不能详

细且全面地反映不同区域条件、不同尺度下的地形因

子特征。在多重分形理论被提出后,由于其采用广义

维数和多重分形谱来描述分形客体,考虑了对象属性

在几何支集的空间奇异性分布这一特点[1],即能考虑

到复杂分形体内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分形特征,因
而逐渐被用于包括地形地貌学在内的各种地理学相

关研究。沈中原等[2]借助多重分形理论构建了海拔

信息空间分布概率计算模型;张建兴等[3]探讨了黄土

高原若干流域的河网分形特征并基于此建立起产沙

模数模型;王民等[4-5]运用多重分形理论及其实现方法

分析了大理河流域地表形态的多重分形特征。这些研

究多运用分形理论表征区域地貌形态的综合特征[6],
但对于黄土高原地区地形因子(如坡度)的多重分形研

究还很少涉及。因此,本文运用多重分形理论来研究

黄土高原地区地形因子的特点,旨在为黄土高原地区

开展地形因子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本研究对区域

水文过程、水土流失预报模型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地处中国中北部地区,辖内蒙古、山西、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河南7个省区,东西跨越

1000km多,南北跨越近750km,总面积约为6.40
×104km2,海拔高度介于1000~3000m,是中国4
大高原之一。黄土高原整体表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

特点,宁夏西南方的六盘山和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将整

个黄土高原划分为3个部分,在此划分基础上进一步

按照地形地貌特点将黄土高原划分为山地区、黄土丘

陵区、黄土塬区以及河谷平原区4种类型。山地区主

要包括马衔山地区、拉脊山地区、六盘山地区、子午岭

地区、太行山地区和吕梁山地区,海拔跨度大、地形地

貌差异较大,由于长期受重力、流水以及风力等侵蚀

因素的影响,山地区的地貌侵蚀现象严重,沟壑明显,
坡度较大;丘陵区作为黄土高原地区较为典型的地形

地貌区域有着十分广阔的分布区域,其占据了超过黄

土高原地区一半的面积。丘陵区在黄土高原分布范

围辽阔,不同区域的丘陵区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异;
黄土塬区中分布着大量塬面,塬面顶部十分平坦,地
形复杂程度较低。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塬面周围

陡峭的沟壑,这些沟壑分布在一个又一个塬面之间,
使得黄土塬区内部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十分大的反差,
地形复杂度对比强烈;河谷平原区以关中平原最具代

表性,关中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呈东西带状分布,地
形较为单一,多为平原,在长期的冲击下形成了平坦

开阔的地貌景观。

2 研究方法

在黄土高原不同地貌类型区内选择合适的研究

区,获取各子研究区的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空间分辨率为30m×30m,
并在GIS中提取得到坡度因子的栅格数据;随后,采
用盒维数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到坡度因子的多重分形

谱并对其主要参数及图像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2.1 多重分形谱的计算

盒维数方法是一种基于统计学原理的计算多重

分形的方法,具有简便且易于理解的特点,经常被用

于地形地貌多重分形的计算[7]。盒维数是用一系列

紧密相连的正方形盒子去覆盖分形体,即将研究对象

分为很多个(假设有i行j列总计N 个)尺度大小为

r的正方形网格单元[8],然后计算每个网格单元内的

概率测度。对于坡度因子来说,概率测度的大小可以

用坡度概率函数表示,每个小网格单元的坡度概率函

数的计算公式为:

Pij=Aij(r)/∑
N
Aij(r) (1)

式中:Pij(r)表示位于第i行第j列的网格的坡度概

率函数;Air(r)表示位于第i行第j列的网格内的坡

度统计值;N 表示网格单元的总个数,其在数值上满

足:N=i×j。
根据公式(1)并结合多重分形理论[9-10]可知,坡

度概率函数可以粗略衡量一个网格单元区域的地形

特点,数值越小表示该网格区域内坡度越小,具有越

平坦的地形特点,如塬面、平原等;反之,坡度概率函

数的数值越大表示网格区域内的坡度越大,地形起伏

程度越大,如峁、坡面等。
在盒维数方法中,检验一个研究对象是否具有多

重分形特征,有一个配分函数的概念[11],配分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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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如下:

Xq(r)=∑
N
〔Pij(r)〕q (2)

式中:Xq(r)表示分形体的配分函数;Pij(r)表示位

于第i行第j 列的网格的坡度概率函数;q 表示阶

矩,可以取任意实数,配分函数中q 的取值直接影响

着不同的概率测度在整个配分函数上所占比重的

大小。
对于给定的一对r 和q,都可以通过公式(1)和

公式(2)计算得到一个配分函数。在盒维数方法中,
如果研究对象具有多重分形特征,那么配分函数Xq

(r)和r之间应该满足以下的关系[12]:

Xq(r)∝rτ(q) (3)
式中:τ(q)是关于q的一个表达式,在探讨研究对象是

否具有多重分形特征的过程中无关紧要。
根 据 上 述 关 系 可 知,对 两 边 同 时 取 对 数,

lnXq(r)和lnr满足线性关系。因此绘制以lnr为横

轴、lnXq(r)为纵轴的散点分布图,对其拟合,如果

lnXq(r)—lnr图像为一系列斜率不等的直线,则表

明研究对象具有多重分形特征[13],可以进一步计算

其多重分形谱及其特征参数。
本研究利用Chhabra等[14]提出的一种建立在盒

维数方法基础上的通过拟合参数计算多重分形谱的

方法来计算多重分形谱。这种方法需要设立一个

经过归一化处理的测度集μij=(q,r),其计算公式

如下:

μij=(q,r)=
Pij(r)q

Xq(r)
(4)

在这个测度集的基础上结合多重分形的概念,可
以通过下面的公式来计算多重分形中的奇异指数α
和分形维数f(α):

α=lim
r→0

∑
N

i=1,j=1
{μij=(q,r)×ln〔Pij(r)〕}/lnr (5)

f(α)=lim
r→0

∑
N

i=1,j=1
{μij=(q,r)×ln〔Pij(r)〕}/lnr (6)

奇异指数α是一个标度指数,它是反映分形体内

各个小区间的奇异程度的一个量,α的数值与其所在

的位置有关。将分形上具有相同α 值的小区间数记

为f(α),基于此可以得到α—f(α)的函数图像,称为

奇异谱。横坐标的范围是多重分形谱奇异指数α 的

分布范围,α的大小反映该部分的奇异程度。
在计算时,常常按照公式(5)和公式(6)的数学几

何意义借助拟合的方法来得到α和f(α)的值。将公

式(5)处理可得:

 lim
r→0

∑
N

i=1,j=1
{μij=(q,r)×ln〔Pij(r)〕}=α×lnr (7)

公式(7)根据一次函数相关概念及其图像性质可

知α 为∑μij=(q,r)·ln〔Pij(r)〕—lnr 图像的斜

率,类似地,f(α)为∑〔μij=(q,r)·lnμij(q,r)〕—
lnr图像的斜率。

首先确定一个q值,保持阶矩q不变而改变尺度

r,每选取一个r进行计算,按照公式(1),(2),(4)就
可以得到一个对应的∑μij=(q,r)·ln〔Pij(r)〕—
lnr和∑〔μij=(q,r)·lnμij(q,r)〕,通过在二维坐标

系中进行拟合便可得到每个q 对应的奇异指数α 和

分形维数f(α)。改变阶矩q 的值,便能得到一系列

的α 和f(α),而多重分形谱就是以α 为横坐标,

f(α)为纵坐标的图像。

2.2 特征参数的取值

(1)格网大小(尺度)r 的选取。根据多重分形

理论,格网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格网的总数量和每个格

网的概率测度,这两个因素决定着多重分形计算过程

中的效率和准确性,因此从简便、可实施的角度出发,
需选取大小为30m 整数倍的格网来覆盖研究区。
结合所选4个研究区坡度数据的实际情况,规定一个

栅格大小即30m为一个单位,通过反复试验最终选

取格网尺度大小为20,30,40,…,190,200个单位,
亦即600,900,1200,…,5700,6000m,共19种。

(2)阶距q取值范围的确定。公式(3)配分函数

中q的取值直接影响着不同的概率测度在整个配分

函数上所占比重的大小[15],当q 取正值且取值越大,
配分函数越能反映具有较大坡度概率函数的那些网

格单元的特征和性质;当q 取负值且取值越小,则配

分函数越能反映具有较小坡度概率函数的那些网格

单元的特征和性质。因而q 的取值对配分函数的计

算结果影响很大,不同区域坡度的位置分布和大小范

围不同,各研究区q的取值范围也不同,研究表明,在
地形地貌多重分形的计算中,q 值分布在0左右且通

常介于±30之间[4]。
本研究对每一个子研究区在-50~50之间等间

距选取不同的q值,通过盒维数计算多重分形谱的方

法验证q是否在合适的区间。在初步确定q 的合适

区间后继续加密q的取值,最终得到每个研究区阶矩

q的最佳取值范围见表1。

表1 研究区q最佳取值范围

研究区 山地区 黄土丘陵区 黄土塬区 河谷平原区

q最佳取值范围 -2~15 -10~15 -1.5~5 -4~4

3 结果与分析

3.1 坡度概率分布特点

为更详细、系统地了解各研究区坡度大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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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4个研究区的坡度进行统计(图1)。可以看

出,山地区、黄土丘陵区、黄土塬区、河谷平原区的坡

度介于0°~10°之间的栅格占比分别为35.80%,

35.50%,60.75%,>99.99%;介于10°~20°之间的栅

格占比分别为24.23%,40.59%,16.94%,<0.01%;

介于20°~30°之间的栅格占比分别为20.48%,20.92%,

13.74%,0%;介于30°~40°之间的栅格占比分别为

15.76%,2.89%,7.54%,0%;介于40°~50°之间的栅

格占比分别为3.63%,0.10%,1.02%,0%;介于50°~
60°之间的栅格占比分别为0.1%,0%,0.01%,0%。

图1 研究区不同地形坡度统计

  由统计结果得知:①山地区的坡度分布区间最

大,大部分栅格处于0°~20°这一中小坡度区间,坡度

大于40°的区间在4个研究区中占比最高;②黄土丘

陵区坡度介于0°~10°区间内的占比最少,坡度大部

分位于10°~20°这一坡度范围内。同时,大于30°的
坡度占比较小,因此在黄土丘陵研究区内大坡度的地

形较少,地形特点较为均一;③黄土塬区有大面积的

平坦塬面,坡度大部分介于0°~10°之间,因此坡度值往

往很小,由于所选研究区面积固定为30km×30km,
在这样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塬面周

围的切沟、坡面等非塬面地形,因此也存在少量坡度

大于20°的非塬面特征栅格;④河谷平原区的坡度统

计图特征十分明显,几乎所有栅格的坡度均介于0°~
10°之间,在4个研究区中地形最为平坦。

3.2 多重分形特征检验结果

在计算坡度信息多重分形谱前需要先验证研究

对象是否具有多重分形特征。为此,在平面坐标系

中,以lnr为横坐标,lnXq(r)为纵坐标,绘制出每个

研究区的lnXq(r)曲线,4个研究区坡度地形因子绘

制的lnXq(r)—lnr曲线图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每个研究区在各自合适的q

范围内,当尺度对数满足3.0≤lnr≤5.3时,配分函数

对数与尺度对数之间存在很好的线性关系,表明黄土

高原区域上述4个研究区的坡度信息具有明显的多

重分形特征,可以进行多重分形谱的计算。

3.3 坡度信息多重分形谱及其参数

以坡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多重分形理论原理和计

算方法得到研究区坡度信息多重分形谱散点分布图

(图3)及其参数结果(表2)。由图3的多重分形谱可

以看出,不同研究区的多重分形谱均为凸函数。在一

个研究区内,多重分形谱函数值随着坡度奇异指数的

增加均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变化特征。而在各研

究区之间,坡度多重分形谱的对称性、图像分布范围均

有不同,这是由于各研究区多重分形谱参数的差异导

致的。通过对多重分形谱图的二维坐标系进行拟合,
得到各研究区详细的多重分形谱参数信息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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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区不同地形lnXq(r)-lnr特征

图3 研究区不同地形多重分形谱特征

表2 研究区多重分形特征参数

研究区  αmin f(αmin) αmax f(αmax) Δα Δf(α)
山地区  1.92 1.70 2.43 1.62 0.50 0.08
黄土丘陵区 1.94 1.45 2.07 1.62 0.13 -0.17 
黄土塬区 1.82 1.78 2.90 1.57 1.08 0.22
河谷平原区 1.85 1.61 2.19 1.63 0.35 -0.02 

  从多重分形谱参数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最小坡度

奇异指数的最大值为1.94,出现在黄土丘陵区,最小

值为1.82,出现在黄土塬区,说明在4个研究区中,坡
度最大的地貌单元出现在黄土塬区(奇异指数最小值

对应的是坡度最大地貌单元的性质);最小坡度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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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相应的多重分形谱值的最大值为1.78,出现在黄

土塬区,最小值为1.45,出现在黄土丘陵区,这说明最

小坡度奇异指数对应的地貌类型单元在黄土塬区所

占比例最大,这与鲁克新等[1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
黄土丘陵区所占比例最小,即坡度最大的子区域在黄

土塬区占比最高,而在黄土丘陵区占比最低;最大坡

度奇异指数的最大值为2.90,出现在黄土塬区,最小

值为2.07,出现在黄土丘陵区,说明地形特征最简单

的地貌单元出现在黄土塬区;最大坡度奇异指数所对

应的多重分形谱值最大值为1.63,出现在河谷平原

区,最小值为1.56,出现在黄土塬区,说明最大坡度奇

异指数对应的地貌类型单元在河谷平原区所占比例

最大,在黄土塬区所占比例最小。黄土塬区对应的坡

度奇异指数的极值最大,为1.08,山地区次之,为0.50,
然后是河谷平原区的0.35,而黄土丘陵区为0.13。

在多重分形谱左端点值与右端点值之差这个参

数上,从绝对值的大小来看,黄土塬区最大,数值为

0.22,说明该研究区最小坡度奇异指数对应的地貌单

元所占比例与最大坡度奇异指数对应的地貌单元所

占比例的差异性最大,黄土丘陵区次之,差异性最小

的是河谷平原区。从正负的角度来看,黄土丘陵区和

河谷平原区为负值,山地区、黄土塬区为正值,说明前

两个研究区的大坡度地貌单元所占比重较后两个研

究区要小。

4 讨论与结论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者采用简单分形维数、多重

分形谱和联合多重分形等方法来表征复杂地貌的形

态及其特征[17],但对于坡度因子的多重分形研究还

很少涉及。本研究在DEM 数据的基础上,将黄土高

原按照不同地形地貌划分为山地区、黄土丘陵区、黄
土塬区、河谷平原区,并对坡度因子的多重分形谱图

像和多重分形特征参数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出各自

区域的多重分形谱特点,为后续开展黄土高原地形因

子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区域水文过程、水土流

失预报模型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
像元尺度的选取是地形因子分形维数计算的关

键,像元尺度在范围之外时,地形因子的分形计算没

有意义。本研究对研究区的多重分形特征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尺度对数满足3.0≤lnr≤5.3时,黄土高原

地区坡度地形因子的配分函数对数与尺度对数之间

的线性关系良好,表明黄土高原区域上述4个研究区

的坡度信息具有明显的多重分形特征,可以进行多重

分形谱的计算。
不同地形的多重分形谱图以及特征参数都有着

明显的差异,其横坐标奇异指数α的大小反映该区域

的奇异程度,这一参数的数值越大,表明分形体坡度

特征的分异现象越大,其内部越不均匀、越复杂,两极

化趋势越明显,α 最小值、最大值所对应的多重分形

谱值记为f(αmin),f(αmax),描述了小坡度单元区域

和大坡度单元区域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所占的比例高

低。通过多重分形谱的研究可以发现,最小坡度奇异

指数的最小值为1.82,相应的多重分形谱值的最大值

为1.78,最大坡度奇异指数在4个研究区内最大,所
对应的多重分形谱在4个研究区最小为1.57,说明坡

度最小地貌单元在黄土塬区所占比例最小,坡度最大

的地貌单元出现在黄土塬区且占比最高。黄土丘陵

区、河谷平原区则表现出较小的奇异指数变化范围,
黄土丘陵区最小坡度奇异指数的最小值为1.94,最大

值为2.07,河谷平原区最小坡度奇异指数的最小值为

1.85,最大值为2.19,相比之下地形较为均一。
通过多重分形谱与统计直方图对照研究可以发

现,在4个研究区中,黄土塬区有不少坡度达到了

40°,且坡度最大的地貌单元出现在黄土塬区且占比

最高,在地势平坦的塬面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所选研

究区面积固定为30km×30km,而单个塬面通常面

积有限,在这样一个较大且规则的范围内不可避免地

包括了塬面周围的切沟、坡面等非塬面地形,因此其

坡度统计中也存在少量坡度大于20°的非塬面特征栅

格,这也是黄土塬区的多重分形谱中奇异指数最小、
对应的多重分形谱值在4个研究区中最大的原因,同
时也反映了研究区地形复杂的特点。结合多重分形

理论的相关知识发现,本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有着较

好的对应,表明基于多重分形理论与方法对黄土高原

地区的地形因子进行量化研究是可行的,为黄土高原

地区开展地形因子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对区域水

文过程模拟、水土流失预报模型的建立具有积极意

义。可为黄土高原的地貌学研究、土壤侵蚀研究和水

土保持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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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神东矿区1995-2020年
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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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神东矿区1995—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时变化特征,为改善该区域生态环境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基于1995—2020年6期Landsat5TM及Landsat8OLI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用干

度指标(NDSI)、绿度指标(NDVI)、热度指标(LST)、湿度指标(WET)构建遥感生态指数(RSEI)。运用重

分类将RSEI分为5级,按照重心迁移方法分析RSEIⅠ—Ⅴ等级的重心迁移情况,并分析RSEI的空间变

化规律,实现利用RSEI对神东矿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和评价。[结果]①神东矿区在1995—

2020年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提升,其中呈上升趋势的面积占矿区总面积的42.22%,绿度、干度指标对矿区生

态环境质量影响较大。②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各级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耕地为主,且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受

耕地、草地面积变化影响较大。③矿区生态环境质量主要以Ⅱ,Ⅲ级为主,Ⅰ级、Ⅱ级和Ⅴ级迁移幅度较大

且重心整体向矿区西南、西北方向迁移。[结论]1995—2020年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总体上升态

势,受植被生长情况和人类活动因素影响较大。

关键词:神东矿区;遥感生态指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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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AnalysisofEco-environmentalBenefitsinShendong
MiningAreaDuring1995-2020BasedonRSEI

LiRui1,ChenGuoqing1,LiWeixian1,MengRong1,WangMingjiu2,GuoYangnan3

(1.CollegeofDesertManagement,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010018,China;

2.CollegeofGrassland,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
010018,China;3.TechnicalResearchInstituteofShenhuaShendongCoalGroupCo.,Ltd.,Yulin,Shaanxi71931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hangecharacteristicsofeco-environmentalqualityintheShendongminingarea
during1995—2020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improvingtheecologicalenviron-
mentoftheregion.[Methods]Principlecomponentanalysiswasusedtocreatetheremotesensingecological
index(RSEI)basedondrynessindex(NDSI),greennessindex(NDVI),heatindex(LST),andhumidity
index(WET)obtainedfromLandsat5TMdataandLandsat8OLIdata(1995—2020).RSEIwasdividedin-
tofivegradesbyreclassification,andthecenterofgravitymigrationofRSEIgradesⅠ—Ⅴwasanalyzedac-
cordingtothecenterofgravitymigrationmethod.ThespatialchangelawofRSEIwasanalyzedinorderto
determinethedynamicmonitoringandevaluationofeco-environmentalqualityoftheShendongminingarea



byusingRSEI.[Results]①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Shendongminingareasignificantlyimproved
from1995to2020,andtheareashowinganupwardtrendaccountedfor42.22%ofthetotalareaofthemin-
ingarea.Thegreennessanddrynessindicatorshadagreaterimpactontheeco-environmentalqualityofthe
miningarea.② Grasslandandcultivatedlandwerethemainlandusetypesofeco-environmentalqualityin
theminingarea,andthechangeineco-environmentalqualitywasgreatlyaffectedbythechangeofcultivated
landandgrasslandarea.③ Theeco-environmentalqualityoftheminingareawasbasedmainlyongradesⅡ
andⅢ.ThemigrationrangesofgradesⅠ,Ⅱ,andⅤwererelativelylarge,andthecenterofgravitymigra-
tedtothesouthwestandnorthwestoftheminingarea.[Conclusion]Theeco-environmentalqualityofthe
Shendongminingareashowedanoverallupwardtrendfrom1995to2020,andthistrendwasgreatlyaffected
byvegetationgrowthandhumanactivities.
Keywords:Shendongminingarea;remotesensingecologicalindex;ecologicalquality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俨然成为

全球性关注热点。矿业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其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矿业在取得巨大成

就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神东矿区

是中国重要的区域生态脆弱带以及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生态环境脆弱,干旱少雨;
原生植被种类单调,平均植被覆盖率仅3%~11%,
风蚀区面积占总面积的70%,长此以往,会使本来脆

弱的生态环境变得彻底无法修复,面临生态环境恶化

的严重制约,不仅经济难以持续发展,还会影响晋陕

蒙接壤地区的生态安全。所以深入研究矿区生态环

境质量时空变化规律,对于恢复矿区生态功能,提高

矿区生态环境质量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1-2]。

2015年环保部发布了《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

规范》(HJ192-2015),提出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指数

(ecologicalenvironmentindex,EI)[3-4],而构成 EI
指数的各个指标在数据可获取性、权重合理性和评价

结果时空分析等方面仍存有弊端[5]。徐涵秋基于遥

感技术提出了遥感生态指数(remotesensingecology
index,RSEI),由绿度、湿度、热度和干度4个遥感生

态指标构建[6-7],该指数不仅数据易获得、权重非人为

设定,而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评价结果可视化效果

好等优点,因此与EI指数相比该指数更适用于区域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由于矿区生态环境受损的直接

体现就是矿区土壤理化性质、土地利用方式、植被的

时空变化等,所以对矿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矿区生态效应[8]、生态安全[9]、承载力等[10]方

面。但是这些研究和规范的目标是揭示矿区生态环

境质量的现状及变化,大部分文献评价了生态环境质

量包括水环境[11]、植被环境和土壤环境[12-13],部分涉

及到土地利用景观格局[14],在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

量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在RSEI指

数的基础上,利用多时相遥感数据综合研究神东矿区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及发展趋势,同时利用重心迁移法

来探究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变化状况,以期为该研究区

的空间变化情况及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一定的科学依

据,也为神东矿区完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提供参考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神东矿区(神东矿区是神府东胜矿区

的简称)作为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东

南部和陕西北部交界处,地理坐标在北纬38°52'—

39°41',东经109°51'—110°46'。实际研究区坐标为

38°56'—39°49'N,108°58'—110°25'E。地处西北地

区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与黄土高原北端的过渡地带,
西北高,东南低,属典型的干旱、半干旱荒漠高原气

候。矿区北部东胜梁呈东西向展布,形成南北向河流

的分水岭。东部及东北部为黄土丘陵山区,沟壑纵

横,形成梁峁、沟壑和土原3种地貌。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所用的数据为神东矿区(行列号127,33)

1995—2020年的Landsat5TM和Landsat8OLI遥

感影像,数据通过“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http:∥
glovis.usgs.gov/)进行免费数据的获取。其中包括

1995,2000,2005,2010年的Landsat5TM 与2015,

2020年的Landsat8OLI共6期的遥感影像数据,采
用的遥感影像的质量较好。由于绿度指标(NDVI)
选用的数据为一期影像而非多期求均值,为避免绿度

指标过高影响评价指数准确性,且受到数据获取限

制,所以选用的时间基本集中在9—11月份影像晴空

无云。
运用遥感分析软件ENVI5.3对6个不同时期

的影像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等,为满足研究精度

的需要,将均方根误差控制在0.5个像元内,最后使

用神东矿区的矢量边界对图形进行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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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RSEI指数是用于综合

研究区域生态环境现状的新型遥感生态指数,由湿度

指标、绿度指标、热度指标、干度指标组成的,利用主

成分分析构建神东矿区遥感生态指数,即:

RSEI0=1-{PC1〔f(NDVI,WET,LST,NDSI)〕} (1)

  RSEI=
RSEI0-RSEI0-min
RSEI0-max-RSEI0-min

(2)

式中:RSEI为遥感生态指数;NDVI为绿度指标;

WET为湿度指标;LST为热度指标;NDSI为干度

指标;PC1 为主成分分析后得到的 第 一 主 成 分;

RSEI0 为 遥 感 生 态 指 数 初 始 值;其 中 RSEI0-min,

RSEI0-max分别代表RSEI0 的最小值、最大值。
(1)湿度。湿度指标选用遥感缨帽变换的湿度

分量,湿度分量对神东矿区的土壤和植被的湿度有较

好的反映[15-16]。Landsat5TM 和Landsat8OLI的

湿度计算公式分别为:

WETTM=0.0315ρblue+0.2021ρgreen+
0.3102ρred+0.1594ρNIR+
0.6806ρSWIR1+0.6109ρSWIR2

(3)

WETOLI=0.1511ρblue+0.1972ρgreen+
0.3283ρred+0.3407ρNIR+
0.7117ρSWIR1+0.4559ρSWIR2

(4)

式中:ρblue为蓝波段反射率;ρgreen为绿波段反射率;

ρSWIR1为短波红外1波段反射率;ρSWIR2为短波红外2
波段反射率。

(2)绿 度。绿 度 指 标 选 用 归 一 化 植 被 指 数

(NDVI)代替绿度,它主要反映植物生物量、叶面积

指数以及植被覆盖度,是使用最广泛的植被指数[17]。
具体表达式为:

 NDVI=(ρNIR-ρRed)/(ρNIR+ρRed) (5)
式中:ρNIR,ρRed分别为Landsat5TM,Landsat8OLI
的近红外波段和红波段的反射率。

(3)热度。热度指标选用地表温度代表热度,

Landsat5TM影像主要利用热红外6波段辐射定标

参数,将像元灰度值转换为传感器处的辐射亮度值,
通过Planck辐射函数求出包含了大气影响的像元温

度亮度,进而通过比辐射率转换为地表温度[5,18],提
取公式如下:

   L6=gain·DN+bias (6)

   Tb=
K2

ln
K1

L6
+1

æ

è
ç

ö

ø
÷

(7)

   TS=Tb/〔1+(λTb/α)Inε6〕 (8)
式中:gain和bias分别是Landsat5TM第6波段的

增益和偏置值;K1和 K2为定标参数:K1=607.76
W/(m2·sr·μm),K2=1260.56 W/(m2·sr·

μm);中心波长λ=11.48μm,α 取1.438×10-2mK。

DN为像元灰度值。

Landsat8OLI影像主要利用热红外10波段进

行辐射定标,得到热红外波段的辐射亮度值,最后通

过普朗克定律反函数求得Ts,其表达式为:

L10=τ10ε10B10(TS)+(1-ε10)I↓
10 +I↑

10 (9)

B10(TS)=
(L10-I↑

10-τ(1-ε10)I↓
10)

τ10ε10
(10)

TS=

 
C1

λ10InC2/λ510 L10-I↑
10-

τ10(1-ε10)I↓
10

τ10ε10
æ

è
ç

ö

ø
÷ +1{ }

(11)

式中:I↑
10为大气向上辐射亮度;I↓

10为大气向下辐射

亮度;τ10为大气在热红外波段的透过率;ε10为地表

比辐射率;B10(TS)是与TS相同温度下的黑体的热

辐射亮度;TS为地表温度;C1和C2为常数;ε为比

辐射率[19]。
(4)干度。裸土和建筑用地均会造成地表“干

化”,因此选用建筑指数(IBI)和裸土指数(SI)构建干

度指标,记为NDSI[19-20],其计算公式为:

    NDSI=(SI+IBI)/2 (12)
式中:

 SI=ρSWIR1+ρRed( )-ρBlue+ρNIR( )

ρSWIR1+ρRed( )+ρBlue+ρNIR( )
(13)

      IBI=
2ρSWIR1/(ρSWIR1+ρNIR)-〔ρNIR/(ρNIR+ρRed)+ρGreen/(ρGreen+ρSWIR1)〕
2ρSWIR1/(ρSWIR1+ρNIR)+〔ρNIR/(ρNIR+ρRed)+ρGreen/(ρGreen+ρSWIR1)〕

(14)

式中:ρBlue,ρGreen,ρRed,ρNIR,ρSWIR1分别为 Landsat5
TM和Landsat8OLI蓝、绿、红、近红外、短波红外1
波段的反射率。

1.3.2 RSEIⅠ—Ⅴ级重心迁移 重心迁移模型是运

用ArcGIS平台绘制出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生态环

境质量重心坐标,根据重心坐标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

出每个时期RSEI不同等级的迁移方向、迁移的距离

等空间动态变化规律。为了分析1995—2020年神东

矿区不同等级的RSEI空间变化情况,运用 ArcGIS
10.4中的工具将5个等级进行处理,再分别计算6期

的5个等级的重心,最后绘制重心移动路径图。重心

坐标的运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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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n

i=1
CtiXi

∑
n

i=1
Cti

(15)

    Y=
∑
n

i=1
CtiYi

∑
n

i=1
Cti

(16)

式中:X 和Y 分别为重心经度、纬度;Cti是第t年第

i个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分区的面积;Xi,Yi分别为第

i个生态环境质量斑块几何中心经纬度;n 为该种生

态环境质量斑块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主成分分析

利用上述RSEI模型和4个分量模型的计算平

均值(图1),可分析神东矿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过

程:神东矿区1995—202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出

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2000年

生态环境质量最低,较1995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11%,2010年生态环境质量最高,较1995年生态环

境质量提高了5.4%。各分量指标(归一化后)的平均

值变 化 情 况:1995—2020年,绿 度 指 标 NDVI与

RSEI的趋势成正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干度指标

NDSI与RSEI的趋势成反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湿
度指标 WET呈现下降—上升—下降趋势,2000年

WET出现低值为0.46,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热度指

标LST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

趋势,2005年LST最低值为0.44,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在各指标变化中,WET与LST,NDVI与NDSI
变化趋势成反比。总的来说,神东矿区的生态环境质

量主要与NDVI,NDSI指标相关,RSEI变化虽有起

伏,但波动范围仍保持在一般状态下,生态环境质量

有所提升。

注:NDVI为绿度指标;RSEI为遥感生态指数;WET为湿度指标;LST为热度指标;NDSI为干度指标。下同。

图1 1995-2020年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均值和RSEI均值变化

  利用 ArcGIS10.4在研究区内随机生成了180
个点,提取各指标及 RSEI的值。通过分析1995—

2020年NDVI,WET,NDSI和LST与RSEI拟合(图

2)可以发现:拟合结果在0.05水平下,均显著不同于

0。NDVI,NDSI,LST与RSEI的R2 值分别为0.21,

0.29,0.24,WET 与 RSEI的 R2 值 为0.02,说 明

NDVI,NDSI,LST是影响 RSEI的主要指标。通过

对NDVI,WET,NDSI和LST的主成分分析,得到如

表1所示结果。由表1可知,第1主成分的贡献率均

达到50%以上,表明PC1 已集中了4个指标的大部

分特征。在1995—2020年,PC1的NDVI均为正值,

WET多为正值,说明NDVI,WET与RSEI变化呈正

相关关 系,LST 均 为 负 值,NDSI多 为 负 值,说 明

LST,NDSI与RSEI变化呈负相关关系。相较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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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贡献率,NDVI,NDSI
对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影响更大,表明植被生长分

布情况以及人类活动是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直接

影响因素。

图2 各指标环境生态质量与RSEI拟合

表1 1995-2020年遥感生态指数的主成分分析

年 份 主成分 NDVI WET NDSI LST 特征值 特征值贡献率

1995 PC1 0.40 0.61 -0.41 -0.55 0.18 63.91
2000 PC1 0.39 0.58 -0.43 -0.57 0.16 59.66
2005 PC1 0.36 0.60 -0.39 -0.59 0.18 57.43
2010 PC1 0.40 0.46  0.76 -0.21 0.14 50.28
2015 PC1 0.38 -0.52 -0.61 -0.46 0.17 61.28
2020 PC1 0.57 -0.40 -0.69 -0.21 0.14 54.25

  注:NDVI为绿度指标;RSEI为遥感生态指数;WET为湿度指标;LST为热度指标;NDSI为干度指标。下同。

2.2 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经过归一化后的神东矿区 RSEI数值范围在

[0,1]之间,RSEI值越接近于1表示神东矿区生态环

境质量越好,反之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则越差。根

据神东矿区RSEI值的范围,选用前人分类标准,进一

步将各年份的RSEI以0.2为间隔分成5级(图3),分
别代表差、较差、中等、良和优5个等级,对应的等级

编号分别为Ⅰ(0~0.2),Ⅱ(0.2~0.4),Ⅲ(0.4~0.6),

Ⅳ(0.6~0.8),Ⅴ(0.8~1.0)。
通过RSEI分类图及统计不同等级面积所占矿区

总面积的比例可知(图4),1995—2020年神东矿区的

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生态环境质量

最好,随后由于经济发展及人类活动生态环境质量有

所下降,但整体上呈变好趋势。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

量以“较差”和“中等”为主,合计平均占比为57%;
“优”“良”级合计平均占比为31.80%,“差”级平均占

比约为11.19%。

1995—2010年神东矿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趋

于稳定,并保持继续向生态环境质量好的方向发展,
其中2010年生态环境状况最好,“中等”级面积变化

幅度较小,相较1995年的“良”、“优”等级之和2010
年提升了33.77%。2010—2015年生态环境质量有

所下降,2015—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提升。1995
年生态环境质量为“差”和“较差”的面积分别占整个

研究区域的14.45%和28.51%,而2020年分别为

9.34%和21.60%,“差”、“较差”级面积明显下降,“中
等”、“良”、“优”等级面积均有提升,相较于1995年提

升了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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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5-2020年神东矿区RSEI分类图

图4 各级别土地面积占神东矿区总面积的比例

  通过研究1995—2020年RSEIⅠ—Ⅴ等级的土

地利用类型及转移矩阵(表2)发现:1995—2020年神

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各等级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草

地、耕地。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上有上升趋

势,且耕地、草地面积整体上也在增加。说明神东矿

区生态环境质量受耕地、草地面积变化影响较大。
在1995—2020年,西南方向土地类型为内陆湖

泊,湖心有岛屿。按照模型因子,该地区主要评价指标

为湿度指标(WET)和干度指标(NDSI)。通过主成分

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NDSI在2010年贡献程度最大,
且为正值,而在其他年份NDSI贡献程度较小,且为负

值,故在2010年内陆湖泊质量相对最差。

表2 1995-2020年神东矿区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

时 段 草 地 耕 地 建 设 林 地 水 域 未利用地

1995—2000年 -2.5801 3.0495 -0.1871 -0.1097 0.0103 0.1830

2000—2005年 0.4837 -0.0048 -0.9920 -0.0731 -0.4759 -1.0622 

2005—2010年 -0.0338 0.0846 -0.0387 0.0000 0.0529 0.0649

2010—2015年 0.7536 0.5566 -1.8076 0.0348 -0.0667 -0.5292 

2015—2020年 0.3196 -0.4760 -0.6620 -0.2423 -0.1408 -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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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1995年与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转移

变化分析,发现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区域较

为分散,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变 差 的 区 域 占 总 面 积 的

23.09%,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变 好 的 区 域 占 总 面 积 的

42.22%(图5),整体呈变好趋势。

图5 1995-2020年神东生态质量变化特征

2.3 不同等级RSEI重心转移

通过分析1995—2020年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

各等级重心迁移情况(图6)可知:神东矿区生态环境

质量Ⅰ—Ⅴ级重心在伊金霍洛旗和神木县范围内进

行迁移。在1995—2020年“差”、“较差”、“优”等级的

重心转移年幅度较大,其他等级的重心移动幅度均

较小。其中“差”等级的重心转移在2000—2015年

迁移均值达到16.32km;“较差”等级的重心转移

在2005—2015年迁移均值达到11.13km;“优”等
级的 重 心 转 移 在 2005—2020 年 迁 移 均 值 达 到

14.02km;其他等级的重心迁移均值为3.11km。
说明1995年—2020年,神东矿区不同生态环境质量

等级的区域变化明显,波动范围较大。从5个等级

的重心移动路径可以看出,“差”等级向西南方向

偏移,“较差”、“中等”、“良”和“优”等级向西北方向

偏移。

3 讨 论

神东矿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区域生态脆弱带和

重点治理区,其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言而喻。当

前,对矿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多以综合指数法、层次

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21-24],但就本研究区域而言,神
东矿区是自然环境较多和人居较少的研究区,RSEI
指数适用性比较强。而运用 RSEI指数研究市县、
流域、自然遗产、湿地等研究区较多[25-27],对矿区研究

较少。
图6 1995-2020神东矿区RSEIⅠ-Ⅴ级移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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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28-29]运用RSEI指数对矿区生态环境

质量变化进行研究,但是没考虑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是

具有空间区域性的,本文增加了生态环境质量在空间

方面变化的研究;并在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环境质量

变化上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对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

变化做了更深的研究。岳辉等[29]对神东矿区生态环

境质量变化的研究,得出1989—2015年神东矿区的

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与其研究结果综

合可以得出,1989—2020年神东矿区整体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上呈向好发展的趋势。矿区生态环境质量

与人类活动强度、绿色植被的关系比较密切,绿色植

被生长情况主要决定了绿度指标的高低,干度指标很

大程度受人为开发活动影响,在二者综合影响下决定

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在矿区生态环境

质量分级分析中,1995—2020年各级土地利用类型

均以草地、耕地为主,且与矿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变

化趋势一致。Ⅱ级、Ⅲ级占矿区50%以上的面积,且
迁移幅度较小,说明在生态环境质量治理过程中,大
部分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一定的维持,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Ⅰ级、Ⅳ级和Ⅴ级的生态环境质量

迁移幅度较大,说明在较差的区域加大了生态环境的

治理力度,导致较差较好的区域变化幅度较大。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丰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

标,对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细

致的分析,以更细致的讨论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变

化原因,为对神东矿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提供

依据。

4 结 论

(1)1995—2020年神东矿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呈变好趋势。绿度指标与神东矿区生态质量变化

一致,干度指标与神东矿区生态质量变化相反,绿度

指标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原因,干度指标是影

响生态环境质量的次要原因。
(2)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较为分散,以Ⅱ

级、Ⅲ级为主,其面积接近于研究区总面积的57%。
对比1995年矿区生态环境质量,2018年变好的区域

是研究区总面积的42.22%,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

有所提升。
(3)在1995—2020年神东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各

级土地利用类型均以草地、耕地为主,矿区生态环境

质量与耕地、草地面积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4)神东矿区RSEIⅠ—Ⅴ级的重心转移幅度较

大等级有:Ⅰ级、Ⅳ级和Ⅴ级,迁移距离在10~15km
之间,说明处于该区域的神东矿区生态质量空间迁移

幅度较大。重心转移幅度较小的等级有Ⅱ级、Ⅲ级,
迁移距离在3km左右,说明处于该区域的神东矿区

生态质量空间迁移幅度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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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不同外掺料对暴雨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面侵蚀水动力学特征的影响,在降雨侵蚀方

面为植被混凝土的配方改进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室外模拟降雨试验,在60°坡度、3种雨强(60,90,

120mm/h)下研究4种外掺条件(无添加、聚丙烯酰胺、生物炭、棕榈纤维)的植被混凝土坡面侵蚀状况,并
分析坡面水动力学参数与土壤侵蚀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坡面雷诺数始终小于500,坡面流为层流;未添

加外掺料的坡面弗劳德数始终小于1,坡面流为缓流,添加外掺料的坡面弗劳德数始终大于1,坡面流为急

流。添加外掺料的坡面具有较大的坡面流速、水流功率,较小的水流剪切力、径流深度和阻力系数。添加

生物炭的坡面土壤侵蚀量显著高于无添加坡面,添加聚丙烯酰胺和棕榈纤维的坡面土壤侵蚀量显著低于

无添加坡面。[结论]外掺料对植被混凝土坡面水动力学参数影响显著。土壤侵蚀量与雷诺数、水流功率

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添加聚丙烯酰胺和棕榈纤维能有效降低植被混凝土边坡土壤侵蚀量,可在高陡边

坡生态恢复工作中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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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influenceofdifferentadmixturesonthehyd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vegetation
concreteslopeerosionunderrainstormconditionswasanalyzed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improve-
mentofvegetationconcreteformulations.[Methods]Theerosionstatusofvegetationconcreteslopesunder
fouradmixedconditions(noadditives,polyacrylamide,biochar,palmfiber)with60°slopeandthreerainfall
intensities(60,90,120mm/h)wereanalyzedbyusingoutdoorsimulatedrainfallexperiments.Therelation-
shipbetweenslopehydrodynamicparametersandsoilerosionwasanalyzed.[Results]TheslopeReynolds
numberwasalwayslessthan500,andtheslopeflowwaslaminar.TheslopeFroudenumberwithoutadmix-
tureswasalwayslessthan1andtheslopeflowwasslow.TheslopeFroudenumberwithadmixtureswasal-
waysgreaterthan1andtheslopeflowwasrapid.Theslopesurfacewithexternaladmixturehadalarger
slopevelocityandwaterflowpower,andsmallerwaterflowshearforce,runoffdepth,andresistancecoeffi-



cient.Theamountofsoilerosionontheslopewithbiocharaddition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withoutbio-
charaddition.Theamountofsoilerosionontheslopewithadditionofpolyacrylamideandpalmfiberwassig-
nificantlylowerthanthatwithoutaddition.[Conclusion]Useofadmixtureshadasignificanteffectonthe
hydrodynamicparametersofavegetationconcreteslope.Theamountofsoilerosionwasverysignificantly
andpositivelycorrelatedwithReynoldsnumberandwaterflowpower.Addingpolyacrylamideandpalmfiber
caneffectivelyreducetheamountofsoilerosiononvegetationconcreteslopes,andcanbeusedintheecologi-
calrestorationofhighandsteepslopes.
Keywords:simulatedrainstorm;vegetationconcrete;hydrodynamics;soilerosion;admixture

  工程建设中经常会形成大量裸露边坡,这些裸露

边坡因其环境恶劣,缺乏维持植被生长的必要条件,
难以恢复到原有生态水平[1]。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

重视程度的逐渐提高,岩质边坡护坡技术也在不断完

善,传统护坡技术(如喷混凝土、水泥抹面、浆砌片石

等),生态环境效益较差[2],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态景

观需要。因此,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应时而生,
现已发展为生态护坡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是采用特定的混凝土

配方和种子配方,对边坡进行防护和绿化的一项综合

环保技术,其技术核心是生态改良剂,该技术根据边

坡特点来确定水泥、土、有机质、保水剂、长效肥、生态

改良剂及植物种子的配比,将以上各组分混合搅拌均

匀即为植被混凝土,通过喷播机将拌和好的植被混凝

土喷射到边坡上,形成植被混凝土坡面,既能达到力

学防护要求,又能营造良好的植物生长环境,自发明

以来,已被广泛用于各类植被恢复工程中[3-4]。目前,
对植被混凝土的研究主要在基材配比[5-6]、力学特

征[7-8]、养分等[9-10]方面,对其侵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

少。土壤侵蚀是在土壤和降雨径流共同作用下发生

的侵蚀———搬运———输移———再搬运的过程[11]。杨

奇等[12]通过制作含有不同比例水泥的植被混凝土试

块,从基材配比角度研究不同降雨强度下植被混凝土

抗冲刷性能;李灿等[13]通过模拟真实的植被混凝土

坡面,构筑边坡模型进行室内冲刷试验,发现植被混

凝土坡面侵蚀主要为层状面蚀,局部为细沟侵蚀,侵
蚀量与降雨强度、坡率呈线性关系,各因素对植被混

凝土边坡侵蚀模数影响的显著性高低为:降雨强度>
降雨历时>坡率[14]。关于土壤侵蚀,国内外研究者

已做过大量研究,并且在坡面产流产沙及侵蚀动力过

程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5-17]。本试验参考土壤

改良剂、纤维加筋在防治水土流失方面的应用,选取

外掺料聚丙烯酰胺(PAM)、生物炭、棕榈纤维,对植

被混凝土坡面流水动力学特征与侵蚀模数进行研究。
开展人工模拟降雨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面流水

动力学特征的研究,既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植被混凝土

坡面侵蚀过程的内在机制,同时对高陡岩质边坡地区

植被混凝土外掺料的选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考虑

到工程所在地区气候存在差异,本试验设置60,90,

120mm/h这3种降雨强度,模拟植被混凝土边坡养

护初期遭遇不同强度暴雨的工况。植被混凝土生态

防护技术主要针对45°以上高陡边坡,本试验以60°
边坡为例,不针对某一具体工程,根据不同降雨强度、
外掺料条件下的产流产沙及水动力学参数,研究植被

混凝土坡面流水动力学特征及其与侵蚀模数的关系,
了解各因素对植被混凝土抗蚀能力的影响,以期在降

雨侵蚀方面为植被混凝土的推广使用及配方改进提

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种植土为宜昌市郊区的黄棕壤,采于

2019年7月;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锯末

为木材厂白杨树锯末,试验前已晒干;植被混凝土生态

改良剂为湖北润智生态科技公司专利产品,呈粉末状;
有机肥为助邦生物有机肥,呈粉末状;聚丙烯酰胺

(PAM)为阴离子型,其分子量为1500万;生物炭过

200目筛;棕榈纤维在试验前已剪为3cm长的小段。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三峡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模拟降雨场地

进行,试验时间为2019年8—9月。实际工程中是整

个边坡受到雨水冲刷,边坡较高,坡度较陡,不利于直

接对边坡侵蚀过程进行研究,因此构筑模型进行模拟

降雨试验十分必要,能够详细观测坡面泥沙侵蚀。试

验模型见图1。箱体内尺寸为:长150cm×宽67cm
×高20cm,箱体坡度可调节范围为0°~70°,汇水槽

为活动连接式。试验采用NLJY-09-2型组合侧喷式

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喷头高6m,雨滴实际降落高度

为4.5m,达到和自然降雨类似的直径与终点速度,
降雨均匀度在90%以上。本次试验以60°边坡为例,
探究植被混凝土边坡在养护初期遭遇暴雨时坡面水

动力学及侵蚀特征,共设有4组试验,1组为无任何

外掺料的现有基材(对照组),基材配比见表1。其余

3组分别在现有基材中掺入PAM、生物炭和棕榈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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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试验组),掺量均为0.4%。每次降雨试验重复

3次,单次降雨历时30min,设定3种降雨强度(60,

90,120mm/h),总计降雨36场。在箱体底部按照规

范喷射已经拌和好的植被混凝土生态基材[18],其中

基层厚度为8cm,面层厚度为2cm,喷射完成后覆盖

无纺布养护24h,开始正式试验。正式降雨之前进

行降雨强度的率定,降雨过程中测定水流温度、流速。
坡面产流后,收集降雨产生的全部径流样,对径流样

进行称重并分离出其中的泥沙样,泥沙样烘干后的

重量作为土壤侵蚀量,径流样减去泥沙干重后即为径

流量。

图1 试验装置示意图

表1 植被混凝土基材配比

基材 种植土 水泥 锯末 生态改良剂 有机肥

基层 100 6 5 3 2
面层 100 3 5 1.5 2

  注:表中各成分配比为质量比,以种植土质量为计算基数。

1.3 水动力学参数计算方式

(1)流速。
表层流速需要乘以修正系数才能得出坡面平均

流速[19],计算公式为:

V平均=αV表层 (1)
式中:V平均 为坡面水流平均速度(m/s);α 为修正系

数,取0.67;V表层 为坡面表层水流速度(m/s)。
(2)水深。

h=Q/(T·V平均·d) (2)
式中:h为坡面水深(m);Q 为降雨过程中的总径流量

(m3);T 为降雨总历时(s);d 为过水断面宽度(m)。
(3)雷诺数。

Re=V平均R/γ (3)

式中:Re 为雷诺数;R 为水力半径,约等于坡面水深

(h/m);γ 为运动粘滞系数(m2/s),γ=0.01775/(1
+0.0337t+0.000221t2);t为水温(℃)。

(4)弗劳德数。

Fr=V平均/ gh (4)
式中:Fr 为弗劳德数;g 为重力加速度,取9.8m/s2。

(5)阻力系数。
本试验采用Darcy-Weisbach阻力系数对坡面阻

力进行计算,公式为:

f=8gRJ/V2
平均 (5)

式中:f 为阻力系数;J 为径流能坡,其值为J=
sinθ,θ为坡度。

(6)水流剪切力。

τ=ρRJ (6)
式中:τ 为水流剪切力(Pa);ρ 为水流容重,取值

10000N/m3。
(7)水流功率。

ω=τV平均 (7)
式中:ω 为水流功(W/m2)。

2 结果与分析

2.1 坡面土壤侵蚀量与水流剪切力

如图2所示,随着降雨强度增加,土壤侵蚀量增

大。在3种降雨强度下,各坡面土壤侵蚀量大小均

为:生物炭>无添加>棕榈纤维>PAM。降雨强度

为60mm/h和90mm/h时,4种坡面土壤侵蚀量差

异显著,降雨强度为120mm/h时,添加生物炭的坡

面土壤侵蚀量显著高于其他3种坡面,添加PAM 与

棕榈纤维的坡面土壤侵蚀量差异不显著,且均显著低

于无添加坡面。添加棕榈纤维的坡面在雨强为120
mm/h时土壤侵蚀量显著高于雨强为60mm/h和

90mm/h时,后两者差异不显著,其他3种坡面在不

同降雨强度下,各自的土壤侵蚀量差异均显著。在处

理组中,添加PAM的植被混凝土坡面抗侵蚀能力最

强,可以减少侵蚀泥沙量69.7%~90.0%。
坡面流在运动过程中沿坡面梯度方向上产生的

作用力即为水流剪切力,由公式(6)可知,τ与R 成正

比,本试验中产生的坡面薄层流水力半径R 近似等

于径流深度h,因此水流剪切力呈现出与径流水深相

同的规律,即处理组水流剪切力较对照组减少12.9%
~53.3%,与对照组水流剪切力差异显著。

2.2 坡面流流态

对各试验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面流雷诺数与弗

劳德数进行计算,以此来分析坡面流流态,结果见表

2。随着降雨强度增大,添加不同外掺料的4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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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 数 均 呈 增 大 趋 势,在 相 同 降 雨 强 度 下,添 加

PAM、生物炭、棕榈纤维的3个处理组雷诺数分别是

对照组的0.97~1.57,1.15~1.55,1.16~1.52倍,且
各试验条件下雷诺数均小于500,说明坡面流为层

流;随着降雨强度增大,无添加处理组与添加棕榈纤

维处理组弗劳德数呈先减小再增大的趋势,添加聚丙

烯酰胺与添加生物炭的处理组呈逐渐增大的趋势,对
照组弗劳德数均小于1,说明对照组坡面流为缓流,
处理组弗劳德数均大于1,说明处理组坡面流为急

流。由此可见,添加外掺料对坡面流流态有显著影

响,外掺料减小了坡面表层粗糙度,从而使坡面流紊

动程度随之降低。

  注:采用单因素ANOVA分析,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降雨强度、不同外掺料条件下差异显著(α=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外掺料、不

同降雨强度条件下差异显著(α=0.05),下同。

图2 不同降雨强度及外掺料条件下的土壤侵蚀量与水流剪切力

表2 不同降雨强度及外掺料条件下

坡面流雷诺数Re 与弗劳德数Fr

外掺料
降雨强度/(mm·h-1)

60 90 120
无添加 6.49 10.90 13.94

Re

聚丙烯酰胺 10.18 12.59 13.52
生物炭 10.13 12.95 16.01
棕榈纤维 9.85 12.64 16.70

无添加 0.55 0.50 0.65

Fr

聚丙烯酰胺 1.20 1.55 2.12
生物炭 1.03 1.34 1.39
棕榈纤维 1.41 1.29 1.61

2.3 坡面流平均流速和平均径流深度

对各试验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面平均流速和平均

径流深度进行分析(图3),结果表明,随着降雨强度增

大,4种不同外掺料条件的坡面流速均有增加。不同降

雨强度下,添加聚丙烯酰胺、生物炭、棕榈纤维的坡面

(处理组)流速较无添加坡面增加73.4%~126.1%,与
无添加坡面(对照组)流速差异显著,处理组径流深度

较对照组减少12.9%~53.3%,与对照组径流深度差异

显著。处理组坡面在外掺料与基材共同作用下,表面粗

糙度较低,受雨滴击溅及上方来水共同影响,表面大颗粒

团聚体被进一步打散,坡面光滑程度高于对照组,水流受

到的阻力较小,因而坡面流流速较大,而径流深度较小。

图3 不同降雨强度及外掺料条件下的坡面流流速与径流深度

2.4 不同处理下坡面阻力系数与水流功率

各试验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面阻力系数分析结

果见图4。可以看出,对照组无添加坡面阻力系数显

著高于试验组阻力系数,是试验组的3.4~9.8倍。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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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流阻力反映的是外界影响因素对坡面薄层水流阻

滞能力的大小,影响因素包括土壤颗粒、降雨、砾石、
植被等[20]。在处理组中受外掺料影响,表层基材颗

粒较细,坡面整体较为光滑,对坡面流产生的阻力较

小,显著低于对照组坡面阻力。水流功率指单位面积

水体势能随着时间的变化率,由水流功率分析结果可

知,随着降雨强度增加,试验组与对照组坡面流水流功

率也逐渐增大,对照组水流功率始终低于试验组,且差

异显著,仅在降雨强度为120mm/h时,出现添加聚丙

烯酰胺的处理组坡面水流功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添加外掺料导致试验组坡面流流速较大,因而水体势

能随时间变化较快,导致试验组水流功率高于对照组。

图4 不同降雨强度及外掺料条件下的坡面流阻力系数与水流功率

2.5 植被混凝土坡面土壤侵蚀量与水动力学参数的

关系

基于本研究前面4种不同坡面水动力学参数及

土壤侵蚀量间的差异,若将添加4种外掺料的不同坡

面放在一起,它们的某些特殊属性可能被掩盖,因此按

照外掺料类型对土壤侵蚀量和水动力学参数进行拟合

(表3),3种降雨强度下各有3个重复,共9个样本。
结果表明,在4种坡面上,流速、雷诺数、水流功率与土

壤侵蚀量始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且除

了添加棕榈纤维的坡面上流速与土壤侵蚀量的相关

关系,其他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有研究者

认 为 水 流 剪 切 力 可 以 很 好 的 评 价 坡 面 流 的 侵 蚀

能力[21-22],然而本次试验中4种坡面上水流剪切力与

土壤侵蚀量的相关性差异规律各不相同,无添加坡面

上水流剪切力与土壤侵蚀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在添加

棕榈纤维的坡面上呈显著正相关,在添加生物炭的坡

面上虽呈正相关却无显著性,而在添加聚丙烯酰胺的

坡面上则呈负相关,因此本次试验中水流剪切力无法

作为评价植被混凝土坡面流侵蚀能力的指标。4种

坡面上阻力系数与土壤侵蚀量始终呈负相关,且在

添加聚丙烯酰胺与添加生物炭的坡面上呈极显著负

相关。
表中雷诺数、水流功率与土壤侵蚀量始终呈极显

著正相关,可作为判别人工暴雨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

面土壤侵蚀量的指标,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类

似,郭太龙等[17]通过对黄土坡面水力学特征参数与

土壤侵蚀量间关系进行研究,认为雷诺数是可判别黄

土坡面土壤侵蚀累计泥沙总量的一个较好的指标;

Abrahams等[23],Zhang等 [24]中都有将水流功率作

为评价坡面流侵蚀能力的指标。

3 讨 论

本文针对添加不同外掺料的植被混凝土坡面,分
析在模拟降雨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面水动力学特征

以及各个水动力学参数与土壤侵蚀量之间的关系,研
究发现可以通过水动力学参数的变化来解释外掺料

对植被混凝土侵蚀的影响。
聚丙烯酰胺在土壤中溶解后,会形成丝状黏絮物

质,具有较强的黏结力,可以连接多个土壤颗粒,形成

稳定的结构[25]。在降雨初期,雨滴会对表层土壤颗

粒进行打击,使团聚体崩解,产生一些细小颗粒,这些

细小颗粒被聚丙烯酰胺捕获之后会填充堵塞在土壤

表面的空隙,使得土壤表面粗糙度降低,坡面相比对

照组较为光滑,阻力系数小。所以,添加聚丙烯酰胺

的坡面流速较大,并且在降雨强度相同时,径流深度

相对小,而水流剪切力是径流深度和坡度的函数,受
径流深度的影响,水流剪切力也较小。由于土壤侵蚀

量与水流剪切力呈正相关,聚丙烯酰胺的存在,减小

了水流剪切力,同时增加了土壤稳定性,进而使得土

壤侵蚀量减小。
生物炭具有降低土壤容重、吸附性强等特性,作

为土壤改良剂已有许多研究[26],添加到植被混凝土

之后,在降雨初期雨滴击溅产生的细小颗粒被生物炭

吸附之后,会堵塞土壤表层的孔隙,使得表层较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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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阻力系数变小,因而流速较大,而径流深度较小,
水流剪切力也呈现出与添加聚丙烯酰胺的坡面相似

的结果。但生物炭会使土壤结构更为疏松,在降雨的

作用下土壤崩解为较小的单元,被径流带走,造成更

大的侵蚀,这与叶丽丽等[27]添加生物炭没有提高土

壤抗破碎能力的研究结果相符。

表3 土壤侵蚀量(E)与水动力学参数的回归分析

基材表层外掺料 水动力学参数 拟合方程 R
平均流速V平均 E=0.0899lnV平均+0.3699  0.829**

雷诺数Re E=0.0538lnRe-0.0561  0.996**

无添加
弗劳德数Fr E=0.0902Fr+0.0162 0.372
水流剪切力τ E=0.0118τ1.4137  0.958**

水流功率ω E=0.0549lnω+0.186  0.995**

阻力系数f E=0.1652f-0.303 -0.276 
平均流速V平均 E=44.671V3.1617

平均  0.917**

雷诺数Re E=1E-08R5.4561
e  0.956**

聚丙烯酰胺
弗劳德数Fr E=0.0038F2.4341

r  0.853**

水流剪切力τ E=-0.034lnτ+0.0364 -0.431 
水流功率ω E=115.14ω4.6912  0.973**

阻力系数f E=0.048e-0.452f -0.901**

平均流速V平均 E=0.1488lnV平均+0.511  0.929**

雷诺数Re E=0.1417lnRe-0.2601  0.984**

生物炭
弗劳德数Fr E=0.0709F1.4832

r  0.826**

水流剪切力τ E=0.1941lnτ-0.0638 0.576
水流功率ω E=0.1298lnω+0.3485  0.988**

阻力系数f E=0.1991e-0.15f -0.831**

平均流速V平均 E=0.2509V平均+0.0121 0.779*

雷诺数Re E=0.0203e0.029Re  0.876**

棕榈纤维
弗劳德数Fr E=0.0082Fr+0.0179 0.453
水流剪切力τ E=0.018e0.2349τ 0.688*

水流功率ω E=0.0206e2.426ω  0.860**

阻力系数f E=-0.006lnf+0.0367 -0.437 

  注:**表示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棕榈纤维加筋可以提高植被混凝土基材抗剪强

度[7],本次试验添加的为3cm的棕榈纤维小段,纤维

过长会增大土体的孔隙率,降低土体强度[28],在基材

中加入棕榈纤维之后,纤维均匀分布于基材中,基材

与粗糙的纤维表面会产生较大的摩擦力,土粒与纤维

之间会产生黏结力。当受到降雨打击时,对照组坡面

土壤容易被打散,坡面破碎程度较高,而添加棕榈纤

维的坡面强度高,不易被打散,受雨滴击溅及上方来

水冲刷产生的土粒较少,侵蚀量低于对照组,坡面较

对照组更为平整,因而坡面流速较大,径流深度较小,
水流剪切力与试验组其他坡面结果相似。

在本研究中,用雷诺数与弗劳德数两个指标代替

平均流速和平均径流深度的单独作用。从研究结果

来看,各组坡面的径流流态始终是以层流的形式存

在,紊动性较小,对照组坡面为缓层流,试验组坡面基

本都为急层流。水流剪切力受流速与径流深度的共

同影响,在结果上表现为试验组水流功率几乎都显著

高于对照组,仅在降雨强度为120mm/h时,出现添

加聚丙烯酰胺的处理组坡面水流功率与对照组无显

著差异,而对照组各处理之间的差异关系不明显。植

被混凝土坡面在养护初期,生物炭尚未与基材结合形

成稳定的团聚体结构,并且生物炭使土壤结构更为疏

松,此时棕榈纤维已经起到了物理加筋的作用,聚丙

烯酰胺在土壤水分作用下形成的丝状黏絮物质也已

发挥其黏结作用,棕榈纤维与聚丙烯酰胺因自身物理

化学性质的不同,在抗侵蚀能力大小上存在差异,最
终4组试验土壤侵蚀量大小表现为:生物炭>无添加

>棕榈纤维>聚丙烯酰胺。

4 结 论

研究不同外掺料对暴雨条件下植被混凝土坡面

侵蚀水动力学特征的影响,对高陡岩质边坡地区植

被混凝土配方的改进提供理论依据。本次试验得出

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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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聚丙烯酰胺、生物炭、棕榈纤维可以降

低植被混凝土坡面粗糙度,增大坡面流速,减小径流

深度,并且水流剪切力、阻力系数也相对无外掺料坡

面小,而水流功率较无外掺料坡面大。
(2)随着降雨强度增加,添加不同外掺料的植被

混凝土坡面土壤侵蚀量、流速、水流功率、雷诺数均呈

增大的趋势。
(3)雷诺数、水流功率与植被混凝土坡面土壤侵

蚀量始终呈极显著正相关。
(4)添加聚丙烯酰胺与棕榈纤维可以减少植被

混凝土坡面土壤侵蚀量,且聚丙烯酰胺的效果优于棕

榈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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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挠力河流域净耕地面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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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如何精准提取净耕地利用信息,为农田管理与耕地科学利用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提出净耕地预测思路,以典型粮食产区挠力河流域为研究区,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支持下,运用净耕地系数、突变检测模型、灰色动态模型(GM)等数理模型,提取并验证净耕地(包括旱地和

水田)利用信息。[结果]挠力河流域土地利用斑块面积变化表现出显著的“灰色”特征,对20hm2 等额面

积区间的非旱地和非水田斑块面积累加处理,可增强数据列的规律性特征;GM(1,1)灰色系统模型和多项

式预测方法均可较为准确地提取非旱地和非水田面积信息。2018年,挠力河流域旱地和水田的净面积分

别是1.06×106hm2 和3.87×105hm2,对应的净系数为97.65%和98.07%。[结论]耕地斑块面积变化具

有灰色特征,可采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净耕地面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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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ultivatedlanduseinformationwasaccuratelyextractedinordertoprovidetheo-
reticalsupportforfarmlandmanagementandscientificuseofcultivatedlands.[Methods]Effectiveareaof
arablelandintheNaoliRiverbasinwasdeterminedusinggreysystemtheoryandassociatedtheoreticalas-
sumptions,mathematicalmodels,mutationdetectionmodel,andempiricalanalysis.Datausedinthestudy
camefromlandusechangesurveydataandthenetcultivatedlandcoefficient.[Results]Landusearea
showedsignificantgreycharacteristics.Ifaccumulativetreatmentswereappliedtotheareaofthearablemap
withinacertainarea,thelineardifferentialfittingequationcouldbeusedtopredicttheeffectiveareaofara-
blelandinNaoliRiverbasin.Thegreysystemtheoryhypothesiscouldbeappliedfortheaccurateextraction
ofdrylandandpaddyfields.In2018,theeffectiveareaofdrylandandpaddyfieldswas1.06×106hm2and
3.87×105hm2intheNaoliRiverbasin.Theeffectivedrylandcoefficientandthepaddyfieldcoefficientwere
97.65%and98.07%,respectively.Atthesametime,thespatialdistributionofeffectivearablelandshowed
thatmoreattentionshouldbegiventotheiractualutilizationanddevelopmentstatusinthedownstreamarea
oftheouterQixingRiverintheNaoliRiverbasin,andinthenorthernpartofYouyiCountyandthewestern
partofBaoqingCounty.[Conclusion]Greysystemtheorywasproposedfordeterminingchangesineffective



areaofarableland.Graysystemtheorywasfoundtobefeasibleforextractingeffectivecultivatedlandandits
coefficient.
Keywords:cultivatedlandarea;greysystemtheory;prediction;NaoliRiverbasin

  耕地监测既是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资源综合利

用基础,又是政府部门对耕地利用与管理的依据[1]。
遥感技术拥有信息丰富、覆盖面广、实用性强和可周期

性获取等特点[2-3],已成为当前对耕地监测的最主要手

段。一方面受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同物易谱和同谱

异物等影响[4],实际存在的小地物(主要包括:沟渠、小
径、机耕道、简易公路、坟地和池塘等)易被纳入耕

地[5],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小地物遥感影像的像元宽度

远大于实际宽度,耕地面积常被夸大[6]。因此,如何剔

除小地物影响、实现净耕地提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7-8]。
国内外学者针对净耕地提取做了大量工作,如运

用实地抽样手段开展区域小地物信息提取工作,进而

间接提取净耕地利用信息[9];探索如道路等线状地物

对实际耕地面积的影响机理,以提高耕地遥感监测精

度[10-13];开展遥感影像对小地物实际宽度和解译宽度

影响的研究,通过扣除小地物实现农作物面积精准估

算[1];运用算法技术来自动提取农田线状工程地物信

息,以实现耕地的精细化提取[14-15]。但纵观现有研

究,学者们多通过实地抽样调查或结合高精度影像、
航片来剔除小地物对耕地面积影响[16-19],可推广性有

限。如何在有限的数据条件下实现净耕地面积提取

显得尤为重要。现代数理统计观认为[8],客观系统总

是有关联和有整体功能的,作为表征系统行为特征的

数据,总是蕴涵着某种统计规律。中国实行国土用途

管制及规划管理制度,土地利用面积具有内生“灰色”
规律,通过对土地利用面积“部分”已知信息的二次生

成和挖掘,去认识和研究土地利用面积变化规律。当

前已有相关学者注意到灰色系统理论应用于土地或耕

地利用信息提取的可行性,如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分

析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并选用不同灰色系统模型定

量模拟耕地需求量[9,16];运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

预测和验证区域有效耕地面积[8]。但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灰色系统模型应用研究中多存在灰色区间划分

偏主观、缺乏围绕净旱地和净水田提取的系统性方案

等问题,不利于实际工作的推广。
挠力河流域为中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自21

世纪初以来,随着“两江一湖”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工程的实施,该流域耕地及其内部结构快速

变化,田间道路、沟渠系统等发生了较大改变[20]。鉴

于此,本文以挠力河流域作为净耕地提取案例区,在
基础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支持下,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来

提取该流域的净旱地和净水田利用信息。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挠力河流域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腹地,地
理范围为131°31'—134°10'E,45°43'—47°45'N,东
南以完达山为界,东与乌苏里江相接,流域面积约为

2.49×106hm2(图1)。挠力河流域历经了多次大规

模土地利用开发,耕地面积持续上升,呈现出“三山一

水六分田”的土地利用特点。该流域耕地分为旱地和

水田,水浇地面积极少,主要分布于内外七星河腹地、
干流沿岸及友谊地区[20]。

基础土地利用数据及道路、田间沟渠等小地物信

息数据均获取自当地自然资源部门所提供的土地利

用变更调查矢量数据库(2018年)。通过对流域境内

的4县(富锦县、友谊县、集贤县和宝清县)3区(宝山

区、尖山区和四方台区)数据库的拼接、裁剪等处理,
得到基础耕地利用数据(即未进行耕地净提取的初始

耕地利用数据)及线状地物信息;行政区划、水系等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图1 挠力河流域地形及水系分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思路

区别于经典数理统计论,灰色系统理论把一切随

机变化过程视作一定范围内变化的、与时间有关的灰

色量及灰色过程,其研究对象为“贫”信息不确定性系

统[21]。通过对数据一定方式处理,使其成为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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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序列“模块”数据,进而找出其“灰色量”变化规

律。考虑到净耕地原始斑块面积的未知性,通过对非

耕地斑块(除耕地外的土地利用斑块)面积的一次或

多次累加处理以增强数据列的规律性,进而构建灰色

系统模型来预测非耕地面积,将区域总面积减去非耕

地面积即可得到净耕地面积。同时,中国实行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及规划管理制度,土地利用面积表征着对

应用地的开发程度及利用方式,除建设用地中特殊地

块外,部分建设项目由于其规模、性质等原因,占地面

积较大,但从区域宏观角度来看,该部分地块面积比

例较小,将其排除后,土地利用斑块面积将呈较强的

规律性特征。
基于此,提出净耕地预测思路:①在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数据支持下,提取非耕地斑块面积信息,根据

系统建模需要,对范围内非耕地斑块面积从大到小或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②斑块面积区间的划分影响着预

测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建立和比较不同突变模型的分

析结果,以确定面积突变奇点(对应为建筑项目用地

或大片林地);③确定合适等额间距并对其范围内的

非耕地斑块面积进行一次或多次累加处理,将得到规

律性递增的一组数据,选取不同阶灰色预测模型或其

他预测模型进行非耕地面积预测,最终确定面积预测

模型;④根据非耕地面积数据来测算净耕地面积,倘
若不同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均较好,可综合预测结果

以提高预测精度。基于净耕地系数数据,结合土地利

用变更调查数据库中沟渠、农村道路等线状地物信

息,对其进行空间信息加权处理,得到净耕地二次空

间分布数据。技术流程见图2。

图2 净耕地预测技术流程

2.2 数值方法

2.2.1 净耕地系数 净耕地系数是指单位面积空间

内净耕地面积占耕地毛面积的比例系数[8]。计算公

式为:

η=
Ai

Am
×100%=

Am-∑
n

f=1
Af

Am
×100% (1)

式中:η为净耕地系数;Ai为单位面积的耕地或耕地

斑块内净耕地面积(hm2);Am 为耕地毛面积(hm2);

f 为小地物类型;Af为第f 种小地物的面积(hm2)。

2.2.2 突变检测 突变是指变量从某一统计特性到

另一个统计特性的急剧变化过程,一般通过检验均

值、方差、回归系数和事件发生概率等指数有无突然

变化来判定[22]。土地利用斑块面积突变是指面积较

大的建筑项目用地或大片林地导致的由非耕地斑块

面积组成的序列数据统计特征急剧变化过程。考虑

到需剔除的面积较大的非耕地斑块数量较小,且与其

他用地斑块面积差异明显,多种方法均可实现面积序

列突变检测。Pettitt法为经典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该
方法利用秩序列来检测数据序列突变点,当其秩处于

最高水平,且通过对应的显著性检验(p<0.05),则认

为该秩所对应的点为数据序列突变点[23],本文选用

该方法进行斑块面积序列的突变点检测。

2.2.3 灰色动态(GM)建模 灰色GM 建模以灰色

模块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无规律的原始数据处理,形
成有规律“模块”序列数据,其几何意义为生成的序列

数据在时间和数据二维平面上所形成的连续曲线与

其横坐标的总称。由已知数据构成的模块称为白色

模块,由白色模块外推到未来的模块,即由预测值构

成的模块,称为灰色模块[21]。
由于数据多为随机且无规律性,给定的原始数据

列(公式2)不能直接用于建模,若将该原始数据列进

行一次累加处理,可获得新的数据列(公式3),新生

成的数据列为单调增长曲线,增强了原始数据的规律

性,弱化了随机性。倘若累加次数越多,其规律性将

更强,随机性更弱,为建立合适的数理动态模型提供

了必要中间信息。其中随机量视作一定范围内变化

的灰色量,随机过程为一定幅区和一定时区的灰色过

程。通过灰数的生成、数据的不同取舍和不同级残差

模型的补充,来调整、修正和提高模型的精度。对于

高阶系统GM(n,h),可由一阶的GM(1,h)模型建

立状态方程解决[22]。

   X0= x1
0,x2

0,x3
0,…,xn

0{ } (2)

   X1= x1
1,x2

1,x3
1,…,xN

1{ } (3)
式中:X0为原始数据列,其中xN

0 为原始数据列第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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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X1为一次累加数据列,其中xN
1 为一次累加数

据列第N 个数,其中

xN
1=x1

0,x2
0,x3

0,…,xN
0

对模型模拟精度验证是研究模型可靠性的必要

过程。当前常用的精度验证方法是对模型进行后

验差检验,即先计算数据离差s1及残差的离差s2,
再计算后验比c=s1/s2 及小误差概率p,根据c和

p 完成模型诊断,当p>0.95和c<0.35时,模型

可靠。模型的构建及精度验证均通过DPS7.5软件

实现[24]。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础耕地分布特征分析

如图3所示,2018年,挠力河流域基础耕地的总

面积是1.48×106hm2,垦殖率达到62.61%。基础旱

地面积为9.29×105hm2,占耕地总面积的62.67%,
且多位于流域的南部平原地区和内七星河上游地带。
基础水田面积为5.53×105hm2,对应的水田化系数是

37.33%,处于水田化中期阶段。相对于旱地而言,水
田多分布于地势平坦、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图3):

①挠力河干流的下游北岸,该地区以国营农场(主要

为七星农场、创业农场、红卫农场和胜利农场)为主,
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②内外七星河流域腹地及友谊

县境内,该地区水田斑块破碎,家庭农场和农户个体

为主要的水田利用管理主体;③挠力河干流的中段东

岸,该地区为八五二和八五三国营农场所在地,坡度、
灌溉条件较好。

图3 挠力河流域基础耕地空间分布特征

3.2 斑块面积区间划分特征分析

3.2.1 突变检测 对非水田斑块(除了水田的土地

利用斑块)和非旱地斑块(除了旱地的土地利用斑块)
面积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列以构造对应面积数据序列,
采用Pettitt突变检测法进行非旱地和非水田斑块面

积的突变检测。结果显示:①挠力河流域非旱地斑块

数为19813,并于第19632位序发生有效突变,且p
<0.05,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对应的斑块面积为

2.01×102hm2;② 非 水 田 斑 块 对 应 的 斑 块 数 为

21568,在第20958位序发生突变,p<0.05,对应的

斑块面积为2.00×102hm2。

3.2.2 划分数据区间 依据突变检测结果,将非旱地

和非水田斑块面积建模数据的突变点设为灰色动态建

模的区间起始值,并考虑数据测算量,将二者区间间隔

设为20.00hm2,进而确定对应区间段范围X0
1(表1)。

表1 挠力河流域非旱地斑块的分区段面积统计

区间段 区间值/hm2 数据值/hm2

1 X0
1>200.56 883335.69

2 200.56≥X0
1>180.56 5749.72

3 180.56≥X0
1>160.56 15229.93

4 160.56≥X0
1>140.56 9061.89

5 140.56≥X0
1>120.56 10279.82

6 120.56≥X0
1>100.56 10900.38

7 100.56≥X0
1>80.56 23940.74

8 80.56≥X0
1>60.56 24535.62

9 60.56≥X0
1>40.56 20794.60

10 40.56≥X0
1>20.56 32538.63

11 20.56≥X0
1>0 X1 

  基础非旱地和非水田面积区间的统计规律性弱,
巨大斑块(位于1区间段的非旱地和非水田斑块)多
位于流域南部、东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一般为山地丘

陵区的连片林地以及干流周边耕地地块,斑块面积大

(非旱地和非水田的1区间段面积分别占流域总面积

的37.33%和71.06%),第8和第10区间段的斑块面

积也较大(表2和图4)。

表2 挠力河流域非水田斑块的分区段面积统计

区间段 区间值/hm2 数据值/hm2

1 X0
2>200.39 1681223.83

2 200.39≥X0
2>180.39 5506.14

3 180.39≥X0
2>160.39 6577.77

4 160.39≥X0
2>140.39 7399.19

5 140.39≥X0
2>120.39 11314.86

6 120.39≥X0
2>100.39 17081.08

7 100.39≥X0>80.39 14670.97
8 80.39≥X0

2>60.39 21356.26
9 60.39≥X0

2>40.39 17903.94
10 40.39≥X0

2>20.39 31877.51
11 20.39≥X0

2>0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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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挠力河流域土地利用斑块面积变化特征

3.3 净耕地面积预测

对各区间段斑块面积进行一次累加处理,数据集

规律性特征显著增强(图5)。因此,采用不同预测模

型进行净耕地面积预测。

图5 挠力河流域土地利用斑块面积累加特征

3.3.1 灰色系统预测 对累加处理后的区间数据进

行单变量GM建模。但由于模型阶数的不同,导致预

测精度存在差别,通过比较不同灰阶预测精度,确定

最优灰色系统预测模型以进行非旱地和非水田面积

预测。对于高阶灰色预测模型GM(1,N)而言,数据

样本数偏少(10个),预测可信度差。因此选用 GM
(1,1)和GM(2,1)模型来进行非旱地和非水田的面

积灰色预测。

GM(1,1)预测显示,挠力河流域非旱地斑块的

残差修正模型为x(t+1)=(6.60×1011)e0.02t-(8.09×
1011),依据灰色系统精度评定标准,该模型验差比

值:C=0.17<0.35,p=1.00,预测结果很好(Good),
预测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进行灰色系统预测,其中

X(1)
1 (11)=1.31×1010m2;非水田的残差修正模型表达

式为x(t+1)=(1.83×1012)e0.01t-(2.27×1012),模型验

差比 值:C=0.19<0.35,p=1.00,预 测 结 果 很 好

(Good),预 测 值 同 样 具 有 较 高 的 可 信 度,对 应 的

X(1)
2 (11)为1.98×1010m2;GM(2,1)模型为单序列二

阶线性动态模型,非旱地斑块的残差修正模型为

x1(t+1)=(2.03×107)e15.93t+(6.33×1011)e0.02t-(6.22

×107),该模型验差比值:C=1089.26,p=0.89,预测

可信度低,GM(2,1)不适用于非旱地的灰色系统预测;
非水田的残差修正模型为x1(t+1)=(1.58×107)e22.23t

+(1.73×1012)e0.01t-(1.71×1012),模型同样未通过

可信度检验。因此,最终采用GM(1,1)灰色系统模

型进行流域净耕地面积(非旱地和非水田)提取。

3.3.2 其他拟合预测 根据累加数据序列走势(图

5),分别采用一元线性预测、二元线性预测和非线性

预测中指数曲线预测方法对挠力河流域非旱地和非

水田的斑块面积进行研究,并对比验证不同趋势预测

方法的精度(表3)。预测结果显示,线性预测和指数

曲线预测方法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非旱地面积预

测的决定系数均超过0.85,其中二元线性预测的决定

系数达到0.96,预测方程为y=(1.24×107)x2+
(1.33×107)x+(1.31×1010),指数曲线预测决定系

数为0.89,精度偏低;非水田的线性和指数曲线预测

方法也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其中二元线性预测精度

最高,对应预测方程为y=(1.36×107)x2-(5.58×
106)x+(1.98×1010),R2=0.97。因此,选用二元线

性预测法进行非旱地和非水田面积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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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挠力河流域非旱地和非水田趋势测算对比特征

拟合方式 拟合公式 拟合精度 测算值/hm2

一元线性拟合 y=(1.50×108)x+(1.31×1010) R2=0.91 1311225.02
非旱地 二元线性拟合 y=(1.24×107)x2+(1.33×107)x+(1.31×1010) R2=0.96 1311821.13

指数曲线拟合 y=(1.31×1010)e0.01x R2=0.89 1310696.08

一元线性拟合 y=(1.44×108)x+(1.98×1010) R2=0.93 1981218.01
非水田 二元线性拟合 y=(1.36×107)x2-(5.58×107)x+(1.98×1010) R2=0.97 1982083.22

指数曲线拟合 y=(1.98×1010)e0.01x R2=0.88 1980928.96

  注:各预测方程均在p=0.95置信度下进行。

3.4 净耕地面积预测及验证

3.4.1 净耕地面积预测 从理论上来讲,非旱地和非

水田面积是灰色系统的 N 值无限趋近于11或趋势

预测的x 值无线趋近于0时的模型预测值。当GM
(1,1)的t值无限趋近于11时,非旱地和非水田面积

预测值分别为1310956.63hm2 和1980505.34hm2。
当多项式预测法的x 值无限趋近于0时,非旱地和

非水田的趋势预测值分别为1311821.13hm2 和

1982083.22hm2。考虑到 GM(1,1)和多项式预测

法预测精度均较高,综合二者结果将会有效提高净

耕地面积预测精度,取二者平均值作为非旱地和非水

田面积的预测结果,即分别是1311388.88hm2 和

1981294.28hm2。

3.4.2 预测结果验证 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中挠

力河流域总面积为2368135.35hm2,其中达到图4
标准的所有非旱地面积为1285957.70hm2,非水田

面积1973681.32hm2,对应的旱地和水田面积依次

为1082177.64hm2 和394454.03hm2,而预测得到

的非旱地和非水田面积依次为1311388.88hm2 和

1981294.28hm2,净旱地和净水田面积为1056746.47hm2

和386841.07hm2,对应的净旱地系数和净水田系数

分别是97.65%和98.07%。挠力河流域位于三江平

原腹地,境内垦区与农区并存,垦区内小径、简易公路

等地物信息的空间分布密度低,且其水田分布率显著

高于农区,即对应的净面积系数应高于旱地,与预测

结果相符;流域境内垦区的耕地斑块规整,其田间沟

渠面积为25102.74hm2,占耕地和田间沟渠总面积

的1.67%,但倘若考虑其他田间信息影像,净耕地系

数应 低 于98.33%,而 预 测 的 净 耕 地 系 数 均 值 为

97.91%,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形基本相符。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在排除面积较大的特殊地块下,土地利用斑块面

积存在“灰色”特点,可通过等额面积区间非耕地斑块

面积的一次或多次累加处理,以增强数据序列的数理

回归特征,进而提取净耕地面积。本文以挠力河流域

为研究区,在非旱地和非水田的斑块面积区间Pettitt
突变检测基础上,划分合适的区间段以进行灰色模拟

预测和多方法趋势拟合,最终预测流域旱地和水田的

净面积依次为1056746.47hm2 和386841.07hm2,
对应的净旱地系数和净水田系数分别是97.65%和

98.07%,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形基本相符。因此,灰色

理论假设可应用于旱地和水田面积精准提取,能较好

地模拟净旱地和净水田面积信息,进而确定对应净旱

地系数和净水田系数。

4.2 讨 论

数量和空间管理是国土空间管理的战略方向。
灰色系统理论能够较好地实现净耕地面积提取目标,
但由于小地物尚未达到上图标准,净耕地的空间信息

表达存在困难。本文仅从面积数值上对净耕地利用

信息进行预测研究。但对于沟渠、田间道路等线状地

物密度高的地区而言,其小地物信息更为丰富,因此

可尝试结合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中现有道路、田
间沟渠等数据信息来对净耕地分布信息间接表达,以
进行耕地精细化研究。如在栅格尺度下来计算线状

地物的空间密度,对该密度信息进行min-max标准化

处理,然后运用栅格图层叠加算法,在保证空间化的

净旱地系数和净水田系数均值不变前提下,实现净耕

地系数空间表达,然后采用自然裂点分级法划分净耕

地系数程度等级,以探索净耕地的空间分布特点。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耕地一般包括南方宽度

<1.0m,北方宽度<2.0m 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

(埂)等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传统实地抽样手段多难以

准确区分上述耕地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提出的基于

灰色系统理论净耕地提取思路,通过预测其他非耕地

面积来间接预测净耕地面积,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

题。同时,本文基于现有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中

耕地数量及空间分布特征,来精细提取净耕地面积信

息,但对应于土地利用调查中存在小地物易纳入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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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其他非耕地调查中也存在小片耕地被纳入非

耕地情形,后续可配合抽样调查以进一步完善净耕地

提取的研究角度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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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滑坡的易发性评价
———以江西省为例

唐兴港1,王慧勇1,黄 豆2,张金池1

(1.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

重点实验室,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210037;2.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院,江苏 南京210037)

摘 要:[目的]预测长江流域滑坡灾害分布情况,旨在开展隐患排查和危险评估,提升灾害的应对能力。

[方法]基于1211个滑坡分布点数据和15个环境变量,通过 MaxEnt模型对江西省的滑坡易发区分布进

行预测,同时采用Jackknife检验评估15个环境变量对预测结果的重要程度,最终确定不同程度滑坡易发

区的面积和分布以及影响滑坡灾害发生的主要环境变量。[结果]江西省内极高、高和中易发区分别占全

省总面积的29.6%,36.5%和23%。滑坡发生的概率以鄱阳湖平原为中心向四周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集

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的山地丘陵地带。海拔、坡度、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年均降雨量和距离水系和道路

的距离是影响滑坡发生和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累积贡献率在83%以上。[结论]江西省滑坡易发区的分

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地质复杂和岩层节理裂隙发育的地区,降雨是滑坡发生

的直接诱导因子。

关键词:滑坡;MaxEnt模型;环境变量;长江流域;易发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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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LandslideSusceptibilityinMiddleand
LowerReachesofYangtzeRiver
-TakingJiangxiProvinceasaCaseStudy

TangXinggang1,WangHuiyong1,HuangDou2,ZhangJinchi1

(1.JiangsuProvinceKeyLaboratory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ndEcologicalRestoration,

Co-innovationCenterfortheSustainableForestryinSouthernChina,NanjingForestry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37,China;2.CollegeofForestry,NanjingForestry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37,China)

Abstract:[Objective]PredictingthedistributionoflandslidedisastersintheYangtzeRiverbasinwere
conductedtostrengthenhiddendangerinvestigationandriskassessment,andtoimprovedisasterresponse
capabilities.[Methods]Basedon1211landslidedistributionpointsand15environmentalvariables,the
MaxEntmodelwasusedtopredictthedistributionoflandslide-proneareasinJiangxiProvince.Thenthe
Jackknifetestwasusedtoevaluatetheimportanceof15environmentalvariablestothepredictionresults.
Finally,theareaanddistributionoflandslideproneareaswithdifferentrisklevelsandthemainenvironmen-
talvariablesaffectingtheoccurrenceoflandslidedisastersweredetermined.[Results]Theextremelyhigh,

high,andmediumlandslide-proneareasinJiangxiProvinceaccountedfor29.6%,36.5%,and23%oftheto-
talareaoftheprovince,respectively.Theprobabilityoflandslideoccurrencegraduallyincreasedfromthe



PoyangLakeplain(asthecenter)tothesurroundingareas,andwasconcentratedinthewesternandsouth-
ernmountainousandhillyareasofJiangxiProvince.Altitude,slope,normalizeddifferencevegetationindex
(NDVI),averageannualrainfall,anddistancefromriversandroadswerethemainenvironmentalvariables
affectingtheoccurrenceanddistributionoflandslides,andthecumulativecontributionratewasmorethan
83%.[Conclusion]Thedistributionoflandslide-proneareasinJiangxiProvincehasobviousspatialdiffer-
ences,mainlyassociatedwithareasofhighaltitude,complexgeology,anddevelopedjointsandcracksin
rockformations.Rainfallisthedirectinducingfactorforlandslideoccurrence.
Keywords:landslides;MaxEntmodel;environmentvariables;theYangtzeRiver;susceptibilityassessment

  近期,在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0年下半年地质

灾害趋势预测中指出防灾减灾形势严峻,在极端气象

条件下要预防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滑坡是

世界范围内最具危险性和多发性的地质灾害,在全球

变暖背景下,中国西高东低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日益活

跃的经济建设使得滑坡灾害日益频繁[1]。在2017年

近7000起的地质灾害中滑坡灾害占比约75%,经济

损失超4.00×109 元,成为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地质灾

害[2]。从致灾因子来看,地形、地质和人类活动都会

导致斜坡面的物质移动,天气因素尤其是极端降雨是

导致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的直接诱因[3]。

20世纪以来,温室效应引发全球气候变暖,地表

平均气温升高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使得滑坡和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不断加剧[4-6]。IPCC5预估气候变化的

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剧,未来中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将

持续增多,呈现明显的极端化和区域差异[6-8]。长江

流域横跨三级阶梯,总面积1.80×106km2,既是滑坡

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其中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和地形关系密切,且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的预测滑坡

灾害潜在分布就变得十分必要[9-10]。
当前应用于滑坡灾害预测研究的模型和方法主

要包括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随机森林模型、决策树预

测模型和支持向量模型等[11-14]。机器学习模型作为

一种强大的数据驱动工具,能够在分析过程中充分考

虑到滑坡发生与环境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了概率统计模型主观性强的局限[15]。基

于机器学习模型和遥感地信技术的滑坡灾害预测已

经成为灾害防治领域最为经济有效的工具。MaxEnt
是一种在JAVA和最大熵理论的基础上用来评估物

种潜在适生分布的工具,可以用来模拟森林植被潜在

分布并合理预测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物种可能出现的

地区[16]。在物种潜在分布的预测方面,其较强的预

测能力和相对较高的预测精度是 MaxEnt模型相较

于其他模型的优点,同时支持多种不同的变量类

型[17-18]。近年来,MaxEnt模型在滑坡预测领域的应

用逐渐成熟,在多变量回归模型、多元自适应回归、分
类回归树和 MaxEnt模型预测西班牙德巴河谷滑坡

预测的研究中,MaxEnt模型的预测精度明显高于其

他模型[19]。其基于工程类比的思想对目标空间进行

建模分析,当预测区域的地质、水文和人类活动等环

境变量与滑坡发生区越相似时,该区域发生滑坡的机

率也就越高。
作为一种多因素、破坏性的地质现象,滑坡发生

机制十分复杂,是多种环境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滑

坡的发生位置、破坏强度和后果都与灾害发生区的基

础环境条件和即时诱发因素密切相关[20]。在滑坡灾

害的分布预测和风险研究中要有针对性的合理确定

环境变量,重点反映所选变量与灾害发生的规律[21]。
本研究以江西省为例,综合滑坡灾害研究中环境变量

的作用,选取地形地貌、地质岩性、植被覆盖和人类活

动等15个环境指标对江西省境内的滑坡分布情况进

行模拟,探究 MaxEnt模型在滑坡易发性评价中的适

用性,并对模拟结果进行灾害风险的等级划分。同时

根据刀切法对参与建模的环境变量进行重要性评估,
确定影响滑坡灾害发生的主要环境变量,以期有效指

导江西省的土地利用和灾害防治工作。

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位于中国东南部,属长江中下游流域,面
积为1.669×105km2,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该区

三面环山,中部为丘陵与河谷平原交错,北部是鄱阳

湖平原。平原隶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其面积约占全

省总面积的23.2%,森林覆盖率高,植被以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为主。气候上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夏季雨热同期,冬季温和湿润,全年降雨充沛,
是我国多雨省区之一。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降雨季

节分配不均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庐山、武夷山、怀
玉山和九岭山一带是全省4个多雨区。红壤和黄壤

在江西省广泛分布,土体厚度不一但肥力相对较高。
地质构造复杂,地层发育齐全,新构造运动强烈,滑坡

等地质灾害频发。

761第3期       唐兴港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滑坡的易发性评价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滑坡数据

江西省滑坡灾害发生点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

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坐标系

为 WGS84,滑坡分布数据经野外实地调查获取,其记

录了历年来全国范围内滑坡的发生信息。本研究选

取江西省内截至2017年的有效滑坡记录3652个,
其反映了该省滑坡发生的空间分布状况(图1)。按

照空间筛除法在一定距离内保留有限位点,按照均

匀、随机的原则再次进行系统取样,确保将滑坡发生

点的地理自相关降至最低[22]。同时与聚类分组筛选

和分组建模的取样结果相比较,在最大程度保留建模

数据的同时,确保分布点对江西省滑坡分布的真实反

映[23]。将满足建模要求的1211个滑坡分布点保存

为(.csv)文件供后续使用。

图1 江西省海拔和滑坡分布点示意图

2.2 指标因子构建及处理

滑坡灾害的发生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结

果,研究选取海拔、坡度、坡向、植被覆盖、年均降雨

量、土地利用和距道路的距离等共计15个环境变量

建模。变量来源:①海拔数据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search)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栅格数据获取,精度为30m。利用ArcGIS10.4
的栅格表面分析模块提取江西省的坡度、坡向、平、剖
面曲率,综合利用空间分析工具获取江西省的地表粗

糙度和地形湿度指数。②地质数据从中国科学院资

源环 境 科 学 数 据 中 心 (http:∥www.resdc.cn/

Default.aspx)获取,主要包括岩性和断层分布数据。

③道路和水系数据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获取,利用

ArcGIS10.4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道路、水系和断层

的欧氏距离并得到距离图层。④多年平均降水数据

从 WorldClim (http:∥www.worldclim.org/)数据

库获取。⑤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从Landsat8遥

感影像数据获取,并通过大气校正和波段运算以避免

大气和光照对遥感数据的影响,获得较为准确的归一

化指数。⑥土地利用数据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数据中心获取,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居民地

和未利用土地6个一级类型和25个二级类型。利用

ArcGIS10.4软件的裁剪、投影和重采样等功能模

块,将15个环境变量的投影坐标统一为 WGS_1984_

UTM_48N,空间分辨率为30m×30m,对变量进行

相关性分析后转为ASC格式参与模型构建和滑坡敏

感性分析。

2.3 指标因子选取及建模优化

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会影响 MaxEnt模型预测结

果的精度和准确性,故采用Pearson相关性对变量进

行检验。首先将15个环境变量和1211个滑坡分布

点加载到 MaxEnt模型,利用刀切法确定环境变量的

重要性,并按照因子贡献率大小进行排序。然后对

15个环境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若两个变量的相关

系数大于0.8,应删除两个变量中贡献率较少的,经检

验15个变量相关性在允许范围内。

特征组合(featurecombination,FC)通过数学转

换的方式使 MaxEnt模型利用复杂数学关系来推测

滑坡对环境因子的响应。调控倍率(regularization
multiplier,RM)作为模型约束可以优化模型的响应

曲线,这两个参数对于模型的预测结果十分重要[24]。

在R软件中通过调用ENMeval数据包来确定这两

个参数,从而对 MaxEnt模型进行优化。模型包括

L,Q,H,P和T5种特征,分别代表了线性(linear)、

二次型(quadratic)、片段化(hinge)、乘积型(product)

和阈值性(threshold)。为了确定FC和RM 的最佳

组合,将RM限定在0.5~4的范围内以0.5递增,特
征组合为 L,LQ,H,LQH,LQHP,LQHPT。利用

ENMeval数据包检验48种参数组合,Akaike信息

量准则(AICc)反映了模型的拟合度和复杂性,最小

AICc值的模型应该被优先考虑[25]。采用训练集和

测试集的AUC值之差(AUC.DIFF)和10%训练遗

漏率(OR10)来评估模型的过拟合程度,利用 AUC
来评估模型的准确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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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方法

基于江西省1211个滑坡数据和15个环境变

量,首先将滑坡数据和参与建模的15个环境变量加

载到模型中,然后将滑坡点的数据按照3∶1的比例

分配给训练集(trainingdata)和测试集(testingdata)。
模型的特征组合和调控倍率由ENMeval数据包优化

获得,其他参数则保留默认值。模型进行500次迭代

运算后,结果以ASCII文件类型输出,采用敏感度和

特异性之和最大的方法来确定滑坡敏感区的分类

阈值,同 时 参 考 正 态 分 布 理 论 与 专 家 经 验 法[27]。

ArcGIS10.4对滑坡预测结果进行重分类,p≥0.72
为极高易发区,0.53≤p<0.72为高易发区,0.25≤p
<0.53为中易发区,p<0.25为低易发区。ROC曲

线下的面积(AUC)被用来评估模型的可靠性,AUC
值在0.9~1.0之间时说明预测结果非常优秀。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准确性

ROC曲线是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模型诊断试验评

价指标,该曲线由灵敏度和特异度为坐标轴绘制。

ROC曲线所包围区域的面积为 AUC,其值在0~1
的范围内,AUC值与模型的预测精度成正相关,即

AUC值越高,模型结果的可靠性越高。滑坡数据和

环境变量建立的 MaxEnt模型在匹配发生记录方面

表现良好,训练集与测试集的 AUC平均值分别为

0.932,0.912,表明模型预测达到优秀的水平,可以很

好地模拟江西省滑坡灾害空间分布和确定影响滑坡

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

3.2 环境变量对模型的贡献率

环境变量的贡献率是衡量其对预测结果重要性的

指标。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百分比贡献率来区分不

同变量对滑坡发生的影响。根据模拟结果,影响滑坡

易发区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依次是海拔(20.5%)、坡
度(20.4%)、年降雨量(14.5%)、植被指数(12.8%)、距
水系距离(9.1%)和距离道路的距离(6.5%),其累计

贡献率为83.8%,对滑坡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图2)。

注:贡献率低于1%的变量未列出。

图2 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境变量对滑坡发生的贡献率

3.3 滑坡发生与环境变量的关系

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环境变量的响应特征如图

3所示。

图3 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滑坡发生的主要环境变量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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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3可知,滑坡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海

拔无疑是影响滑坡的最主要因素。从海拔与滑坡的

响应曲线中可以发现江西省的滑坡主要集中在800
~1300m的范围内。坡度是滑坡的另一个重要影响

因子,其与海拔密切相关。坡度与滑坡发生的概率呈

正相关,主要集中在10°~30°之间,坡度过大时滑坡

概率降低。降水是滑坡发生的重要诱发因素,其增加

了土壤含水量,减弱了剖面的抗滑能力。根据年均降

雨量与滑坡的响应曲线,降雨量越多的地区,发生滑

坡的风险也就越高。植被指数反映了地表植被覆盖

的程度,随着植被指数的增加,江西省滑坡的发生概

率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与水系和道路的

距离方面,江西省滑坡发生概率均与之呈现负相关,
随着与水系和道路之间距离的增加,河流侵蚀和人类

活动对滑坡的影响不断降低。

3.4 滑坡地理分布

根据 MaxEnt模型的预测结果,并按照敏感度和

特异性之和最大的方法进行重分类。江西省滑坡分

布区分为4类,分别为极高易发区、高易发区、中易发

区和低易发区(图4)。

  注:地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

号为GS(2019)333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基于 MaxEnt模型的江西省滑坡易发区分布

统计显示极高易发区面积4.94×105km2,占全

省总面积的29.6%,主要分布在幕阜山、庐山、浮梁县

黄龙尖、婺源县莲花山、怀玉山、九岭山、武夷山和罗

霄山等地区。高易发区面积6.09×105km2,占全省

总面积的36.5%,主要分布在瑞昌、赣西北山区、大浩

山、梅岭、万年县和浮梁—婺源地区。中易发区面积

3.84×105km2,占全省总面积的23%,主要分布在鄱

阳湖平原与丘陵的交界地带,例如湖口县和彭泽县等

地区。低易发区面积1.82×105km2,占全省总面积

的10.9%,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及五大河沿岸河谷平

原。江西省滑坡易发区的划分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
极高和高易发区的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比例较大,滑
坡发生的概率以鄱阳湖平原为中心向四周呈现逐渐

增加的趋势。滑坡集中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丘陵

地带,以西部和南部地区最为严重,这些地区地质复

杂,岩层节理裂隙发育,滑坡灾害较为频发。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中国地处环太平洋构造带和喜马拉雅构造带交

汇处,构造活跃,是地质灾害多发国家,灾害类型多

样[28]。长江流域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地带,受到阶级

交界和季风的影响,水土流失和滑坡灾害频发[29]。
预测中国长江流域滑坡灾害发生区,有利于提升对

“隐患”的准确判断,强化隐患排查和危险评估,通过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等措施提升灾害的应对能

力。本研究利用1211个滑坡分布点和15个环境变

量,通过 MaxEnt模型和ArcGIS软件对江西省的滑

坡易发区分布进行预测,同时采用Jackknife检验评

估15个环境变量对预测结果的重要程度,确定了影

响滑坡灾害发生的主要环境变量。在准确性方面,

AUC值与模型的预测精度成正相关,本研究中训练

集与测试集的AUC平均值分别为0.932,0.912,表明

模型在对滑坡分布的预测中具有优异的表现,其结果

有较高的精准度。
最大熵理论最早提出于1957年,在机器学习中

得到广泛应用。MaxEnt模型便是基于这一理论和

JAVA语言发展而来的,目前已成为最常用的物种分

布模型[16]。其基本思想是利用已知事件对目标空间

分布进行建模,即与已知环境越相似,物种存在的概

率越高。2013年 MaxEnt模型被引到滑坡灾害的预

测研究中,相比于常用的信息熵模型,MaxEnt模型

的精 度 更 高,可 有 效 避 免 模 型 过 拟 合 的 发 生[19]。

AidingKornejady等[30]利用 MaxEnt模型评估了伊

朗格列斯坦省吉拉特河的滑坡敏感性,AUC值分别

为0.884,0.878,均能较好地模拟研究区滑坡的敏感

性。本研究MaxEnt模型的AUC值大于0.9,模拟结

果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在模型的因子选择上,考虑到地形地貌、地质、植

被覆盖、水文和人类活动等多种滑坡内在驱动因素的

影响作用,选取了15个环境变量参与建模,并最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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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6个影响滑坡发生与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随

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植被具有垂直地带性,同时岩土

体的含水率和人类活动的强度也受到限制[31]。滑坡

在海拔800~1300m时发生的概率最大,表现出海

拔高度的相对集中性,这与金沙江白格滑坡、哈尼梯

田滑 坡 和 湘 西 自 治 州 的 滑 坡 预 测 结 果 表 现 一

致[1,32-33]。这主要是因为海拔过高时,地表无大片的

冲洪积物覆盖,同时“山高沟深”的地貌特征使得沉积

物难以存留累积,缺少堆积体[34]。坡度的响应曲线

与海拔类似,滑坡主要集中在15°~30°的较缓坡度

区,过陡的坡面滑坡概率相对下降。自然条件下滑坡

所处坡体坡度越大,临空面的黏性力越小,斜坡受重

力影响越大,滑坡发生可能性越大,但当坡度过大时,
滑坡向小型化发展,不同的坡度区间对于相同规模的

滑坡作用效果不同[35]。华宁县滑坡灾害在10°~30°
的坡度范围内易发性较高,与江西省的滑坡灾害相

似,集中发育在较缓坡度区[33]。植被是防治土壤侵

蚀和固土护坡的关键,一方面可以减轻雨滴溅蚀和抑

制坡面径流冲刷,另一方面利用植物的“锚固加筋”作
用增加土质强度,增强斜坡稳定性[36]。滑坡灾害的

发育和发生与河流的特征有密切关系,河流通过其流

水活动影响和改变地理环境。在距离河流不同的区

域受其影响不同,河流的流量、流速、水位等水情要素

等对滑坡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33]。河流下切和侧蚀

之后,由于岸坡坡脚堆积岩土体的流失,使其对滑体

的支撑作用减弱,降低了滑坡的稳定性,随着与河流

距离的增加,滑坡的风险性不断降低[37]。降水是地

质灾害发生的主要诱发因素,体现在滑坡和泥石流等

灾害多发于降水集中阶段。短时间的强降雨或者连

续的阴雨天气使得滑坡体因含水量的增加而出现下

滑趋势,这与稳定岩体间的抗拉强度降低密切相

关[38]。相较于雨水较少的地区,年降水量的增多增

加了滑坡的风险。在横断山北部地区,极端降水极易

诱发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5]。
当前世界处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通

过影响气温和降水来间接影响地质灾害的发生。气

温上升会改变降雨的频率和强度,影响岩土体的稳定

性。气候变化强化了降雨的年际变化和区域分布的

不均匀性,引发局部地区的干旱,影响植被的生长和

地下水水位[39]。旱涝急转加剧地质不稳定性的同

时,为灾害的发生预报带来新的挑战,使得许多降雨

致灾阈值的研究不断涌现[40]。今后在对地质灾害进

行预测预报的同时,还应该关注气候变化下新的灾害

发生趋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易发区,采取合理措施

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4.2 结 论

(1)以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江 西 省 为 研 究 对 象,将

MaxEnt模型引入滑坡易发性评价体系,选取地形、
地质、水文和人类活动等15个因子进行建模分析。
滑坡易发区分布的模拟结果与实际分布较一致,模型

评价指标 AUC均值达到0.932,表明模拟结果具有

较强的可信度和准确性。
(2)根据刀切法对参与模型建立的环境变量进

行评价,按照变量的贡献率,海拔、坡度、年降雨量、植
被归一化指数(NDVI)、距离水系和道路的距离是影

响滑坡发生和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其中降雨是滑坡

发生的直接诱导因子。
(3)极高、高和中易发区分别占29.6%,36.5%和

23%,滑坡易发性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极高易发区

和高易发区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的东、西和南面的山地

丘陵地带。气候变化背景下,未来气候将通过影响降

水和植被等因素进而改变滑坡发生分布和敏感性,为
灾害的发生预报带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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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张桂林1,马 亮1,唐晓宇1,陈新全2,吕 倩2

(1.新疆农业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52;2.新疆白杨河流域管理局,新疆 乌鲁木齐830000)

摘 要:[目的]针对新疆白杨河流域存在供需用水矛盾、地下水超采、生态用水量被挤占等问题,对该流

域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为新疆白杨河流域经济健康发展及水资源分配提供合理依据。[方法]运用水资

源综合评价模型对新疆白杨河流域、达坂城区、托克逊县水资源承载力进行分析,建立以缺水量最小、经济

效益最大、公平性最优为目标函数的多目标模型,采用第二代非支配排序算法(NSGA-Ⅱ)对多目标模型求

解,获得理论最优配水方案。[结果]新疆白杨河流域综合评价指数为1.0;规划年(2030年)水资源优化配

置后,相对于ARIMA模型预测结果和计划配水方案用水量分别减少23.7%和9.9%,而 GDP分别增加

10.5%和降低1.4%,流域配水公平性由差距悬殊到绝对平均。[结论]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目前处于濒

临超载和轻度不协调状态;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能够实现地区的水资源高效利用及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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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AllocationofWaterResourcesinBaiyangRiverBasinin
XinjiangWeiAutonomousRegion

ZhangGuilin1,MaLiang1,TangXiaoyu1,ChenXinquan2,LüQian2

(1.CollegeofWaterConservancyandCivilEngineering,XinjiangAgriculturalUniversity,Urumqi,

Xinjiang830052,China;2.BaiyangheRiverBasinManagementBureau,Urumqi,Xinjiang83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onflictsbetweenwatersupplyanddemand,overexploitationofgroundwater,and
ecologicalwaterconsumptionintheBaiyangRiverbasininXinjiangWeiAutonomousRegionwasevaluated,

andthewatersupplyareasofthebasinweretakenastheresearchobjectstooptimizetheallocationofwater
resourcesforthebasininordertoprovideareasonablebasisforthehealthydevelopmentoftheeconomyand
theallocationofwaterresources.[Methods]Acomprehensiveevaluationmodelofwaterresourceswasused
toanalyzethewaterresourcecarryingcapacityoftheBaiyangRiverbasin,DabanDistrict,andTuokexun
County.Thus,amulti-objectivefunctionmodelprovidingforthesmallestwatershortage,thelargesteco-
nomicbenefit,andthebestfairnesswasestablished.Asecond-generationnon-dominatedsortingalgorithm
(NSGA-Ⅱ)wasusedtosolvetheproblem.Throughtheoptimizationoftheresults,theoptimalwater
distributionplanwasobtained.[Results]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oftheBaiyangRiverbasinwas1.0.
Aftertheplanningyear(2030)whentheallocationofwaterresourceswasoptimized,waterconsumptionde-
creasedby23.7% (comparedwiththepredictedresultsoftheARIMAmodel)and9.9% (comparedwiththe
plannedwaterdistributionplan),andGDPincreasedby10.5%anddecreasedby1.4%respectively.Thefair-
nessofwaterdistributioninthebasinchangedfromawidevariationtoanabsoluteaverage.[Conclusion]

ThewaterresourcesoftheBaiyangRiverbasinarecurrentlyonthevergebeingoverloadedandslightly



uncoordinated.Optimalallocationofwaterresourcescouldproducetheefficientuseandreasonableallocation
ofregionalwaterresources.
Keywords:waterresource:comprehensiveevaluation:multi-objectiveoptimization:waterresourcesplanning:

BaiyangRiverbasin

  水资源是区域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

的重要支撑和保障[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

增加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

逐渐增长,水资源短缺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

制因素[2]。近年来新疆白杨河流域出现地下水超采、
上下游用水矛盾、生态用水被挤占等现象,引起河流

沿岸植被稀疏、形成局部地下水漏斗区、地面沉陷。
如何实现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主要

途径,当下主要通过多目标模型进行水资源优化配

置,它遵循可持续性、公平性、优先保证生态和生活用

水、用水效益最大化、开源与节流并重原则,其目标是

追求整体效益最优[3-6]。贺北方等[7]建立供水效益最

大、污染排放量最小、缺水最小的区域多目标水资源

优化配置模型。王宏伟[8]构建以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为目标函数的多目标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用来解

决西宁市用水效率问题。徐光泉等[9]建立资源、经
济、环境多目标地下水管理模型,主要从经济效益、环
境污染等角度得到适合地区发展的配水方案。以上

3个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缺乏对地区配水公平性的

考虑,容易造成不同地区间的引水矛盾。武鹏飞[10]

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3个目标函数转换

为单目标的形式,计算邯郸市最优配水方案。丁超

等[11]为实现包头市的经济规模最大化、用水量最小

化以及COD排放的最小化为目标进行水资源优化

配置,通过对当地GDP分析,选取最优配水方案。于

凤存等[12]建立以缺水量最小与抽水量最小为目标函

数的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通过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

相结合的方式,得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调水方案。现

有的多目标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大多是选择多目标

解集中的一个解或者通过加权的方式把多目标模型

转为单目标形式,这种水资源优化方案受初始值和主

观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以缺水量最小、经济效益最大、公平性最优

3个目标函数建立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采用

NSGA-Ⅱ算法对多目标模型进行求解,把缺水量根

据每种配水方案对应的不同万元产值用水量这个指

标换算成GDP缺,寻找新疆白杨河流域整体GDP总 的

增长率大于公平性增长率临界点,从客观的角度得到

该流域水资源最优配水方案,避免受初始值和主观因

素的影响,这对新疆白杨河流域的社会发展和地区稳

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新疆白杨河水资源现状分析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8年为现状年,对新疆白杨河流域

规划年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该流域的经济、用水

量、耕地面积等各项有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乌鲁木齐年

鉴、新疆年鉴、吐鲁番年鉴、新疆白杨河流域规划。

1.2 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概述

新疆白杨河流域发源于东天山支脉博格达山南

坡,系阿拉沟支流,属艾丁湖水系,由上游乌鲁木齐市

达坂城区的黑沟、阿克苏河、高崖子河等山沟汇集而

成,从北向南依次经过上游达坂城区和下游托克逊

县,同时也是两地主要的地表水来源。图1为新疆白

杨河流域主要河流水系分布。

图1 新疆白杨河流域水系分布

根据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规划,2018年新疆

白杨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2.59×108 m3,地下水

资源可开采量为9.55×107 m3,第一产业用水量为

3.11×108m3,第二产业用水量为2.01×107 m3,第
三产业用水量为3.01×106m3,生活用水量为4.75×
106m3,生态用水量为3.45×107 m3,地下水开采量

为1.32×108m3,开采系数为1.4,大于允许开采系数

上限1.2,属于严重超采[13]。

1.3 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水资源承载力作为流域水资源的基本度量,是衡

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指标[14],有助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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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合理利用,并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15]。从

宏观、综合两个方面构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模

型,选择:人均用水量,供水模数,产水模数,水资源开

发利用率,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
生活用水定额,人均GDP,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

重,农业产值密度,农田灌溉用水率,工业用水率,生
态环境用水率,人均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单位

面积粮食产量,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共19个评价

指标,通过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运用水资源综合评

价模型对地区承载力进行计算,得到新疆白杨河流域

和达坂城区水资源承载力处于濒临超载,且水资源利

用处于轻度不协调,托克逊县水资源处于轻度超载和

水资源短缺状态。新疆白杨河流域、达坂城区、托克

逊县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结果见表1。

表1 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结果

区 域 人口压力指数 经济压力指数 承载压力指数 协调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 承载等级 承载状态

白杨河流域 0.4 0.9 3.1 0.5 1.0 濒临超载 水资源轻度不协调

达坂城区 0.3 0.7 3.3 0.5 0.9 濒临超载 水资源轻度不协调

托克逊县 0.5 1.0 4.2 0.5 1.2 轻度超载 水资源短缺   

  注:①人均水资源下限取1000m3[2];②濒临超载、水资源轻度不协调(0.8~1.2),轻度超载、水资源短缺(1.2~1.5)[15]。

1.4 流域水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新疆白杨河流域虽然在加强节水设施的建设,但
是长期形成的用水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用水方式还

没有得到根本转变[11],依然存在地下水超采、生态用

水被挤占等现象,其主要原因如下:
(1)农业用水比例过大、灌溉水利用效率低。

2018年流域农业用水3.11×108m3,占流域总用水量

的87.4%,流域灌水利用系数为0.53,低于全疆平均

灌溉水利用系数0.55[16]。
(2)新疆白杨河流域存在严重的用水矛盾。上游

达坂城区引用地表水过多,导致下游托克逊县大量开

采地下水和挤占生态用水,托克逊地区生态用水占地

区供水量的3.1%,远低于生态最佳需水量16%[17]。

2 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

2.1 构建模型

多目标规划是数学规划的一个分支,用于研究多

个目标函数在给定区域上的最优化[18],主要研究在一

定区域范围内多个目标的最优方案,广泛用于解决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

2.1.1 决策变量 为反应新疆白杨河流域总用水量、
经济效益、配水公平性的情况。本文选择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活及生态的用水量作为决策

变量。

2.1.2 建立目标函数 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优化

配置要兼顾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属性,由于

该流域出现水资源承载力濒临超载,因此,以缺水量

最小作为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目标。经济效

益是保证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用来指导水

资源优化配置。目前流域水资源分配处于差距悬殊

状态,配水公平性也是该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

指标,流域配水公平性计算常用基尼系数(CINI)表
示。因此,建立以缺水量最小、经济效益最大、配水公

平性最优3个目标函数的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
(1)缺水量最小。

   minf1(x)=∑
2

x=1
∑
5

j=1
xij-Q3 (1)

式中:xij为第i个区(县)第j 个部门的用水量;i为

区县,取值1及2分别表示达坂城区和托克逊县,j取

值1—5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
活、生态(全文i和j意义相同);Q3 为流域供水量。

(2)经济效益最大。

maxf2(x)=∑
2

i=1
∑
3

j=1
 GDPij=∑

2

i=1
∑
3

j=1
(xij÷wij)(2)

式中:GDPij为第i个区(县)第j 个部门产值;wij为

第i个区(县)第j个部门万元产值用水量。
(3)公平性最优。

  minf3(x)=∑
2

i=1
∑
5

j=1

∑
2

i=1
∑
2

i'=1
xij-xi'j

2n2μi

minf3(x)=m+f+l+t+s

ì

î

í

ï
ï

ïï

(3)

  m=
∑
2

i=1
∑
2

i'=1

xi1

Ai1
-
xi'1

Ai'1

2n2×
x11+x21

A11+A21

  f=
∑
2

i=1
∑
2

i'=1

xi2

GDPi2
-

xi'2

GDPi'2

2n2×
x12+x22

GDP12+GDP22

  l=
∑
2

i=1
∑
2

i'=1

xi3

GDPi3
-

xi'3

GDPi'3

2n2×
x13+x23

GDP13+GD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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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2

i=1
∑
2

i'=1

xi4

Pi
-
xi'4

Pi'

2n2×
x14+x24

P1+P2

  s=
∑
2

i=1
∑
2

i'=1

xi5

Ai5
-
xi'5

Ai'5

2n2×
x15+x25

A15+A25

部门间配水公平性系数:0表示绝对公平;0.2以

下视为绝对平均;0.2~0.3视为比较平均;0.3~0.4视

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差距较大;0.5以上视

为差距悬殊;1表示绝对不公平[19]。

式中:m,f,l,t,s分别表示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生活、生态GINI系数;i,i'代表达坂城区和

托克逊县;Ai1为第i个区(县)农业灌溉面积;Ai2为

第i个区(县)生态灌溉面积;P1 为达坂城区人口;

P2 为托克逊县人口;n 为地区个数。

2.1.3 约束条件

(1)水量约束。

∑
5

j=1
x1j≤Q2030

1redline, ∑
5

j=1
x2j≤Q2030

2redline (4)

x15+x25≥x2030
5redlin, x14+x24≥x2030

4redline (5)
(2)经济约束。

           GDP203011min+GDP203021min≤GDP11+GDP21≤GDP203011max+GDP203021max

           GDP203012min+GDP203022min≤GDP12+GDP22≤GDP203012max+GDP203022max (6)

           GDP203013min+GDP203023min≤GDP13+GDP23≤GDP203013max+GDP203023max

公式(4)—(6)中:Q1redline为达坂城区供水总量红线;

Q2redline为托克逊县供水总量红线;x5redline为流域生态

供水下限;x4redline为流域生活供水下限;GDPmin为产

值下限;GDPmax为产值上限。

2.2 参数计算方法

(1)生活用水下限xi4redline。

  xi4redline=pi1*q1+pi2*q2 (7)
式中:Pi1,Pi2为第i 个区(县)的城镇和农村人口;

q1,q2 为城镇和农村人口单位用水量L/人*d。
(2)产 值 上 下 限 的 确 定 GDPijmax,GDPijmin和

GDPij。

ARIMA模型对地区产值的预测已经得到广泛

的应用,如赵莉等[20]运用 ARIMA模型对梅龙镇未

来3a的生产总值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与梅龙镇经济

现状趋势相符。龚国勇[21]运用ARIMA模型对深圳

生产总值进行预测,发现ARIMA模型对非平稳时间

序列具有很好的预测效果。因此,本文选择ARIMA
模型对流域各地区产值进行预测,通过查阅年鉴得到

长序列达坂城区和托克逊县各产业产值,选择95%
的置信区间对各个行业产值进行预测得到规划年的

GDPijmin、GDPijmax和GDPij。
(3)万元产值的确定wij。
第一产业万元产值

wi1=
10000

〔GDPi1÷(xi1×η0)×(1+Ri1)m〕×ηm
(8)

式中:GDPi1/(xi1×η0)为第i个区(县)第一产业1m3

净用水量的产值;η0 为现状年灌溉水利用系数;ηm 为

规划年灌溉水利用系数;Ri1为GDPi1/(xi1×η0)平均

每年增长率;m 为规划年据现状年年限。

第二、三产业万元产值

   wij=
10000

GDPij÷xij×(1+Rij)m
(9)

式中:GDPij/xij 为第i 个区(县)第二或第三产业

1m3净用水量的产值;Rij为GDPij/xij平均每年增

长率;m 为规划年据现状年的年限。

2.3 求解方法

(1)运用NSGA-Ⅱ对多目标模型求解。传统的

多目标选用评价函数法、互交法等进行求解[22],易陷

入局部最优,而不能达到全局最优,因此,本研究引入

NSGA-Ⅱ算法对优化模型进行求解。1994年Deb和

Srinivas[23]提出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non-dominated
sortinggeneticalgorithm,NSGA),该算法解决了早

熟收敛的问题。2002年Deb等[24]提出快速非支配

排序算法(non-dominatedsortinggeneticalgorithm-Ⅱ,

NSGA-Ⅱ),该算法在原NSGA算法的基础上引入精

英策略,提高算法速度。本文选择运用 NSGA-Ⅱ算

法对缺水量最小、经济效益最大、公平性最优3个目

标函数求解。
(2)结果优化。计算出n 个非劣解方案得n 个

万元产值用水量wa。

  wa=Qa÷GDPa(a=1,2,…,n) (10)

式(10)中:wa,Qa,GDPa 分别表示流域第a 种配水

方案整体万元产值用水量、总用水量、总产值。
把每个方案的缺水量Qa缺 换算成GDP,计算每

个公平性对应得整个流域得GDPa总。

  GDPa总=GDPa-Qa缺÷wa (11)

式中:GDPa总 为在用水总量确定条件下,流域第a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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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水方案总产值;Qa 缺 为流域第a 种配水方案缺

水量。
把每个方案中的流域总资产GDP总 和公平性做

成散点图,选择一个主观认为的最优点,我们记为

B1,将点B1 与散点图上所有的点连接形成(Bx2-
Bx1)/(By2-By1),(Bx3-Bx1)/(By3-By1),…,
(Bxn-Bx1)/(Byn-By1)(只分析大于0)的斜率,寻
找与B1 连接斜率最小的点,我们记为第2个最优点

B2,然后再让B2 重复B1 的步骤,一次类推,最终寻

找出一个最优点,它的前一个最优点斜率小于1,后
一个最优点斜率大于1,此点代表GDP的增长率大

于公平性增长率临界点,我们记做Bx,通过此点的公

平性系数找到NSGA-Ⅱ解集中的最优配水方案。

3 结果与分析

3.1 确定各项指标参数

(1)确 定 规 划 年 流 域 各 产 业 GDP 范 围。以

1978—2018年达坂城区和托克逊县的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为基础数据,运用ARIMA模型,取

95%的置信区间对规划年的各产业GDP进行预测,
确定规划年流域各产业产值的上下限:第一产业产值

[12.2,23.4],第二产业产值[170.3,224.6],第三产业

产值[59.9,82.4]。
(2)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中的主要变量

和相关数据估计。根据上文计算方法和相关资料的

查阅,确定相关参数。详细数据见表2。

表2 新疆白杨河流域现状年和规划年数据

现状年 规划年原计划方案

指 标    达坂城 托克逊 指 标   达坂城 托克逊

第一产业用水/(104m3) 9346.0 21742.0 第一产业用水/(104m3) 6808.8 13557.7
第二产业用水/(104m3) 284.0 1721.0 第二产业用水/(104m3) 870 1913.6
第三产业用水/(104m3) 125.0 176.0 第三产业用水/(104m3) 249.9 421.9
生活用水/(104m3) 132.0 343.0 生活用水/(104m3) 256.6 538.6
生态用水/(104m3) 2750.0 697.0 生态用水/(104m3) 2159.7 2085.2
耕地面积/hm2 7666.7 17733.4 供水量/(104m3) 10345 18517
生态面积/hm2 2866.7 4666.69 城市人口数/(108) 7.7 5.9
供水量/(104m3) 9945.0 22910.0 农村人口数/(108) 1.0 4.8
第一产业产值/(108 元) 1.7 10.4 灌溉水利用系数 0.5 0.7
第二产业产值/(108 元) 14.7 56.7 规划年预测结果

第三产业产值/(108 元) 10.1 17.0 第一产业万元用水量/m3 3087.2 1143.0
城市人口数/(108) 1.1 4.8 第二产业万元用水量/m3 8.3 20.5
农村人口数/(108) 2.2 7.2 第三产业万元用水量/m3 7.4 5.0
城市人口用水定额/〔L/(人·d)-1〕 120.0 第一产业产值/(108 元) 1.5 10.6
农村人口用水定额/〔L/(人·d)-1〕 80.0 第二产业产值/(108 元) 95.4 128.3
灌溉水利用系数 0.4 0.6 第三产业产值/(108 元) 39.1 41.4

3.2 模型求解

根据 ARIMA 模型对规划年第一、二、三产业

GDP的预测,通过万元产值用水量计算各产业用水,
计算结果见表3。新疆白杨河流域配水处于差距悬

殊状态,在规划年流域预测用水量与计划用水量相比

增加5.23×107m3,GDP减少3.44×109 元,未来水

资源将会严重影响新疆白杨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为使规划年能够达到原计划方案的经济效

益,同时减少流域用水,增加地区配水公平性,现需要

对规划年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构建以缺水量最小、经济效益最大、公平性最

优为目标函数的多目标模型,对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采用 NSGA-Ⅱ算法对多目标模型

进行求解,结果见图2a,把缺水量根据每种配水方案

对应的不同万元产值用水量这个指标换算成GDP缺,
得到多组GDP总 和公平性的方案,运用 Origin描绘

散点图,见图2b,寻找GDP总 增长率大于公平性系数

增长率的临界点,最终确定规划年最佳配水方案为

Bx 点,根据得到的公平性系数结合pareto解集找到

适合新疆白杨河流域发展的配水方案。多目标水

资源优化配置后,流域用水量相对原计划方案减少

2.84×107m3,GDP接近计划产值,配水公平性由差

距悬殊提高到绝对平均,流域用水得到满足,用水结

构均衡,提高了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保证了生态用

水。规划年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预测结果和优化

配置方案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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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白杨河流域规划年多目标求解图

表3 白杨河流域规划年ARIMA模型预测与多目标优化配置结果

地 区 指 标
用水量/(104m3)

预测配水方案 多目标优化配水方案

GDP/(108 元)
预测配水方案 多目标优化配水方案

第一产业 7540.1 4610.4 2.4 1.5
第二产业 476.8 790.1 57.6 95.4
第三产业 172.7 291.2 23.2 39.1

达坂城区
生 活 516.1 481.0 — —
生 态 3084.0 1567.8 — —
小 计 11789.7 7740.5 83.2 136.1
计 划 10345 10345 133.9 133.9
余水量 -1444.7 2604.5 -50.7 2.2
第一产业 17495.8 12169.7 15.3 10.7
第二产业 2866.6 2629.3 139.9 128.3
第三产业 241.6 208.7 47.9 41.4

托克逊县
生 活 532.0 587.7 — —
生 态 1162.0 2682.5 — —
小 计 22298.0 18277.8 203.1 180.4
计 划 18517.0 18517 186.9 186.9
余水量 -3781.0 239.2 16.2 -6.5
第一产业 25035.9 12169.7 17.7 10.7
第二产业 3343.4 2629.3 197.5 128.3
第三产业 414.3 208.7 71.1 41.4
生 活 1048.1 587.7 — —

白杨河流域 生 态 4246 2682.5 — —
小 计 34087.7 26018.3 286.3 316.4
计 划 28862 28862 320.8 320.8
配水公平性 0.7 0.2 — —
余水量 -5225.7 2843.7 -34.5 -4.4

  注:①小计表示白杨河流域、达坂城区、托克逊县各部门用水量或产值总和;②计划表示新疆白杨河流域规划年原计划方案的用水量和产值;

③余水量表示预测方案或优化配置方案的用水量和产值减去计划配水方案的用水量和产值。

3.3 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分析

本次研究包括流域规划年 ARIMA模型预测配

水方案和多目标模型优化配水方案以及原计划配水

方案从用水量、经济效益和配水公平性进行对比分

析,得到如下结果。

(1)用水量分析。由图3a可知,多目标模型求解

得到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较于ARIMA模型,新疆

白杨 河 流 域、达 坂 城 区、托 克 逊 县 用 水 总 量 减 少

8.07×107m3,4.05×107 m3,4.02×107 m3。其中

流域第一产业用水量减少了8.26×107m3,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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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增加了7.60×105 m3,第三产业用水量增加

8.56×105m3。水资源优化配置后流域、达坂城区、托
克逊县生态用水占比为20.0%,14.7%,16.3%,流域

各地区生态用水得到了保证。由图3b可知,流域、达
坂城区、托克逊县的预测用水量在规划年超过原计划

用水量5.23×107,3.78×107,1.44×107m3,通过多目

标模型水资源优化配置与计划配水方案相比,用水量

减少2.84×107,2.60×107,2.39×107 m3,优化后的

配水方案对新疆白杨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减少地下

水开采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3 不同条件下各地区用水量变化特征

  (2)经济效益分析。由图4a可知,规划年多目

标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相对于ARIMA预测结果,流
域、达坂城区、托克逊县GDP增加3.00×109 元、增加

5.28×109 元、减少2.28×109 元。预测结果显示第一

产业GDP占比为6.2%,第二产业GDP占比为69.0%,
结合图3发现第一产业用水占比为73.4%,第二产业

用水占比为9.8%,表明流域在规划年可能出现水资

源利用不协调的现象。

水资源优化配置后第一产业 GDP占比3.9%,
用水量占比64.5%,第二产业GDP占比70.7%,用水

量占比13.1%,缓解了流域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现

象。由图4b可知,流域、达坂城区、托克逊县的预测

GDP在规划年低于计划产值5.07×109,1.62×109,

3.44×109 元。多目标模型水资源优化配置后,流域

GDP产值与计划产值的误差在2%范围内,基本达到

计划经济。

图4 不同条件下各地区GDP变化特征

  (3)公平性。将各配水方案代入式(3)中,计算

流域配水公平性。结果显示:2018年流域实际配水

方案、规划年原计划配水方案、预测配水方案公平性

系数分别为0.8,0.6,0.7,远超过最大允许配水公平性

系数0.5[19],表明现状年和规划年该流域水资源分配

差距悬殊,容易引起地区用水矛盾。多目标水资源优

化配置后,规划年的公平性系数为0.2,流域水资源分

配差距缩小,达到绝对平均。配水公平性结果见表4。

表4 流域配水公平性评价结果

2018年 规划年计划方案 规划年预测方案 规划年多目标优化方案

公平性系数 配水公平程度 公平性系数 配水公平程度 公平性系数 配水公平程度 公平性系数 配水公平程度

0.8 差距悬殊  0.6 差距悬殊  0.7 差距悬殊  0.2 绝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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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以2018年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数据为基础,
对新疆白杨河流域进行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及优化配

置,得到如下结论。
(1)当下新疆白杨河流域和达坂城区处于水资

源濒临超载和轻度不协调,托克逊县水资源出现轻度

超载和水资源短缺现象。
(2)水资源优化配置后,流域用水量为2.60×

106m3,GDP为3.16×1010元,相较于 ARIMA预测

结果用水量减少8.07×107m3,GDP增加3.00×109

元,配水公平性由差距悬殊提高到绝对平均。相较于

原计划方案,用水量减少了2.84×107 m3,经济效益

基本相同,配水公平性由差距悬殊提高到绝对平均。
(3)结合多目标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可得,未来

达坂城区重在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保证农业

产品需求的条件下,主要减少农业耕地面积的同时提

高灌溉水利用系数。托克逊县重在发展第一、三产

业,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的同时根据本地特色发展旅

游业。
多目标水资源优化配水结果远优于预测和计划

配水方案,将水资源合理均衡的分配与社会经济发展

相结合,有利于流域各地区之间的稳定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朱法君,邬扬明.浙江省各地市水资源压力指数评价[J].

长江科学院院报,2010,27(9):14-16,28.
[2] 夏富强,唐宏,杨德刚,等.绿洲城市水资源压力及其对城

市发展的影响:以乌鲁木齐为例[J].干旱区地理,2014,

37(2):380-387.
[3] 黄曼丽,张健,丁大发,等.基于遗传算法的区域水资源优

化配置研究[J].人民长江,2008,39(6):29-32.
[4] 雷霄.基于多目标规划的杨凌示范区水资源优化配置

[J].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09,20(4):96-100,103.
[5] 朱成涛.区域多目标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D].江苏 南

京:河海大学,2006.
[6] 吴泽宁,索丽生.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进展[J].灌溉排水

学报,2004,23(2):1-5.
[7] 贺北方,周丽,马细霞,等.基于遗传算法的区域水资源优

化配置模型[J].水电能源科学,2002(3):10-12,71.
[8] 王宏伟,张鑫,邱俊楠,等.基于多目标遗传算法的西宁市

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2012,32(2):

150-153.
[9] 许光泉,胡友彪,邵景力,等.多目标规划在长垣西部地区

水资源管理中应用[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3,32(4):

419-423.
[10] 武鹏飞.邯郸东部地区多水源优化配置研究[J].水利科

技与经济,2017,23(2):58-63.
[11] 丁超,胡永江,王振华,等.水资源约束条件下包头市产

业结构调整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20,50(4):674-684.
[12] 于凤存,方国华,王文杰,等.基于多目标遗传算法的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湖泊群优化调度研究[J].灌溉排水学

报,2016,35(3):78-85.
[13] 师幸生.太原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J].中国

水利,2008(13):33-34,52.
[14] 夏军,朱一中.水资源安全的度量: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

与挑战[J].自然资源学报,2002,17(3):262-269.
[15] 夏玮静,王宁练,沈月.基于流域的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

研究[J].干旱区地理,2020,43(3):602-611.
[16] 张娜.提高新疆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探讨[J].水资源开发

与管理,2020,18(5):65-69.
[17] 占车生,夏军,丰华丽,等.河流生态系统合理生态用水

比例的确定[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

121-124.
[18] 张妍,郭萍,张帆.黑河中游农业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24(5):185-192.
[19] YangGaiqiang,GuoPing,HuoLijuan,etal.Optimi-

zationoftheirrigationwaterresourcesforShijinirriga-
tiondistrictinNorthChina [J].AgriculturalWater
Management,2015,158:82-98.

[20] 赵莉,王广仲.基于ARIMA模型的经济预测分析:以梅

龙镇为例[J].现代商业,2018(31):77-79.
[21] 龚国勇.ARIMA模型在深圳GDP预测中的应用[J].数

学的实践与认识,2008,38(4):53-57.
[22] 乔辰,张国立.几何加权法求解多目标规划问题[J].华

北电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8(6):107-110.
[23] SrinivasN,DebK.Muiltiobjectiveoptimizationusing

nondominatedsortingingeneticalgorithms[J].Evolu-
tionaryComputation,1994,2(3):221-248.

[24] DebK,PratapA,AgarwalS,etal.Afastandelitist
multiobjectivegeneticalgorithm:NSGA-II[J].IEEE
Transactions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2002,6
(2):182-197.

08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第41卷第3期
2021年6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Vol.41,No.3
Jun.,2021

 

  收稿日期:2020-12-04       修回日期:2021-01-25
  资助项目: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大断面隧道下穿水库施工技术研究”(KY2020-49)
  第一作者:赵淑敏(1973—),女(汉族),辽宁省朝阳市人,硕士,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造价及施工等方面的教学

工作。Email:2285611167@qq.com。

基于信息分解条件的滑坡变形预测

赵 淑 敏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管理与物流学院,陕西 渭南714000)

摘 要:[目的]有效掌握滑坡变形规律,实现对滑坡变形的高精度预测。[方法]基于滑坡现场变形监测

成果,先利用优化经验模态实现其变形数据的信息分解,再利用优化径向基神经网络和马尔科夫链完成滑

坡变形的分项组合预测;最后,利用季节性 Kendall检验判断滑坡变形趋势,以验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
[结果]经验模态能有效分解滑坡变形信息,且通过优化处理,能进一步提高分解效果,并以互补式集合经

验模态的分解效果最优;同时,预测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均小于2%,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验证了预测模

型的有效性,且变形趋势判断结果与预测结果较为一致,说明预测过程较为可靠,两者均得出滑坡变形呈持

续增加趋势。[结论]由于滑坡变形具增加趋势,其稳定性趋于不利方向发展,应尽快开展滑坡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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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lideDeformationPredictionBasedonInformationDecomposition

ZhaoShu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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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lawoflandslidedeformationwaseffectivelystudiedinordertoproducehigh-precision
predictionsoflandslidedeformation.[Methods]Usingtheresultsoflandslidedeformationmonitoring,an
optimizedempiricalmodelwasusedtodecomposedeformationdata.Theoptimizedradialbasisfunction
neuralnetworkand Markovchainwerethenusedtocompletethesub-itemcombinationpredictionof
landslidedeformation.Finally,theseasonalKendalltestwasusedtojudgethelandslidedeformationtrendto
verifythereliabilityofthepredictionresults.[Results]Theempiricalmodeleffectivelydecomposedlandslide
deformationinformation,andthedecompositioneffectwasfurtherimprovedthroughoptimization.The
decompositioneffectofthecomplementaryensembleempiricalmodelwasthebest.Theaveragerelativeerror
ofthepredictionresultswaslessthan2%.Thishighpredictionaccuracyverifiedtheeffectivenessofthe
predictionmodel.Thedeformationtrendjudgmentresultswereconsistentwiththepredictionresults,

indicatingthatthepredictionprocesswasreliable,andthatlandslidedeformationwasincreasingcontinuously.
[Conclusion]Becauselandslidedeformationtendstoincreaseovertimeandlandslidestabilitytendsto
developinanunfavorabledirection,landslidedisasterpreventionandcontrolshouldbecarriedoutassoonas
possible.
Keywords:landslide;deformationprediction;radialbasisfunctionneuralnetwork;seasonalKendalltest;trend

judgment

  滑坡是中国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其分布范围较

广,对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同
时,由于滑坡变形是其稳定性的直观体现,使得开展

滑坡变形预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2]。值得指出的

是,在滑坡变形监测过程中,受监测环境条件限制,滑
坡变形数据会含有一定的误差信息,其会对变形预测



分析结果造成一定影响,进而有必要在滑坡变形预测

过程中进行变形数据的信息分解处理,且栗燊等[3]探

讨了不同去噪方法在滑坡变形数据误差信息剔除过

程中的适用性;陆付民等[4]则利用卡尔曼滤波实现了

滑坡变形信息分解,上述研究虽为滑坡变形信息分解

提供了一种思路,但均未涉及经验模型方法的应用研

究。同时,在滑坡变形预测过程中,王鸣等[5]利用指

数平滑方法实现了滑坡变形预测,而黄晓虎等[6]则在

多类阈值条件构建基础上,实现了滑坡变形预测,上
述研究虽取得了相应成果,但均是利用单一模型进行

预测研究,也缺乏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校验,鉴于径向

基神经网络[7]和马尔科夫链[8]在滑坡变形预测中的

适用性,利用两者构建滑坡变形的分项预测模型,且
考虑到降雨是滑坡变形的主要诱因,且其具明显的季

节性特征,使得季节性Kendall检验适用于滑坡变形

趋势判断。综合上述内容,本文以滑坡变形监测成果

为基础,先利用经验模态实现其变形信息分解,即将

变形数据分解为主趋势项和误差项,且为保证分解结

果的最优性,提出对传统经验模态进行优化处理;其
次,再利用优化径向基神经网络实现主趋势项的变形

预测,并利用马尔科夫链实现误差弱化预测,两者综

合实现滑坡变形的组合预测;最后,再利用季节性

Kendall检验进行滑坡变形的趋势判断,以佐证预测

结果的准确性。

1 基本原理

本文分析思路主要包含3个步骤。
(1)利用经验模态(EmpiricalModeDecomposi-

tion,EMD)分解滑坡变形数据,且为保证分解过程的

准确性,利用多种优化方法实现其参数优化,以得到

最优分解结果。
(2)在前述滑坡变形数据信息分解基础上,利用

径向基神经网络(RadicalBasisFunction,RBF)和马

尔科夫链实现滑坡变形的组合预测。
(3)利用季节性 Kendall检验实现滑坡变形趋

势判断,以佐证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结合上述分析步骤,将本文涉及方法的基本原理

详述如下:

1.1 信息分解模型的构建

在滑坡变形监测过程中,受监测条件限制,滑坡

变形数据含有一定的误差信息,即:

yt=rt+εt (1)
式中:yt 为变形值;rt 为变形真实信息,即主趋势

项;εt 为变形误差信息,即误差项。

由于误差信息存在,会对后续分析结果造成一定

影响,进而需对滑坡变形数据进行信息分解;同时,经
验模态是一种常用的信息分解方法,已被广泛应用,
其适用性不言而喻,但传统EMD无法完全消除白噪

声,进而存在模态混叠现象,为保证滑坡变形数据信

息分解的准确性,多种优化方法应运而生,如互补式

集合经验模态分解(CE-EMD)[9]、集合经验模态分解

(E-EMD)[10]和 自 适 应 局 部 均 值 经 验 模 态 分 解

(ALM-EMD)[11],鉴于各种优化分解模型的适用性

差异,提出对3类优化经验模态分解均进行试算,通
过对比三者的分解能力来确定最优信息分解模型。

在滑坡变形数据信息分解过程中,以往多利用信

噪比和平滑度指标进行分解效果评价,鉴于两者基本

原理的差异性,提出利用两者归一化值构建变形数据

信息分解的效果评价指标g:

g=g1+g2 (2)
式中:g1 为信噪比的归一化值;g2 为平滑度指标的

归一化值。
据综合指标g 即可判断信息分解结果的优劣,

判据为:g 值越大,说明分解效果相对较好;反之,说
明分解效果相对较差。

1.2 变形预测模型的构建

如前所述,通过优化经验模态将滑坡变形数据分

解为了主趋势项和误差项;在变形预测模型的构建过

程中,应对主趋势项和误差项进行针对性的模型构

建,其中,滑坡变形的真实信息属主趋势项,其规律性

较为明显,而滑坡变形的误差信息属误差项,具有较

强的随机性;考虑到RBF神经网络的非线性预测能

力及马尔科夫链的误差弱化能力,将RBF神经网络

作为滑坡变形的主趋势项预测模型,并将主趋势项的

预测误差与经验模态分解的误差信息叠加形成残差

项,并利用马尔科夫链实现其弱化处理,最后,两者预

测结果叠加即为滑坡变形的最终组合预测结果。
(1)主趋势项预测模型的构建。神经网络是一种

常用的智能预测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岩土领域,其
中,RBF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适用于非线性

预测,进而利用其实现滑坡主趋势项的变形预测。
在RBF神经网络的预测过程中,其通过三维空

间映射来提高非线性预测能力,其预测过程为:

  yi=∑
h

i=1
wijexp(-

1
2σ2xi-c2i) (3)

式中:yi 为预测值;wij为连接权值;h 为隐层节点

数;σ为核函数宽度;xi 为输入值;ci 为核参数。
值得指出的是,RBF神经网络虽具有较强的非

线性预测能力,但其基本原理存在一定不足,如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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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数和连接权值均随机设定,主观性较强,难以保

证其客观准确性;因此,为保证主趋势项的预测精度,
应对上述两参数进行优化处理,即:

①隐层节点数的优化处理。在传统神经网络的

预测过程中,多采用经验公式确定隐层节点数,即:

h= m+n+10 (4)
式中:m,n 为输入、输出层节点数。

经计算得到,隐层节点数的经验值为15,为保证

隐层节点数的最优性,以其为中心,扩展隐层节点数

的取值范围至9—21间的奇数值,并通过逐步试算对

比来确定最优隐层节点数。

②连接权值的优化处理。由于连接权值具有范

围取值特征,难以通过上述试算法实现其优化处理,
考虑 到 人 工 鱼 群 算 法(artificialfishswarmalgo-
rithm,AFSA)具有较强的优化能力,利用其实现

RBF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值优化,优化流程见图1。

图1 AFSF算法的优化流程

通过上述两步骤的优化处理,有效保证了RBF
神经网络模型参数的最优性。

(2)残差项的预测模型构建。如前所述,将主趋

势项的预测误差与经验模态分解的误差信息叠加形

成残差项;由于马尔科夫链是一种典型的随机模型,
进而利用其实现残差项的预测处理是可行的,其预测

过程为:

①状态划分。以前述残差项为基础,据其误差范

围,进行残差项的状态划分;并结合该文实例,共计划

分为5个状态。

②计算状态转移概率。以某状态为基础,统计其

转移至另一状态的次数,再统计其在总样本数中的出

现次数,两者相除,即可求得该状态条件下的转移

概率。

③构建构造矩阵。以前述转移概率为基础,构建

概率矩阵,通过设置转移步数长度,即可得到相应状

态条件下的预测结果,达到误差弱化预测的目的。
将前述主趋势项预测结果与残差项预测结果叠

加即为滑坡变形的最终预测结果;同时,在预测效果

评价过程中,确定相对误差为评价指标,其值越小,说
明其预测效果越好;反之,预测效果越差。

1.3 预测结果可靠性验证模型的构建

受周期性降雨影响,滑坡变形具有季节性特征,
且鉴于季节性Kendall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
能很好反映滑坡变形数据中的季节变化规律,因此,
利用其实现滑坡变形的趋势性判断,以佐证前述变形

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在季节性 Kendall检验的分析

过程中,先计算其初步统计量S:

S=∑
n-1

i=1
∑
n

j=i+1
G(Xj-Xi) (5)

式中:Xi,j为相应时间节点处的变形值;sgn(θ)为反

应函数(当θ<0时,其值为-1;当θ>0时,其值为

1;当θ=0时,其值为0)以初步统计量S 为基础,将
进一步计算最终评价指标τ:

 τ=

(S-1)/ var(S)  (S>0)

0  (S=0)

(S+1)/ var(S)  (S<0)

ì

î

í

ï
ï

ï
ï

(6)

式中:var(S)=〔n(n+1)(2n+5)〕/18,n 为分析样

本数。
当τ>0时,得滑坡变形具上升趋势;反之,具下

降趋势。同时,将τ 值的绝对值与临界值τa 进行对

比,若前者较小,说明检验过程无效;反之,说明检验

过程有效,能判断滑坡变形趋势,且鉴于临界值τa 与

检验水平a 相关。因此,以检验水平a 为基础,进行

滑坡变形的趋势等级划分,具体标准见表1。

表1 滑坡变形趋势等级划分标准

趋势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整体评价 τ≥0.218 0.218>τ≥0.185 0.185>τ≥0.144 τ<0.144
分阶段评价 τ≥0.39 0.390>τ≥0.333 0.333>τ≥0.276 τ<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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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例分析

2.1 工程概况

王家坡滑坡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王家坡村,
区内具白鹿塬斜坡地貌,高程间于454~741m,斜坡

坡度间于15°~35°,地形起伏较大。据调查成果,该
滑坡纵向长约300m,宽约150m,前、后缘高程差

85m,斜坡坡度15°,面积约3.70×104m2,厚度变化

差异较大,平均厚度18m,体积为9.06×105 m3,属
中型土质滑坡,其平面特征见图2。

图2 王家坡滑坡平面图

近年来,王家坡滑坡的变形加剧明显,严重威胁

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实时掌握其变形动态,
在其滑坡中部布设了两个监测点,即2#监测点和3#

监测点,经统计,得到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8
月13日共计300d的变形数据[12],由于原始监测成

果具非等距特征,为便于后续分析,以原始监测成果

为基础,利用 matlab软件的cftool工具箱进行3次

样条插值拟合,并将拟合结果按5d/次的频率进行划

分,共计得到60个周期的变形数据,具体见图3。
为充分验证该文变形预测思路的有效性,以2#

和3#两监测点的变形监测成果为数据来源,开展验

证分析研究。

2.2 信息分解结果与分析

对不同优化处理后的经验模态分析结果进行统

计,结果见表2。如表2所示,不同EMD模型的分解

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且3种优化模型较传统EMD模

型的g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通过优化处理能

有效提高滑坡变形信息的分解效果;对比3种优化

EMD模型的分解效果可知,CE-EMD模型的分解效

果相对最优,其次是 ALM-EMD模型和E-EMD模

型,进而确定该文滑坡变形数据的分解方法为互补式

集合经验模态分解。

图3 滑坡变形监测成果

表2 不同优化处理后的经验模型EMD分解结果

分解类型 信噪比值g1 平滑度指标值g2 评级指标g
传统EMD 0.808 0.723 1.531

CE-EMD 0.895 0.837 1.732

E-EMD 0.858 0.804 1.662

ALM-EMD 0.876 0.853 1.729

  注:EMD为经验模型;CE-EMD互补式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模型;

E-EMD为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模型;ALM-EMD为自适应局部均值经

验模态分解模型。

2.3 变形预测效果分析

在变形预测过程中,将监测样本分解为两期,1—

30周期为中期,31—60为后期,对两期样本均开展预

测分析,不仅能验证该文预测思路的滚动预测能力,
还能验证该文预测模型的稳定性,其中,中期的训练

样 本 为 1—25 期 样 本 (监 测 时 间:20181017—

20190219),验证样本为26—30期样本(监测时间:

20190219—20190316),而后期训练样本为1—55期

样本(监测时间:20181017—20190719),验证样本为

56—60期样本(监测时间:20190719—20190815),外
推预测4个周期(监测时间:20190815—20190904);
同时,为充分验证该文预测过程中不同优化方法的合

理性,以2#监测点的中期预测为例,详述不同优化阶

段的预测效果。
(1)中期预测效果分析。

①主趋势项预测分析。按照RBF神经网络的优

化流程,先对其隐层节点数进行优化筛选,结果见表

3。据表3可知,不同隐层节点数对应的预测效果存

在一定差异,验证了隐层节点数优化筛选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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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隐层节点数增加,平均相对误差值具先减小后增

加趋势,即当隐层节点数为19时,具有最小的平均相

对误差值,值为2.41%,进而确定RBF神经网络的隐

层节点数为19。

表3 隐层节点数优化筛选结果

隐层节点数/个 9 11 13 15 17 19 21
平均相对误差/% 2.79 2.73 2.68 2.61 2.54 2.41 2.49

  其次,再利用AFSA算法优化RBF神经网络的

连接权值,预测结果见表4。

表4 连接权值优化预测结果

监测
周期

主趋
势项/mm

预测值/
mm

预测
误差/mm

相对
误差/%

26 67.22 65.45 1.77 2.63

27 71.52 69.87 1.65 2.31

28 74.87 73.01 1.86 2.49

29 78.22 76.40 1.82 2.33

30 80.04 78.31 1.73 2.16
平均相对误差/% 2.38

据表4可知,经AFSA算法的优化处理所得预测

结果的最大、最小相对误差分别为2.63%和2.16%,平
均相对误差为2.38%,相较于表3中的预测精度略有

提高,验证了AFSA算法对连接权值优化的有效性。
据前述分析,在主趋势项预测过程中,通过隐

层节点数和连接权值的优化处理,能逐步提高预测

精度。

②残差项预测分析。上述已实现了主趋势项预

测,据预测结果,通过参数优化虽能一定程度上提高

预测精度,但预测精度仍相对偏低,加之信息分解后

剩余的误差信息,使得预测误差相对更大,按论文思

路,再利用马尔科夫链进行残差项弱化预测,并将预

测结果与前述主趋势项预测结果叠加,求得两监测点

的中期预测结果见表5。
据表5可知,在2#监测点的预测结果中,平均相

对误差为1.87%,相较于主趋势项预测结果,预测精

度得到了明显提高,说明马尔科夫链能有效弱化残差

项,且其最大、最小相对误差分别为2.04%和1.73%,
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同时,在3#监测点的预测结果

中,最大、最小相对误差分别为2.09%和1.68%,平均

相对误差为1.86%,预测效果与2# 监测点的预测效

果相当,也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表5 滑坡变形中期预测结果

监测周期
2#监测点

变形值/mm 预测值/mm 相对误差/%
3#监测点

变形值/mm 预测值/mm 相对误差/%
26 69.17 67.88 1.87 101.69 99.98 1.68
27 73.94 72.44 2.04 106.67 104.58 1.96
28 77.92 76.57 1.73 111.29 108.97 2.09
29 81.18 79.57 1.98 115.61 113.47 1.85
30 83.84 82.37 1.75 119.69 117.62 1.73

平均相对误差/% 1.87 1.86

  通过前述预测分析可知:在预测过程中,通过模型

参数优化能有效提高主趋势项的预测精度,且马尔科

夫链能有效弱化预测残差,达到进一步提高预测精度

的目的;同时,通过两监测点的中期预测结果,得出该

文预测模型具有较高预测精度,初步验证其有效性。
(2)后期预测效果分析。再对滑坡后期数据进

行预测分析,以校验该文预测模型的滚动预测能力,
并进行外推预测分析,以掌握滑坡变形发展趋势。通

过预测统计,滑坡后期预测结果见表6。据表6可知,
在滑坡后期变形预测结果中,2# 监测点的平均相对

误差为1.93%,3#监测点的平均相对误差为1.81%,
两者预测精度相当,且与中期预测效果一致,充分说

明该文预测模型具有较强的滚动预测能力;同时,两
监测点的外推预测结果显示,两者变形仍会进一步持

续增加,并无收敛趋势,建议尽快开展滑坡灾害防治。
通过上述滑坡变形预测分析,得出该文预测模型不仅

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还具有较强的滚动预测能力。

2.4 预测结果的可靠性验证

前述已完成滑坡变形预测分析,再利用季节性

Kendall检验开展滑坡变形趋势判断,以验证前述外

推预测结果的可靠性。
在季节性Kendall检验的分析过程中,将分析过

程划分为整体趋势判断和分阶段趋势段,前者是以

所有样本为基础进行分析,以实现滑坡变形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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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判断,而后者是将滑坡变形样本等分为4个

阶段,每个阶段20期样本,并对各阶段样本进行季节

性Kendall检验,以掌握滑坡变形在不同阶段的趋

势性。

表6 滑坡变形后期预测结果

监测周期
2#监测点

变形值/mm 预测值/mm 相对误差/%
3#监测点

变形值/mm 预测值/mm 相对误差/%
56 125.75 123.19 2.03 178.73 175.60 1.75
57 126.93 124.28 2.08 180.71 177.76 1.63
58 128.03 125.77 1.76 182.54 178.86 2.02
59 129.06 126.55 1.94 184.04 180.74 1.79
60 130.02 127.62 1.85 185.00 181.59 1.84
61 128.84 182.95
62 129.35 184.05
63 130.22 185.39
64 131.75 187.11
平均相对误差/% 1.93 1.81

  (1)整体趋势判断。通过分析统计,得到滑坡整

体趋势判断结果(表7)。据表7可知,两监测点的τ
值均大于0,说明两者均具上升趋势,且趋势等级相

当,均为3级,与前述预测结果一致,验证了前述预测

结果的可靠性。
(2)分阶段趋势判断。再对不同阶段的样本进

行季节性Kendall检验,结果见表8。据表8可知,两
监测点在不同阶段均呈上升趋势,但趋势性存在一定

差异,总体表现为:随时间持续,趋势等级趋于增加。
因此,进一步说明王家坡滑坡的变形趋势显著,其变

形并无收敛趋势。

表7 滑坡变形整体趋势判断结果

监测点 τ值 发展趋势 趋势等级

2# 0.164 上升趋势 3级

3# 0.173 上升趋势 3级

表8 滑坡变形分阶段趋势判断结果

阶段划分
2#监测点

τ值 发展趋势 趋势等级

3#监测点

τ值 发展趋势 趋势等级

阶段一 0.232 上升 1级 0.218 上升 1
阶段二 0.367 上升 2级 0.374 上升 2
阶段三 0.341 上升 2级 0.352 上升 2
阶段四 0.287 上升 3级 0.295 上升 3

3 讨论与结论

通过滑坡变形数据信息分解处理后的预测研究,
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和讨论:

(1)受监测条件限制,滑坡变形数据含有一定的

误差信息,其对预测分析具有显著影响,进而有必要

开展滑坡变形信息的分解处理;同时,经验模型能很

好实现滑坡变形信息分解,且通过优化处理能进一步

提高分解效果,并以互补式集合经验模态的分解效果

相对最优。
(2)通过优化RBF神经网络对主趋势项的预测

处理,得出模型参数优化能有效提高预测精度,且通

过马尔科夫链的残差弱化处理,可达到进一步提高预

测精度的目的,因此,得出该文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

预测精度,能有效实现滑坡变形预测。
(3)通过可靠性验证,得到变形趋势判断结果与

预测结果也较为一致,充分说明该文预测模型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
本文仅以陕西省内的滑坡实例进行验证分析,

由于滑坡所处区域性条件的差异,建议在后续条件

允许前提下,以进一步佐证其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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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基质对羊肚菌产量和营养成分的影响

沈 彤1,2,杜 军4,李鸣雷1,3,赵世伟1,3,马 俊1,2,秦文龙3

(1.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712100;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712100;4.固原市原州区水务局,宁夏 固原756000)

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栽培基质对羊肚菌子实体产量和营养成分的影响,为宁南山区羊肚菌实用栽培

技术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设置生土和表土为对照组,以生土+羊粪(比例3∶1)、生土+香菇菌糠

(比例3∶1)为试验组栽培羊肚菌,对其子实体产量、农艺性状和营养成分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香菇

菌糠处理组出菇密度最大且产量最高(2500kg/hm2),同时在菌柄直径、菌柄长度、菌盖直径和单菇重量上

均有显著优势。香菇菌糠处理组子实体水分(18.56g/100g)和粗纤维含量(35.65g/100g)最高,粗多糖、

粗脂肪含量较低,必需氨基酸含量(3.46%)和呈味氨基酸含量(2.76%)最高。[结论]在栽培基质中添加

香菇菌糠栽培羊肚菌有利于提高羊肚菌子实体的产量和营养价值。

关键词:宁南山区;羊肚菌;栽培基质;产量;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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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DifferentSoilSubstratesonYieldand
NutrientCompositionofMorchella

ShenTong1,2,DuJun4,LiMinglei1,3,ZhaoShiwei1,3,MaJun1,2,QinWenlong3

(1.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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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andEnvironment,Northwest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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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differentsoilsubstratesontheyieldandnutritionalcomponentsof
Morchellafruitingbodies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thepracticalcultivationtechniquesofMorchellain
themountainousareaofSouthern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Methods]Threesoiltreatmentswere
usedtocultivateMorchellaandtodetermineeffectsonfruitbodyyield:①rawsoilandtopsoil(control
group),②rawsoil+sheepmanure(ratio3∶1),and③rawsoil+shiitakemushroomresidue(ratio
3∶1).Agronomictraitsandnutrientcontentweredetermined.[Results]Themushroomresiduetreatment
grouphadthehighestfruitingdensityandthehighestyield(2500kg/hm2).Thereweresignificantadvanta-
gesinstipediameter,stipelength,capdiameter,andsinglemushroomweightwiththistreatment.Thewa-
tercontent(18.56g/100g)andcrudefibercontent(35.65g/100g)ofthefruitbodywashighestforthe
mushroomresiduetreatment.Thecontentsofcrudepolysaccharidesandcrudefatwerelowerforthistreat-
ment,andthecontentsofessentialaminoacids(3.46%)andofflavoredaminoacids(2.76%)werehighest.
[Conclusion]TheadditionoflentinusedodeschafftothecultivationofMorchellawasbeneficialforincreas-



ingtheyieldandnutritionalvalueofMorchellafruitingbodies.
Keywords:hillyareainSouthern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Morchella;cultivationsubstrate;yield;

aminoacid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简称宁南山区)是宁

夏主要贫困地区,气候干旱、水土流失严重、耕地肥力

下降,阻碍了当地以传统农耕生产为主的农业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群众生活贫困[1]。但是宁南山区

光能资源丰富,气候温凉,病虫害少,为发展食用菌产

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20世纪90年代后

期,食用菌栽培开始在宁南山区得到推广,经过多年

发展,食用菌生产已成为该区域农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2]。近年来宁南山区利用日光温室栽培香菇平菇

等食用菌得到一定发展,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

总体上食用菌品种单一,栽培技术尚不成熟。宁南山

区具有发展食用菌产业的优越气候条件和丰富的生

态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推动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针对

当地食用菌栽培品种单一、产业规模小、当地优势资

源未有效利用的现状,利用农业废弃资源,转变生产

方式,提升科技含量,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在宁南山

区发展食用菌产业,促进农业系统耦合,建立资源再

利用的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对于水土流失区的综合治

理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羊肚菌是大型真菌中特别是子囊菌中最重要、最

著名、最可口的食用蕈菌[3-4],具有重要的营养价值、药
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5-7],同时具有保质期长、生物学效

率高、耐低温能力强等优点,适合冬季低温栽培[8],并
可与其他农作物搭配进行轮作栽培,构建周年栽培模

式[9-11]。中国羊肚菌栽培研究拥有较长的历史,华中

农业大学杨新美等于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了羊肚菌

的半人工栽培技术及相关的理论基础[12]。随着羊肚

菌室外栽培营养添加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羊肚菌生产

逐渐实现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持续增加。目前宁南

山区缺乏羊肚菌的优良品种和因地制宜的栽培技术,
而且,香菇、平菇栽培产生了大量的菌糠等农业废弃

物。本研究就地取材将香菇菌糠和羊粪添加作为栽

培羊肚菌的栽培基质配方,以期探索适合宁南山区羊

肚菌的栽培技术,为宁南山区产业脱贫和绿色生态循

环农业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河川

乡上黄村(该区地理位置为东经106°27'34.43″,北纬

36°01'32.31″,海拔1581~1733m),属泾河水水系支

流小川河的支流。该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属于半干旱中温带向暖温带过渡季风气候区,年均气

温6.9℃,年均降水量400mm,干燥度1.5~2.0,无
霜期150d,总面积约为8.0km2。该区域为农牧交

错生态类型区,土壤侵蚀、退化及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其由小川河分为两部分,东部为梁状丘陵,地形起伏

较大;西部自东向西依次为台、坪、梁地形,土壤主要

类型是黄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绵土,具有土层深厚、质
地匀一、轻且多孔、疏松绵软、透水透气,易于耕作的

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起,该地区实施了大面积的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90年代

末被列为退耕还林还草的重点示范区。本试验在日

光温室大棚进行。

1.2 试验材料

1.2.1 供 试 菌 种 羊肚菌菌种选用六妹羊肚菌

(Morchellasextelata),菌种由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

提供。

1.2.2 培养基质 ①母种培养基:PDA培养基(去皮

马铃薯200g,葡萄糖20g,琼脂20g,水1000ml)。

②原种与栽培种配方:杂木屑74%,麸皮20%,KH2
PO41%,MgSO41%,羊肚菌基脚土1%,石膏1%,
石灰1%,Ca(H2PO4)21%。③外源营养袋配方:麦
粒95%,谷壳3%,石灰1%,石膏1%。

1.2.3 菌床材料 菌床材料及其性质如表1所示。

表1 栽培基质基本性质

材 料 pH值
有机质/
(g·kg-1)

全N/
(g·kg-1)

碱解N/
(mg·kg-1)

速效P/
(mg·kg-1)

速效K/
(mg·kg-1)

生 土 7.63 10.08 0.87 25.11 1.77 144.26
表 土 7.54 16.00 1.07 30.03 3.65 220.47
羊 粪 7.85 46.7% 20.78 — — —
香菇菌糠 4.55 79.86% — 990.86 2.992 —

  注:生土指的是从未种植过农作物的土壤;表土指的是种植过蔬菜等农作物的土壤;供试羊粪指的是碾碎后的羊粪;香菇菌糠是取自当地香

菇出菇结束后菌棒粉碎而成,未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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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设计

1.3.1 试验处理 本试验共设置4组处理,分别为:

CK1(不添加任何物质的生土),CK2(不添加任何物质

的表层土),M1(生土+羊粪)(3∶1),M2(生土+香菇

菌糠)(3∶1)作为栽培基质配方栽培羊肚菌,试验小

区面积为3m×3m,每个处理设置8个重复。

1.3.2 栽培方法

(1)菌种准备。按配方比例称好原料后将杂木

屑、麸皮、羊肚菌基脚土、石灰、石膏等混合均匀,将拌

好的培养料装入食用菌专用瓶,上端用封口料封口。
再将培养料在121℃高温高压灭菌60min。待灭菌后

的培养料温度降低后,取蚕豆大小供试二级菌种接入

到培养料中,最后将接种好的培养料瓶置于恒温培养

箱23℃恒温黑暗培养,等菌核长满即可。2019年10
月进行栽培种的制备,2019年11月底完成菌种准备。

(2)整地与播种。2019年11月进行整地。土壤

在阳光下暴晒至半干,将羊粪,香菇菌糠均匀拌入土

壤。2019年11月底完成播种,播种方式采用撒播的

方式,播种量为0.4kg/m2,播种后进行覆土,覆土厚

度为5cm,覆土后在畦面、走道上覆盖1层黑色薄膜。
2019年12月初进行外援营养袋的摆放。播种10d
后出现大量“菌霜”,第11d摆放外援营养袋,营养袋

用量为每个样方30袋,摆放方式为平放,摆放间距

60cm,摆放前用刀片划开营养袋,开口处接触土面。
(3)养菌管理。出菇期间保持菇房干净、通风,

保持土壤湿润(田间最大持水量的70%~80%),采用

微喷装置进行水分管理。2019年12月至2020年3
月为养菌期,2020年2月底当地气温逐渐回升,当日

最高气温达到10℃以上时,逐渐出现原基。
(4)出菇及采收。2020年3月中至2020年4月

初,原基生长为羊肚菌子实体。4月初开始第一次采

摘,当子实体颜色变深、最先形成的几个菇稍倾斜时,
及时采收。每天早晨、中午、下午各采摘1次。
1.4 测定项目与方法

1.4.1 羊肚菌子实体农艺性状测定 采收时,用游标

卡尺(分辨率:0.02mm,上海九量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制造)测量子实体的菌柄直径、菌柄长、菌盖直径和菌

盖厚度,记录子实体数量,用电子天平(型号:CP114,
奥豪斯仪器有限公司制造)称量产量,单菇重。本试

验共历时140d,共采收2次。使用的数据为收获至

第1,2潮全部子实体,采收间隔时间为一周,2020年

4月中完成采收。
1.4.2 主要营养成分测定 在羊肚菌成熟期采收样

品,采用鲜样进行各指标的测定。水分的测定参照

GB5009.3-2010 进 行 测 定。粗 多 糖 的 测 定 参 照

NY/T1676-2008测定。粗蛋白的测定参照GB5009.5-

2016标准中的凯氏定氮法测定。粗纤维的测定按照

GB/T5009.10-2003标准测定。粗脂肪的测定参照

GB5009.6-2016标准中的酸水解法测定。

1.4.3 氨基酸含量测定 称取固体样品0.1g加入水

解管中,加入1∶1的分析纯盐酸(约6mol/L)4ml,
氮吹仪吹氮气15min后封管。将封管的样品置烘箱

中110℃水解22~24h后,取出冷却开管。样品定

容至50ml。准确吸取定容后的样品1ml,置氮吹仪

上脱酸。温度60℃,脱至干燥。加入0.02mol/L盐

酸溶液旋涡器上混匀,过0.22μm过滤小柱,样品液

用日立L-8900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上海辉世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测定。

1.5 数据分析

采用 MicrosoftExcel2013和SPSS18.0软件

(IBM)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农艺性状试验数据均用

平均值±标准误来表示,不同基质处理下子实体的生

物(氨 基 酸)性 状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one-way
ANOVA),多重比较采用Duncan比较法,在0.05水

平上进行差异显著性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栽培基质对羊肚菌子实体产量及农艺性状

的影响

各处理与对照组差异性分析,其中香菇菌糠处理

组的出菇密度和产量均最高(表2)。不同处理下子实

体产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2(2500kg/hm2)>M1
(958kg/hm2)>CK2(458kg/hm2)>CK1(333kg/hm2),
一般认为羊肚菌单产2250kg/hm2 为达标[13],4个

处理中,只有香菇菌糠处理组可以达到正常产量。羊

粪处理组子实体的各项农艺性状指标均优于生土对

照组和表土对照组,但整体表现不如香菇菌糠处理

组。表土对照组的子实体在菌盖直径和鲜菇重量上

低于生土对照组,说明表土不利于菌盖生长,子实体

个头小,单菇重量小,但出菇密度和产量明显高于生

土对照组。香菇菌糠处理组子实体个头最大,且含水

量最多。香菇菌糠处理组的子实体农艺性状各项指

标明显优于其他三组处理结果,且差异性显著。综

上,不同处理下子实体农艺性状指标数据由高到低依

次为:M2>M1>CK2>CK1。

2.2 不同栽培基质对羊肚菌主要营养成分的影响

子实体主要营养成分中,粗蛋白和粗纤维的含量

较高(表3)。各营养成分含量因栽培基质不同表现出

较大差异,其中羊粪处理组子实体的粗蛋白含量最

高,为29.73g/100g,比空白对照高出47.6%;粗纤维

含量最低,为20.76g/100g。表土对照组子实体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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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含量最高,为5.99g/100g,水分含量最低,为

7.11g/100g,比空白对照组下降了55.48%。香菇菌

糠处理组子实体粗蛋白含量最低,为17.06g/100g,

比生土对照组下降15.3%;粗脂肪含量最低,为4.87
g/100g,比生土对照组下降了15.89%。水分含量最

高,为18.56g/100g。

表2 不同栽培基质对羊肚菌子实体农艺性状的影响

指 标     
栽培基质

CK1 CK2 M1 M2
菌柄直径/cm 1.45±0.26a 1.45±0.31a 1.78±0.49ab 2.28±0.51b

菌柄长/cm 3.68±0.36a 4.2±0.48a 3.98±1.03a 4.93±0.74b

菌盖直径/cm 2.1±0.29a 1.8±0.82a 2.8±0.51b 2.85±0.58b

单菇鲜重/g 17.41±8.47a 12.19±2.56a 25.81±5.91b 29.77±10.66b

单菇干重/g 4.04±1.05a 4.31±1.03a 5.28±0.54b 7.51±1.13c

出菇密度 ++ ++ +++ ++++
折合产量/(kg·hm-2) 330 458 958 2500

  注:①同行数据后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n=3,p<0.05);②++出菇密度一般,+++出菇密度较大,++++出菇密度大。

③CK1为不添加任何物质的生土;CK2 为不添加任何物质的表层土;M1 为生土+羊粪(3∶1);M2 为生土+香菇菌糠(3∶1)。下同。

表3 不同栽培基质对羊肚菌子实体主要营养成分含量的影响 g/100g

营养成分
栽培基质

CK1 CK2 M1 M2
粗多糖 7.59±0.32c 5.71±0.18b 5.11±0.79ab 4.71±0.18a

粗蛋白 20.14±1.48ab 23.93±4.22b 29.73±1.41c 17.06±1.86a

粗脂肪 5.79±0.39b 5.99±0.19b 5.62±0.21b 4.87±0.43a

粗纤维 25.73±2.35b 25.51±3.11b 20.76±1.57a 35.65±2.18c

水 分 15.97±6.64b 7.11±1.27a 17.97±2.26b 18.56±7.39b

2.3 不同栽培基质对羊肚菌子实体氨基酸组成及含

量的影响

所测得的17种氨基酸中,羊肚菌子实体氨基酸

含量含量最高是谷氨酸(Glu),谷氨酸即是鲜味氨基

酸和也是用氨基酸,谷氨酸是呈鲜味的特征氨基酸,
因而羊肚菌具有独特的鲜味。羊粪和香菇菌糠处理

组子实体中谷氨酸含量高于其他两个对照组组,分别

比生土对照组高出5.06%和7.46%。4个处理组子

实体氨基酸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2>CK2>M1>
CK1,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2>
CK2>M1>CK1(见表4)。香菇菌糠处理组子实体

氨基酸总量和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显著优于其他组。

2.4 羊肚菌子实体呈味氨基酸含量

呈味氨基酸包括鲜味氨基酸、甜味氨基酸和苦味

氨基酸,其中鲜味氨基酸和甜味氨基酸主要影响羊肚

菌鲜甜的口味,鲜味和甜味氨基酸含量越高,就可以

抑制苦味氨基酸的苦涩口味。4个不同组中鲜味氨

基酸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1>CK2>M2>CK1,甜
味氨基酸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2>M1>CK1>
CK2,苦味氨基酸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2>M1>
CK2>CK1;鲜味和甜味氨基酸含量处理组高于生土

对照组,说明改变栽培基质有利于增加羊肚菌鲜甜的

口味;但苦味氨基酸含量处理组均高于生土对照组,

说明改变栽培基质增加子实体鲜甜口味的同时也增

加了羊肚菌苦涩的味道(见表5)。

     表4 羊肚菌子实体在不同栽培基质中

氨基酸的含量 g/100g

氨基酸
种 类

栽培基质

CK1 CK2 M1 M2
天冬氨酸(Asp) 0.359 0.401 0.387 0.356
苏氨酸(Thr) 0.187 0.204 0.204 0.191
丝氨酸(Ser) 0.179 0.191 0.159 0.177
谷氨酸(Glu) 0.375 0.387 0.394 0.403
脯氨酸(Pro) 0.149 0.152 0.154 0.155
甘氨酸(Gly) 0.141 0.145 0.136 0.152
丙氨酸(Ala) 0.193 0.201 0.206 0.231
胱氨酸(Cys) 0.097 0.101 0.106 0.152
缬氨酸(Val) 0.163 0.166 0.157 0.184
甲硫氨酸(Met) 0.095 0.103 0.099 0.089
异亮氨酸(Ile) 0.259 0.271 0.247 0.246
亮氨酸(Leu) 0.205 0.201 0.197 0.239
酪氨酸(Tyr) 0.125 0.131 0.141 0.152
苯丙氨酸(Phe) 0.157 0.155 0.144 0.163
赖氨酸(Lys) 0.179 0.192 0.189 0.201
组氨酸(His) 0.109 0.111 0.133 0.113
精氨酸(Arg) 0.239 0.257 0.267 0.255
总氨基酸量T 3.211 3.369 3.320 3.459
必需氨基酸量E 1.372 1.421 1.385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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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羊肚菌子实体药用氨基酸含量

药用氨基酸含量在不同处理间差异较大,但均可

占总氨基酸含量均为60%以上,谷氨酸和天冬氨酸

是药用氨基酸主要成分,对于改善儿童生长发育、缓
解疲劳、增强肝功等有重要作用。不同处理下,药用

氨基酸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2(2.010g/100g)>
M1(1.972g/100g)>CK2(1.954g/100g)>CK1
(1.875g/100g),香菇菌糠处理的子实体中药用氨基

酸含量最高,其中谷氨酸、甘氨酸、苯丙氨酸、酪氨酸、
亮氨酸和赖氨酸含量明显高于其他3个组。香菇菌

糠处理组子实体的药用氨基酸总量为2.01g/100g,
高出对照7.2%(见表6)。

     表5 羊肚菌子实体在不同栽培基质中

呈味氨基酸的含量 g/100g

氨基酸种类
栽培基质

CK1 CK2 M1 M2
天冬氨酸(Asp)0.359 0.387 0.401 0.356

鲜味氨基酸 谷氨酸(Glu) 0.375 0.394 0.387 0.403
总 量 0.734 0.781 0.788 0.759
丝氨酸(Ser) 0.179 0.159 0.191 0.177
甘氨酸(Gly) 0.141 0.136 0.145 0.152

甜味氨基酸 丙氨酸(Ala) 0.193 0.206 0.201 0.231
脯氨酸(Pro) 0.149 0.154 0.152 0.155
总 量 0.662 0.655 0.689 0.715
组氨酸(His) 0.109 0.133 0.111 0.113
缬氨酸(Val) 0.163 0.157 0.166 0.184
苯丙氨酸(Phe)0.157 0.144 0.155 0.163

苦味氨基酸
异亮氨酸(Ile) 0.259 0.247 0.271 0.246
亮氨酸(Leu) 0.205 0.197 0.201 0.239
甲硫氨酸(Met)0.095 0.099 0.103 0.089
精氨酸(Arg) 0.239 0.267 0.257 0.255
总 量 1.227 1.244 1.264 1.289

     表6 羊肚菌子实体在不同栽培基质中

药用氨基酸的含量 g/100g

氨基酸
栽培基质

CK1 CK2 M1 M2
谷氨酸(Glu) 0.375 0.387 0.394 0.403
天冬氨酸(Asp) 0.359 0.401 0.387 0.356
精氨酸(Arg) 0.239 0.257 0.267 0.255
甘氨酸(Gly) 0.141 0.145 0.136 0.152
苯丙氨酸(Phe) 0.157 0.155 0.144 0.163
酪氨酸(Tyr) 0.125 0.131 0.141 0.152
甲硫氨酸(Met) 0.095 0.103 0.099 0.089
亮氨酸(Leu) 0.205 0.201 0.197 0.239
赖氨酸(Lys) 0.179 0.192 0.189 0.201

3 讨 论

(1)产 量。播种于土壤是羊肚菌栽培时必不可

少的环节。栽培基质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对羊肚菌

的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14]。王永元等[15]为了改良土

壤条件,选取蛭石、石灰、碳灰改良土壤的熵值和通气

性。结果羊肚菌产量明显提高,其中尤其以碳灰处理

的效果好。生土因土壤养分不足会导致菌丝生长速

度慢、生长不均匀的情况,从而严重降低总产量。本研

究表明,通过改良栽培基质,增加土壤养分,结果羊肚

产量明显提高。不同栽培基质栽培羊肚菌,其子实体

产量由高到低依次为:M2(2500kg/hm2)>M1(958

kg/hm2)>CK2(458kg/hm2)>CK1(333kg/hm2),一

般认为羊肚菌单产2250kg/hm2 为达标[13],4个组

中,只有香菇菌糠处理组可以达到正常产量。羊粪常

被用于农田施肥,本身理化特性好,可为子实体发育

提供必需的水分,但在本试验中羊粪处理组的出菇密

度和子实体农艺性状指标优于生土对照组和表土对

照组,但整体表现不如香菇菌糠处理组。
(2)营养成分。改变栽培基质也会影响羊肚菌

菌的营养成分含量和品质。羊粪作为栽培基质能显

著提高羊肚菌子实体的粗蛋白含量。香菇菌糠作为

栽培基质能显著提高羊肚菌子实体粗纤维、水分含

量,减少粗多糖和粗脂肪含量,对于脂肪摄入要求少

的人群有益。水分可直接影响到羊肚菌的鲜嫩程度

和口感[16],香菇菌糠处理组子实体水分含量最高,有
利于提升羊肚菌的食用口感。

(3)营养价值(氨基酸含量)。必需氨基酸的种

类和含量是评判食物中蛋白质营养价值的重要标

准[17]。香菇菌糠处理组的必需氨基酸含量最高,说
明香菇菌糠对于羊肚菌子实体的蛋白质价值提升有

很好的效果。
羊肚菌中呈味氨基酸含量丰富,且鲜味氨基酸和

甜味氨基酸占比较大,这是羊肚菌口感好、味道鲜美

的重要原因[18]。结果表明,羊粪处理组子实体中鲜

味氨基酸含量最高,香菇菌糠处理组甜味氨基酸含量

最高,说明改变栽培基质有利于增加羊肚菌鲜甜的

口味。
药用氨基酸在不同处理间差异不大,均占总氨基

酸含量均为60%以上,谷氨酸和天冬氨酸是药用氨

基酸主要成分,对于改善儿童生长发育、缓解疲劳、增
强肝功等有重要作用。结果表明,香菇菌糠处理的子

实体中药用氨基酸含量最高,羊粪次之,生土最差。
药用氨基酸是羊肚菌药用价值的重要体现,本研究4
个处理间差异性不显著,故而不能直接说明改变栽培

基质对羊肚菌子实体药用氨基酸含量影响不大,也有

可能是栽培基质配比问题,此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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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研究为探究宁南山区羊肚菌栽培的可行性,以
及不同栽培基质栽培下羊肚菌子实体的产量和营养

价值变化。通过测定羊肚菌子实体的产量、主要营养

成分、氨基酸含量3类食用菌常用评价指标,得到以

下结论:
(1)在宁南山区,采用香菇菌糠作为栽培基质栽

培羊肚菌显著提高了子实体产量和子实体农艺性状。
(2)采用羊粪作为栽培基质栽培羊肚菌能显著

提高子实体的粗蛋白含量,香菇菌糠处理显著提高子

实体粗纤维含量和水分含量,减少了粗多糖和粗脂肪

含量。
(3)改良栽培基质能够提升羊肚菌子实体的鲜

甜口味,对提高药用价值的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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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建设中雨水系统设计方案的优化研究

冯 磊,徐得潜
(合肥工业大学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230009)

摘 要:[目的]研究建筑小区海绵城市优化设计模型,为建筑小区海绵城市设计与建设提供有益支撑。
[方法]在探讨外排径流系数、径流污染与海绵设施基础上,以年费用最小和径流污染削减率最大为目标函

数,应用非线性规划建立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双层耦合优化模型,并以合肥市某区域海绵城市建设为例,分
析验证该模型有效性。[结果]优化后,A小区、B小区与C小区的外排径流分别为0.257,0.268,0.303;总
成本为1.11×107 元,年费用为9.87×105 元;径流污染削减率为70.06%,与原设计方案相比,其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均有明显提高。[结论]双层耦合优化模型应用于建筑小区海绵城市设计,能有效降低年费用,
提高径流污染削减率,使海绵城市设计与建设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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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DesignofStormwaterSystemSchemeforSpongeCityof
ResidentialAreasConstruction

XuDeqian,FengLei
(SchoolofCivilandHydraulicEngineering,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Hefei,Anhui230009,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modeltooptimizedesignofspongecityresidentialareaswasestablishedinorder
toprovidebeneficialsupportforthestormwatersystemdesignandconstructionsuchspongecityresidential
areas.[Methods]Basedondiscussionsofoutflowrunoffcoefficient,runoffpollution,andspongefacilities,
andtakingtheminimumannualcostandmaximumrunoffpollutionreductionrateasobjectivefunctions,a
bilevelcouplingoptimizationmodelofspongecityresidentialareaswasestablishedbynonlinearprogramming.
ModelvaliditywasanalyzedandverifiedbytakingspongecityconstructionareasinaregionofHefeiCityas
acasestudy.[Results]Afteroptimization,theoutflowrunoffcoefficientsincommunitiesA,B,andCwere
0.257,0.268,and0.303,respectively.Thetotalcostwas1.11×107yuan,andtheannualcostwas9.87×105yuan.
Therunoffpollutionremovalratewas70.06%,whichsignificantlyimprovedtheeconomicandenvironmental
benefitscomparedwiththeoriginaldesignscheme.[Conclusion]Theapplicationofthebilevelcoupling
optimizationmodelinthedesignofspongecityresidentialareascaneffectivelyreducetheannualcost,increasethe
reductionrateofrunoffpollution,andmakespongecitydesignandconstructionmorereasonable.
Keywords:residentialareas;spongecity;stormwatersystem;runoffcoefficient;bilevelcouplingmodel

  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是海绵城市源头减排重

要举措,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建筑小区海绵设施、雨水管网。建筑小区海

绵措施及管网建设方案不同,其外排径流系数、污染

负荷削减率及市政雨水管渠建造费用也不同。因此,

有必要进行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与海绵措施优化

设计研究。
针对建筑小区海绵城市设计,国内外对此进行了

大量研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4年颁布了《海
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1],从场地设计、建筑、小区道路与小区绿化

4个方面说明建筑小区海绵城市设计原则及注意事

项。中国工程协会于2017年发布了行业标准《建筑

与小区低影响开发技术规程》[2],提出在新建和改建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中,应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场
地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建筑小区海绵设施组合及配

套管网规模。但这些指南、规程仅限建筑小区海绵城

市相关设计原则,不能对具体设计与建设进行有效指

导。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于2017年发布了地方标准

《深圳市房屋建筑工程海绵设施设计规程》[3],根据建

筑小区具体情况选定海绵设施,并对单体海绵设施进

行技术说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9年发布了国

家标准《绿色评价标准》[4],规定下凹式绿地、雨水花

园等有雨水调蓄功能的绿地和水体的面积之和占绿

地面积的比例需大于40%;硬质铺装地面中透水铺

装面积的比例需大于50%。但这些规程、标准只考

虑单项海绵设施规模的确定及其说明,并未研究如何

确定海绵设施组合系统。FanR等[5]以成本效益为

目标,确定最佳海绵化方案,以减少地表径流。黄均

兆[6]详细论述各类海绵措施类型、构造、经济性及适

用条件,并分析不同单目标时,如何优选海绵措施。
但这些研究仅限单个目标下优化海绵措施,并未涉及

如何平衡建设费用与径流系数及径流污染控制优化

问题,以及具体分析年成本、径流污染控制等多个目

标情况下优化海绵措施。NgoTT等[7]使用“两阶

段法”优化布局管渠系统,提高管渠系统经济效益;吴
柱[8]采用数学模型模拟建筑小区不同海绵城市建设

方案的雨水产汇流情况,通过方案的结果比较进行优

化设计;王媛媛等[9]研究海绵城市起端———建筑小区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原则、技术流程及设计要

点。但这些研究仅限建筑小区海绵措施或管渠系统

优化,都未充分考虑建筑小区内部设施建设与外部市

政雨水管渠联系,从海绵城市总体布局优化建筑小区

海绵设施、市政雨水管渠及外排径流系数。
本文以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为切入点,年费用

最小和径流污染削减率最大为目标函数,基于建筑小

区海绵城市建设和城市总体海绵城市建设,应用非线性

规划建立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双层耦合优化模型,对建筑

小区外排径流系数和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措施进行

优化,并以合肥市某区域海绵城市建设为例进行计算分

析,为建筑小区海绵城市设计与建设提供有益支撑。

1 建筑小区优化设计基础

在建立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双层耦合优化模型之

前,需对外排径流系数,径流污染,海绵设施等问题进

行探讨。

1.1 外排径流系数

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是指在降雨形成高峰流

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外排径流量同降雨量的比值,取决

于建筑小区地面覆盖的透水性、海绵措施、降雨历时

及暴雨强度等因素,主要用于雨水设计流量计算,是
海绵城市建设及雨水管渠系统设计的重要参数。建

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与传统的综合径流系数不同,它
充分考虑了调蓄池等海绵设施对进入市政雨水管渠

的设计流量的影响。
由于外排径流系数受多重因素影响,一般采用间

接的方法推求,即用扣除平均损失强度进行计算[10]:

    ψk=1-μ
k

Aτn
k (1)

式中:ψk 为流量径流系数;μk 为产流期间总损失强

度,是入渗强度μ1 与雨水利用强度μ2 之和(mm/h);

A 为降雨历时为1h的暴雨强度[11](mm/h);τk 为

降雨历时,包括地面集水时间τ1 和管渠流行时间

τ2(h);n 为暴雨强度衰减指数。

1.2径流污染

初期雨水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雨水在汇流过

程中,易产生径流污染。径流污染是海绵城市建设的

一项重要控制目标,污染物指标一般有悬浮物(SS)、
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等。在城

市径流污染物指标中,SS与其他指标具有一定相关

性,且与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有关,故本文选用SS
去除率作为污染物控制指标。

建筑小区SS总量去除率按下式[11]:

C=η
∑FhφhCh

Fzφz
(2)

式中:C 为 年 SS总 量 去 除 率(一 般 取 值40%~
60%[1]);η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Fh 为单项海绵设

施的汇水面积(m2);φh 为单个地块综合雨量系数;

Ch 为单项海绵设施对SS去除率,即针对年平均降雨

量,在其汇水面积上产生的径流全部不外排,集蓄利

用后所获得的去除率[1];Fz 为海绵设施汇水面积之

和(m2);φz 为建筑小区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1.3 海绵设施

海绵设施按其主要功能分为:①净化设施:绿色

屋顶、雨水花园、生物滞留设施;②渗透设施:透水铺

装、下沉式绿地、渗透塘、渗井;③调蓄设施:湿塘、雨
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调节塘、调节池;④转输设

施:渗管/渠、植草沟。以上单项设施可同时具有多种

功能,如生物滞留设施具有调蓄、渗透功能,植草沟具

有净化功能等。
海绵设施应综合考虑控制目标、排水分区情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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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周边用地性质与地形、空间大小、土壤渗透性、绿地

率、水域面积率等条件确定海绵设施组合,海绵设施规

模应根据控制指标及设施在具体应用中发挥的主要功

能,选择容积法、流量法、水量平衡法等方法确定。
(1)净化设施。宜先确定径流污染控制目标值,

再分析各类净化设施对径流污染削减率,最后根据相

关规范及小区具体条件确定净化设施规模。
(2)渗透设施。透水铺装可通过参与综合雨量

径流系数计算的方式确定其规模,对于下沉式绿地、
渗透塘、渗井可按下方法进行计算[1]:

Vs=V-Wp (3)
式中:Vs 为渗透设施的有效调蓄容积,包括设施顶部

和结构内部蓄水空间的容积(m3);V 为渗透设施进

水量(m3),用(4)式计算;Wp 为渗透量(m3)。
(3)调蓄设施。一般采用容积法计算蓄水设施

设计调蓄容积[1]:

V=10HφF (4)
式中:V 为设计调蓄容积(m3);H 为设计控制降雨量

(mm/d);φ为雨量径流系数;F 为汇水面积(hm2)。
资料充足时,可结合水量平衡法进行精确计算,

对容积进行合理调整。
(4)转输设施。植草沟等转输设施设计目标通

常为排除一定设计重现期下的雨水流量,可用推理公

式计算一定重现期下的雨水流量[12]:

Q=ψqF (5)
式中:Q 为雨水设计流量(L/s);ψ 为流量径流系数;

q为设计暴雨强度,L/(s·hm2)。
综上所述,净化设施采用径流污染控制目标法;

渗透与调蓄设施选用容积法;转输设施规模选用流量

法确定其规模。

2 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双层耦合优化模
型建立与求解

  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双层耦合优化模型是由上层

模型与下层模型构成的多目标优化模型,上层模型是

从海绵城市总体出发,对各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进

行优化,下层模型是针对给定的外排径流系数对建筑

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措施进行优化,两层优化通过建筑

小区外排径流系数进行耦合。

2.1 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措施优化模型

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措施不同,单位投资的径

流系数、污染负荷削减值也不同。当外排径流系数为

定值时,以建筑小区各海绵设施的规模为决策变量,
建立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建设优化模型。

2.1.1 目标函数 建筑小区海绵城市优化目标函数

为建筑小区海绵设施与雨水管网年费用最小和径流

污染削减率最大:

minX1k=
i(i+1)nt

(i+1)nt-1
(∑

m

h=1
Wh+∑

N

j=1
GjLj)

maxX2k=η
∑
m

h=1
FhφhCh

Fzφz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6)

式中:X1k为k 小区年费用,包括建造年均摊费和年

维护费;X2k为k 小区径流污染削减率;i为社会折

现率(%);nt 为计算期,各项设施利用最小公倍数法

选取统一计算期,并在建造费中考虑计算期较小设施

的重复投资(a);m 为小区海绵设施数目;Wh 为小

区海绵设施h 总成本,包括建造费、计算期内维护费,
元;Gj 为雨水管j 单位管段总成本,包括建造费和

计算期内维护费,元/m(跌水井等构筑物总成本与管

网及管渠规模有关,均摊到雨水管渠总成本中考虑);
Lj 为第j管段的管长(m);N 为设计管段数;其他

变量含义同前。
2.1.2 约束条件

(1)外排径流系数小于等于规定值。

ψk=1-μ
Aτn≤ψ0 (7)

(2)径流污染削减率约束[2]。
40%≤C (8)

(3)各类海绵设施建设规模约束。
绿色屋面比例不低于可绿化屋面面积30%面积[2]:

30%Sh≤S1≤Sh (9)
式中:Sh 为可绿化屋面面积(m2);S1 为绿色屋面面

积(m2)。
硬质铺砖地面中透水铺装面积比例不宜低于

50%[4]:
50%Fyp≤S2≤Fyp (10)

式中:S2 为透水铺装路面面积(m2);Fyp为小区硬质

铺砖地面面积(m2)。
下沉式绿地占绿地面积比例不宜低于40%[4]:

40%Fld≤S3≤Fld (11)
式中:S3 为下沉式绿地面积(m2);Fld为小区绿地面

积(m2)。
(4)蓄水池容积应介于蓄水池最小、最大容积之

间,根据可收集雨水量、回用水量,经技术经济分析后

确定。
(5)渗管(渠)、植草沟的长度之和应小于所需的

最大转输距离,根据小区用地条件和各设施设置位置

确定。

2.2 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优化模型

外排径流系数决定着建筑小区海绵设施规模、年
费用及径流污染削减率,也决定着市政雨水管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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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和投资。由于不同位置的建筑小区的外排径

流系数对市政雨水管渠系统的规模影响不同,因此,
应从全局出发,以建筑小区内部海绵设施、雨水管网

与外部市政雨水管渠系统总年费用最小、径流污染负

荷削减率最大为目标函数,优化各小区外排径流系数

与海绵措施。

2.2.1 目标函数 以市政雨水管渠系统与建筑小区

内部设施总年费用最小,径流污染削减率最大为目标

函数,则有:

  

minY1=∑
K

k=1
X1k+Z2

maxY2=
∑
K

k=1
SkX2k

S

ì

î

í

ï
ïï

ï
ï

(12)

式中:Y1 为建筑小区海绵设施、雨水管网与市政雨水

管渠总年费用;Y2 表示径流污染削减率;K 表示建

筑小区数;Z2 为市政雨水管渠年费用,其年费用计

算公式同建筑小区雨水管网;Sk 为k 小区面积

(m2);S为区域总面积(m2);其他变量含义同前。
2.2.2 约束条件

(1)外排径流系数约束[1]。
0.1≤ψk (13)

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与海绵措施有关,是建筑

小区海绵城市重要优化变量,由于本文是研究城市海

绵城市建设总体最优,故在计算中不考虑外排径流系

数最大值约束。
(2)流量约束。
Qxy=Qsy+Qyp=Qsy+αkψkqFk (14)

式中:Qxy 表 示 小 区 下 游 市 政 雨 水 管 段 设 计 流 量

(m3/s);Qsy表示小区上游市政雨水管段设计流量

(m3/s);Qyp 表示小区外排设计流量(m3/s);αk 为

建筑小区雨水管道水流流态对设计流量的影响系数,
当建筑小区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与市政雨水管网设计

重现期相同时,建筑小区雨水管道为重力流,αk=1;当
市政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高于建筑小区雨水管网设计

重现期,建筑小区雨水管道为压力流,αk=1.2[13];其
他变量含义同前。

(3)其他约束[14]。市政雨水管段设计流速应介

于相应的管段最小、最大允许流速之间;设计管径应

大于最小设计管径,并在管径允许集合内;设计坡度

应在相应的管段最小与最大设计坡度的范围内。

2.3 模型求解

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决定着海绵设施的组成

及规模,同时也决定着小区雨水管网、市政雨水管渠

设计规模。通过优化市政雨水管渠沿线各建筑小区

的外排径流系数对总年费用和污染负荷削减率进行

权衡,合理确定小区海绵措施、雨水管网及市政雨水

管渠设计规模。
为便于模型求解,对各建筑小区分别设若干外排

径流系数,应用优化模型计算其年费用及径流污染控

制率,并分别回归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总年费用、
径流污染削减率与外排径流系数方程,则公式(12)
变为:

minY1=∑
K

k=1
X1k(ψk)+Z2(ψ1,ψ2,…,ψK)

maxY2=
∑
K

k=1
SkX2k(ψk)

S

ì

î

í

ï
ïï

ï
ï

(15)

其约束条件见公式(13)—(14)。
针对本节建立的建筑小区海绵城市双层耦合优

化模型,通过 MATLAB进行编程实现模型的粒子群

优化求解,主要步骤如下:①分别拟合各小区海绵城

市建设年费用、径流污染削减率与外排径流系数方

程,设置算法参数[15];②对粒子群位置与速度进行

随机初始化;③计算每个粒子适应度,并更新粒子自

身历史最优值、全局最优值、速度和位置;④若达到

终止条件,则输出优化计算结果,否则转向步骤③。

3 实例分析

3.1 基本资料

如图1所示,合肥市某段市政雨水管渠上接有

小区A、小区B与小区 C雨水排放,其中市政雨水

管渠1—2长450m,市政雨水管渠2—3长530m,市
政雨水管渠3—4长300m,各小区用地规划方案见

表1。

图1 合肥市样本建筑小区与市政管渠示意图

表1 样本建筑小区用地规划方案

建筑
小区

占地面积/
m2

屋面面积/
m2

绿地面积/
m2

人行道、广场及
停车场面积/m2

道路面积/
m2

小区下游市政雨
水管渠长/m

A 43182 8518 18535 6758 9371 1280
B 51185 9865 23902 7068 10350 830
C 80591 12980 34211 13360 2004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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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雨量较为丰富,境内有巢湖及南淝河等水系;但人

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水污染状况不容乐观,
属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城市,且降雨主要集中于夏

季,易发生内涝。根据合肥市水资源特点,其建筑小

区海绵设施主要采用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蓄水池、
透水铺装、植草沟等海绵设施,绿色植物选取本土植

物。其中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蓄水池及透水铺装

可有效降低径流总量和径流峰值,减少径流污染,进
行雨水利用,植草沟可净化雨水水质。根据海绵设施

建设要求及小区用地条件确定各类海绵设施规模最

大、最小限值。小区雨水管与市政雨水管渠管材均采

用钢筋混凝土管。
合肥市现行暴雨强度公式如下:

   q=
4849.675(1+0.846lgP)

(t+19.1)0.896
(16)

根据此公式确定n=0.896,建筑小区雨水管网

设计重现期与市政雨水管网相同,取2a,A=43.63
mm/h。雨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85%时,设计控制降

雨量 H 取31.4mm[16]。使用合肥市1951—2019年

逐日降雨量统计数据,设计重现期2a时,最大24h降

雨量为83.44mm,μ1=1.3mm/h。τ1=10min
[17];社

会折现率取8%,计算期取30a[18]。

3.2 海绵城市优化设计

设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依次为0.1,0.2,0.3,0.4,

0.5,根据海绵设施、雨水管网约束条件与相关规范标

准,优化计算出各小区年费用及径流污染削减率。
根据计算结果,使用 MATLAB分别拟合各小区

年费用与外排径流系数关系,各小区径流污染消减率

与外排径流系数关系,见图2和图3。

图2 年费用与外排径流系数关系

如图2所示,小区海绵设施年费用随外排径流系

数增大而减小,小区雨水管网年费用随外排径流系数

增大而增大。由图2可知,当外排径流系数从0.1变

化到0.3时,海绵设施规模主导小区年费用变化,各
小区年费用随外排径流系数增大而减小;但外排径流

系数从0.3变化到0.5时,由于受各海绵措施最小规

模约束,小区雨水管网规模主导小区年费用变化,各
小区年费用随外排径流系数增大而增大,且A,B小

区与C小区外排径流系数相同时,X1C>X1B>X1A,
这是由于C小区占地面积最大,其海绵设施与雨水规

模也最大,A小区占地面积最小,其海绵设施与雨水

管网规模也最小所引起的。由图3可知,径流污染削

减率随外排径流系数增大而减小,且A,B,C小区外

排径流系数相同时,X2B>X2A>X2C,这是由于B小

区绿地面积占小区总面积最大,C小区绿地面积占小

区总面积最小所造成的。

图3 径流污染削减率与外排径流系数关系

由拟合曲线分别确定各小区年费用、径流污染削

减率与外排径流系数拟合方程如下:

X1A=199.2ψ3
A-68.54ψ2

A-41.15ψA+33.55

X2A=-77.75ψ1.66
A +79.06

X1B=177.5ψ3
B-49.46ψ2

B-42.72ψB+35.54

X2B=-76.26ψ1.62
B +79.62

X1C=275.8ψ3
C-50.54ψ2

C-85.61ψC+58.22

X2C=-77.20ψ1.66
C +78.77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17)

建筑小区原设计方案中绿色屋顶占屋面面积

30%;下沉式绿地占绿地面积40%;透水铺装占人行

道、广场及停车场面积50%,采用公式(4)确定蓄水

池规模,计算出ψA=0.405,ψB=0.396,ψC=0.421;

Y1=1.04×106元;Y2=61.39%。利用拟合方程,对各

小区海绵措施分别进行优化,优化后,ψA=0.273,

ψB=0.278,ψC=0.270;Y1=1.02×106元;Y2=70.01%;
在此基础上,结合外排径流系数与市政雨水管渠关系

对总体海绵城市进行优化,最终确ψA=0.257,ψB=
0.268,ψC=0.303;Y1=9.87×105元,Y2=70.06%,则
该区域海绵城市优化设计方案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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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绵城市优化设计方案

外排径
流系数

类 别 设 施  规 模 
总成本/
104 元

年费用/
104 元

径流污染
削减率/%

0.257

绿色屋顶 3070m2 61.40 5.45
下沉式绿地 8458m2 38.06 3.38

A小区海绵设施 蓄水池 400m3 40.00 3.55 71.32
透水铺装 5202m2 67.63 6.00
植草沟 565m 6.50 0.58

DN400钢筋混凝土管 394m 17.43 1.55
A小区雨水管网 DN500钢筋混凝土管 197m 10.55 0.94

DN600钢筋混凝土管 20m 1.17 0.10

0.268

绿色屋顶 3223m2 64.46 5.72
下沉式绿地 10703m2 48.16 4.27

B小区海绵设施 蓄水池 483m2 48.30 4.29 71.25
透水铺装 4852m3 63.08 5.60
植草沟 605m 6.96 0.62

DN500钢筋混凝土管 432m 21.65 1.92
B小区雨水管网 DN600钢筋混凝土管 216m 12.16 1.08

DN700钢筋混凝土管 20m 1.32 0.12

0.303

绿色屋顶 3894m2 77.88 6.91
下沉式绿地 14025m2 63.11 5.60

C小区海绵设施 蓄水池 806m3 80.60 7.16 68.62
透水铺装 7865m2 102.25 9.07
植草沟 922m 10.60 0.94

DN500钢筋混凝土管 546m 29.24 2.59
C小区雨水管网 DN700钢筋混凝土管 273m 18.05 1.60

DN800钢筋混凝土管 20m 1.45 0.13
DN700钢筋混凝土管 450m 57.80 5.13

市政雨水管渠 DN900钢筋混凝土管 530m 98.98 8.78
DN1000钢筋混凝土管 300m 63.41 5.62

总  计 1112.20 98.70 70.06

  由各小区用地规划方案(表1)及建筑小区海绵城

市优化前后设计方案(表2)计算结果可知,汇水面积越

大则蓄水池及雨水管渠规模越大,绿色屋顶、下沉式绿

地、透水铺装、植草沟规模分别与屋面面积、绿地面积、
人行道、广场及停车场面积、道路面积呈正相关。优化

前原设计方案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在0.4左右,且绿

地面积占小区用地面积越大则该小区外排径流系数越

小;单个建筑小区海绵措施优化后小区外排径流系数

明显减小,各小区外排径流系数在0.27左右;总体海绵

城市优化后市政管渠上游小区外排径流系数小于各小

区分别优化后所对应的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下游则相

反。优化前后管网以及海绵设施年费用见表3。由年

费用变化可知优化后小区雨水管网及市政雨水管渠规

模减小,海绵设施规模和径流污染削减率均增大。

表3 优化前后管网以及海绵设施年费用 104 元

设计方案  
A小区

管网年
费用

海绵设施
年费用

B小区

管网年
费用

海绵设施
年费用

C小区

管网年
费用

海绵设施
年费用

市政雨水管渠
年费用

原方案    3.03 16.5 3.32 19.06 5.6 29.58 26.74
单小区优化方案 2.61 18.34 3.15 20.38 4.30 32.2 20.52
总体优化方案 2.59 18.96 3.12 20.50 4.32 29.68 19.53

  总体海绵城市优化结果优于单个建筑小区海绵

措施优 化,且 与 原 设 计 方 案 相 比,经 济 效 益 提 高

5.10%,环境效益提高14.13%,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优化后市政雨水管渠与小区管网年费用减小,建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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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海绵措施年费用变大,由此导致环境效益变化较经

济效益变化更明显。总体海绵城市优化后,C小区雨

水管网与海绵设施规模最大,B小区次之,且表2中

建筑小区海绵设施规模、雨水管网及市政雨水管渠设

计管段管径、流速与坡度以及径流污染削减率等计算

结果均满足合肥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16]及室外排水

设计规范[17]等相关规划与规范要求,为该区域海绵

城市设计最优方案。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1)总体海绵城市优化后各小区海绵设施年费

用需6.91×105 元,但径流污染削减率达70%以上,
在水生态、水安全、水资源等方面也都具有可观的间

接价值,需加快将海绵城市建设落实到相关规划中,
全面推进区域海绵城市建设。

(2)基于海绵城市总体成本最小计算的市政雨

水管渠上游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小于市政雨水管

渠下游建筑小区外排径流系数,上游单位面积建筑小

区的海绵设施建设费用明显大于下游,这造成区域整

体的经济性与建筑小区间公平性之间矛盾,可考虑下

游小区对于上游小区适当经济补偿。
(3)海绵城市建设受多重控制目标影响,运用多

目标优化有利于获取最大综合效益。在《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4]中主要根据单项海绵设施规模进行打分,
建议增加优化海绵设施组合规模内容及多项复合打

分有关内容。
(4)限于文章篇幅及相关数据可获性,本文未充

分比较各城市降雨特性、土壤特性及控制目标不同所

造成的海绵化建设具体差异性及特色性。因此,之后

研究可充分讨论不同区域海绵城市建设差异性及特

色性,将城市区域位置纳入到模型分析中,对双层耦

合模型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进一步优化,增强模型

的实用性。

4.2 结 论

(1)与原设计方案及单个建筑小区小区海绵城

市优化方案相比,总体海绵城市优化能明显提高综合

效益。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应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及相

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结合城市雨水管渠布置,以海绵

城市总体优化为目标,进行各建筑小区海绵城市优化

设计。
(2)传统的建筑小区综合径流系数是根据地面

覆盖类型及其面积,通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未考虑

雨水调蓄池等海绵设施对小区综合径流系数的影响。
本文提出的外排径流系数全面考虑了地面覆盖类型

及其面积、海绵设施类型及其规模对径流系数的影

响,根据外排径流系数能准确计算小区进入市政雨水

管网设计流量。
(3)通常情况下,建筑小区的雨水设计重现期小

于市政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出现这种情况,在进行

市政雨水管渠设计时,可用压力系数法计算小区雨水

管网设计流量,以避免市政雨水管网设计规模偏小、
产生内涝。

(4)为便于比较分析不同海绵设施的总成本,本
文利用计算期最小公倍数法选取统一计算期,并将海

绵设施与管网计算期内维护费按相应设施建设投资

费用的一个固定比率进行计算,将其纳入到总成

本中。
(5)应根据当地降雨特性、水资源条件、水污染

状况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海绵城市建筑

小区建设。合肥市属于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城市,应
兼顾径流污染控制、雨水利用和内涝防治目标合理选

择海绵措施,进行海绵城市建筑小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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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喀斯特地区自然资源
空间精准分区与管制方法研究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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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以典型岩溶地貌及全国南部生态廊道相对发育与密度较高的柳州市为例,对自然空间进

行精准分区并提出管制办法,为其他喀斯特地区研究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空间叠置法、INVEST模

型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全域尺度生态廊道,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实现自然资源空间精准分区。
[结果]①生态源区以大型林地为主,面积达3531.24km2,总体呈中部向南北部递增的趋势;②生态廊道

呈以主要廊道为依托,次要廊道为承接的环状分布结构;③依据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结果及自然地理特征将

柳州市自然资源空间划分为禁止开发建设、限制开发建设、允许开发建设、优先开发建设4个管控区,并按

照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与空间主导功能提出差异化管制方法。[结论]以生态安全格局为依据划分自然资源

空间管制区,各管控区发展定位与目标差异较大,要实行差别化管制,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安全格局;自然资源空间精准分区;INVEST模型;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生态源区;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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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naturalresourcespaceofLiuzhouCity,whichislocatedinSouthernChinawith
typicalkarstlandformandrelativelyhighdevelopmentlevelanddensityofecologicalcorridorswasaccurately
dividedandacontrolmethodwaspropos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referenceforresearchinotherkarst
areas.[Methods]Basedonthespatialsuperpositionmethod,theINVESTmodel,andtheminimumcumula-
tiveresistancemodel,globalscaleecologicalcorridorswereextracted,theregional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
wasconstructed,andtheprecisespatialdivisionofnaturalresourceswasdetermined.[Results]①Theeco-
logicalsourceregionwasdominatedbylargewoodlandwithanareaof3531.24km2,andexhibitedanoverall
increasingtrendoffieldsfromthecentralareatothesouthandtothenorth;② Thestructureofecological



corridorswasdistributedinaringshapethatwassupportedbythemaincorridorsandconnectedbythemi-
norcorridors;③Accordingtothefinishedconstructionofthe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andthenaturalgeo-
graphicalcharacteristicsofLiuzhouCity,thenaturalresourcesofthiscityweredividedintofourcontrolling
areas:areaswheredevelopmentandconstructionareforbidden,areaswheredevelopmentandconstruction
arerestricted,areaswheredevelopmentandconstructionwerepermitted,andareaswheredevelopmentand
constructionwereapriority.Differentiatedcontrolmethodswereproposedinaccordancewithregionaleco-
logicalenvironmentproblemsandspatiallydominantfunctions.[Conclusion]Thenaturalresourcespacecon-
trolzonewasdividedonthebasisofthe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Thedevelopmentpositioningandgoalsof
eachcontrolzonewerequitedifferent.Differentiatedcontrolmustbeimplementedtopromotesustainablede-
velopmentoftheregion.
Keywords: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accuratespatialzoningofnaturalresources;INVESTmodel;minimum

cumulativeresistancemodel;ecologicalsourceregion;ecologicalcorridors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资源紧缺现象严重,人
地矛盾问题突出,加之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导致土

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严重影响了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

强调“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因此,以生态安全建设为目标

的区域格局优化成为生态安全领域的研究热点。生

态文明建设是以自然资源空间为载体,对自然资源空

间进行分区管制可以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互促

共进。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典型岩溶地貌区因其复

杂的地形地貌会更加凸显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

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更容易忽视其生态系统最基

本的功能。因此,典型岩溶地貌区自然资源空间分区

必须要以生态安全格局的底线思维[1-2]。在自然资源

空间格局划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生态环

境与粮食安全等问题,还要解决生态源区的连通性,
以期实现区域自然资源空间的完整性[3]。重建生态

系统结构完整的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新格局要以理清

“三生”空间关系与重塑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
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实现自然资源空间精准管控,
也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空间保障。

生态安全格局最早在欧美国家中被提出,是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与系统结构完整的关键性格局。人类

的某些活动直接或间接的造成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进

而破坏整体生态安全格局,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20世纪初,国外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在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为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缓解生态系统压力,国外学者通

过交互分析方法建立研究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方案,
并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管制提供相应措施[4-9]。与发达

国家相比,中国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起步较晚,1999年

中国学者俞孔坚将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引入国内,将全

国生态廊道划分为“三横两纵”的结构,极大丰富了生

态安全格局理论研究,为其他学者开展生态安全格局

研究工作,构建生态安全体系提供了借鉴[10-15]。随着

新一轮国空间规划工作的开展及“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的提出,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导

向的自然资源空间精准分区与管制成为实现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统筹治理的新举措。当前,基于生态安

全格局的自然资源精准分区研究较少,但对景观生态

安全 格 局、生 态 安 全 评 价 等 都 开 展 了 大 量 的 研

究[16-20],为自然资源的空间管控奠定研究基础。与其

他地区相比,喀斯特地区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独特,复
杂的地形地貌会影响物种的迁徙与物质能量的传递,
也会形成典型的生态环境结构,也兼备重要的生态服

务系统功能但其生态环境敏感,抗干扰能力低,自我

修复能力弱,是自然资源空间管制研究的典型区域,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最终实现自然资源空间管制对喀

斯特地区生态安全维护与“三生”空间的优化布局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柳州市处于全国南部生态廊道相对发育与密度

较高的区域,生态地位突出,也是西部地区典型喀斯

特山区城市。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的不合理利

用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导致水土流失、石漠化

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

双重压力下,土壤保持能力及水源涵养能力下降,地
表常见裸岩,土地瘠薄,土地生产能力逐步下降等一

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受岩溶地貌的限制,经济发

展与生态建设成为制约柳州市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的试点地

区之一,柳州市秉承着实现“保护优先、绿色经济”的
目标,是进行自然资源空间精准分区与管制研究的典

型案例,对实现区域“3类空间”的优化布局与资源的

合理配置具有实际意义,也可以为其他喀斯特地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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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然资源空间管控提供经验借鉴。本文应用数据

密集型知识挖掘[21],利用自然资源本底要素,在理清

“3类空间”的管控要求、分布格局及相互作用关系的

基础上,以100m×100m栅格数据为评价单元,开
展精准评价,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旨在实现空间精准

分区与管制,进一步丰富空间管制理论研究。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柳州 地 处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中 北 部,位 于

108°32'—110°28'E,23°54'—26°03'N。国 土 面 积

18596.64km2,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受季风环流

的影响,年平均降水量为1818.5mm,折合降水总量

为3.38×1010 m3,太阳辐射量年平均为397.66~
460.44J/cm2,日照时数平均1250~1570h。柳州

位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转变的过渡带且位于西南

喀斯特地区,主要地貌类型为岩溶地貌和河谷地貌。
但岩溶地貌相对发达,分布范围较广,其中市区岩溶

地貌面积为2305.27hm,占市区总面积的35%,是
典型的岩溶山区,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市区被众多山

头分割的城市之一。全市地势总体呈北高南低,两极

差异较为明显,海拔为25~2073m,北部地区以岩

溶山地和丘陵山地为主,地形坡度总体较大,地表常

见裸岩,土地瘠薄,垦殖率低,质量总体较差,属全市

地质灾害易发区,极易造成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柳州市水土流失面

积为3549.51km2(水土流失面积数据来源于广西自

治区水利厅公布的2018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流

失面积遥感调查成果),约占国土面积的19.03%;中
部和东南部地区属于低丘地带,柳江两岸台地为冲积

平原,地势总体较为平坦,土地质量较好。土地资源

利用条件南北差异较大以及城镇开发建设空间不断

往外扩张,导致生态空间不断减少,使柳州市面临较

大的生态保护压力。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主要涉及的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地形数据、
植被覆盖度、降水数据、蒸散发量及土壤数据等。土

地利用数据通过解译2018年Landsat8OLI遥感影

像获得,分辨率为30m×30m,经kappa系数检验精

度达87.5%;地形数据从地理空间数据云下载的

30m分辨率DEM数据进行栅格镶嵌获得,并用柳州

市行政界线裁剪出研究区范围;植被覆盖度从地理空

间数据云平台下载的2018年 MODISNDVI数据,
利用ENVI5.1通过归一化植被指数计算出植被覆

盖度;降水数据来自研究区15个气象观测站2008—

2018年观测数据和气象部门提供的近5a平均降雨

量数据;蒸散发量由气象部门提供的实测数据进行生

成;土壤数据在广西土壤类型分布图中提取;人口、

GDP等统计数据来自2020年《广西统计年鉴》。以

100m×100m分辨率栅格为评价单元,保证数据的

连续性与精准性。

2 研究方法

基于ArcGIS平台,运用多元化的方法对各类基

础数据进行精细空间化处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喀斯

特地区地形地貌特点,综合选择土壤侵蚀敏感性、石
漠化敏感性等综合分析生态环境敏感性,选取土壤保

持、生物多样性、生境质量等分析生态服务功能重要

性;根据生态要素综合评价结果以评价等级为极重

要、高度重要的斑块作为生态源区划定的基础,通过

加权叠加,选取生态重要性的高值区作为生态源区根

据研究区自然保护地分布情况对生态源区进行修正;
基于复合因子加权求和生成综合阻力面,并通过最小

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进而构建柳州市生态

安全格局,最后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进行空间精准分区

并提出管制规则。

2.1 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方法

柳州市南北地形差异较大,北部部分地区土壤贫

瘠,垦殖率低,境内又有许多河流流经,加上雨季集

中,流域范围内人为活动比较强烈极易造成水土流

失、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成

为该地区的主要生态问题,故从土壤侵蚀、石漠化敏

感性、水质污染敏感性3个方面评价研究区的生态环

境敏感性。
土壤侵蚀敏感性是指土壤侵蚀的可能性与难易

程度[22]。本研究选取植被覆盖度、地形起伏度、降雨

侵蚀力、土壤质地作为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因子[23]。
具体评价公式为:

SEj=
4
∏4i=1Ci (1)

式中:Ci为敏感性等级值;SEj为敏感性指数。
岩溶石漠化是指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

退化过程[24]。依据《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结合研

究区特点,判断该研究区是否为岩溶地貌,再利用坡

度、土壤侵蚀强度、植被覆盖度计算石漠化敏感性指

数来评价石漠化敏感性程度[25]。计算公式如下:

Mj=
3
∏3i=1Sij (2)

式中:Mj为空间单元j 的石漠化敏感性指数;Sij为

因子i在空间单元j的敏感性等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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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污染敏感性可以反映水域受到污染的难易

程度。水域两侧土地利用类型与水质污染有显著的

正相关效应。相关研究[26-27]表明,水域两侧建设用地

较多,当水域的缓冲区距离为100m时,水质污染程

度会随着缓冲区和绿化类型斑块的面积增加而降低

甚至消失。故以100m为划分距离,运用GIS工具,
对研究区域内的河流、湖泊、水库进行缓冲区分析。
其中河流、湖泊、水库本身划分为极敏感地区,100m
缓冲区为高度敏感地区,200m为中度敏感区,300m
为较敏感区,缓冲区以外划分为低敏感区。

上述评价结果均通过自然断点法划分为5个等

级,并按敏感性从高到低进行分别赋值,最后等权叠

加评价生态环境敏感性。

2.2 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方法

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是对区域环境的主要

生态服务功能重要进行评价。立足柳州市的本底资

源特征从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境

质量4个方面来评价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
土壤保持重要性是指进行土壤保持的必要性程

度,土壤侵蚀量化是研究土壤保持功能的方法。参照

相关学者研究[28],根据土壤保持的计算方法,结合

RUSLE模型,对研究区域的土壤保持情况进行评

价。评价公式如下:

  A=R×K×LS×(1-C×P) (3)
式中:A 为土壤保持量;R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K 为

土壤侵蚀因子;LS 为坡度坡长因子;C 为植被覆盖

和管理因子;P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可揭示区域生态系统对水

流、水循环的调控能力。以河流源区、降水量、蒸散发

量、地表覆盖等因子进行评价[29]。评价公式为:

  TQ=∑
j

i=1
(Pi-Ri-ETi)×Ai×103 (4)

式中:Pi为降雨量;Ri为地表径流量;ETi为蒸散发

量;Ai为i类生态系统面积;i为生态系统类型;j
为类型数。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近10a平均降雨量

数据,采用空间插值生成降雨量分布图;蒸散发量由

气象部门提供的实测数据进行生成;地表径流量为降

雨量乘以平均地表径流系数。

物种保护的热点区被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区域。生态系统类型和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与

土地利用类型对应关系较强。本研究从土地利用类

型的角度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因子和分级标准,
对各类矢量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对重要分级进行赋

值,对柳州市生物多样性进行表征,得出生态保护多

样性评价结果。
生境质量模块主要的原理是将生境与威胁源建

立联系,根据不同生境类型对威胁源的响应程度,计
算生境分布与退化情况,高质量的生境可以划定为生

态源区。选取交通运输用地,建筑用地,GDP,人口

等作为生境质量胁迫因子并转换为栅格数据,参考张

梦迪等[30],孙兴齐[31]的研究和InVEST模型使用手

册对威胁源设置有关参数等,通过InVEST模型的

生境质量模块测算出柳州市生境质量结果,以此表征

研究区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Qxj=Hj 1-(
Dz

xj

Dz
xj+k2

) (5)

式中:Qxj为生境质量;Hj为生境适宜性;Dxj为生境

胁迫水平,z 为模型参数(z=2.5),k 为半饱和常数

(取默认值,k=0.5)。

Dxj=∑
R

r=1
∑
Yx

r=1

wx

∑R
r=1wr

æ

è
ç

ö

ø
÷ryirxyβxSjx (6)

式中:r为栅格数;y 为胁迫因子;Yx表示胁迫因子

的栅格数;Wx为权重,值为[0,1];ry为胁迫因子值,
其值为0或1,irxy为ry胁迫水平;βx为栅格单元x 的

可达性;sjx为胁迫因子敏感性。
上述评价结果均利用自然断点法划分为5个

等级,并按各因子等权叠加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

要性。

2.3 阻力面构建方法

物种迁移和功能传递的受阻程度会受到土地覆

被状态、土地利用类型与高程等因素的影响。参考相

关学者的研究[32-33],鉴于柳州市南北地势差异较大,
单一地形因子无法较好地表征地形的空间分布特征,
选用复合地形因子,可充分反映区域地形复杂状况。
在此基础上,利用特尔非法确定生态阻力因子权重,
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柳州市综合阻力面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阻力因子
相对阻力值

1 2 3 4 5
权 重

土地利用类型 林地、水域 草地、园地 耕地 其他土地 建设用地 0.32
地形位指数 <0.2 0.2~1 1.0~1.8 1.8~3 >3 0.24
植被覆盖度/% >80 60~80 40~60 20~40 <20 0.26
土壤侵蚀敏感性 低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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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GIS平台,应用多因子加权叠加模型,将生

态阻力因子进行叠加,得到生态源区在向外扩张过程

中受到的阻力情况,公式为:

Z=∑
n

i=1
wi×Ai (7)

式中:Z 是综合阻力值;Wi 为权重;Ai 为相对阻力

值;n 是阻力因子个数。

2.4 生态廊道提取方法

目前,生态网络的构建方法有GIS空间叠置法,
最小成本路径与重力模型,图谱理论相结合的方法,

MSPA法,电路理论等[34]。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提取生态廊道,综合考虑各项影响因子,计算物种从

源运动到目标斑块所受的阻力值,并选取阻力值最低

的通道作为生态廊道[35],公式如下:

  MCR=fmin∑
i=m

j=n
Dij×Ri (8)

式中:MCR是最小累积阻力值;f 表示空间任一点

的最小累积阻力和到生态源区的正相关函数;Dij是

指源j到景观单元i的距离;Ri 是物种迁移的阻力

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要素单项评价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单项生态要素的评价(图1)可知,研究区土

壤侵蚀极敏感性总体较低,极敏感、高度敏感等级占全

市国土总面积的比例仅为0.76%,敏感区域零星分布

于南部;石漠化敏感性等级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北部,
主要因为地形坡度总体较大,地表常见裸岩,土地瘠

薄,垦殖率低,质量总体较差,南部地区石漠化敏感性

相对较低,且高敏感地区分布较为零星,主要是南部属

于低丘地带,柳江两岸台地为冲积平原,地势总体较为平

坦,土地质量较好。水质污染极敏感区域主要集中分布

在河流沿岸100m处,越靠近河流水质污染敏感性越强。
全市土壤保持重要性等级较低,土壤保持等级较

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和

南部,主要因为东部地区矿山开采,植被覆盖度较低,
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南部地区是农作物生

产区,受人类活动干扰强烈,目前存在水土流失、生境

斑块破碎等生态问题。水源涵养等级较高的区域主

要位于北部,中部和南部水源涵养等级较低,中部和

西南部主要地类为建设用地和耕地,植被覆盖率低,
水源涵养能力较差。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级较高的区

域主要分布在自然保护地,中心城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级较低,此处人为活动较为强烈,主要土地利用类

型为建设用地,对生物的栖息及迁徙的影响较大。

InVEST模型综合测定柳州市生境质量,柳州市生境

质量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柳州市北部,质量高与较高区

域主要位于自然保护地内,生境质量低值区主要集中

在城市建成区及城市郊区,该地区人类建设开发活动

较大,生态空间受到明显的胁迫,生物多样性维持能

力较低,总体来说柳州市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处于较

高的水平。

3.2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

环境敏感性划分为5个等级(图2a,2b)。生态环境敏

感性面积最大的为低敏感和轻度敏感区,总面积为

9842.63km2,占全市总面积的53.07%,其次为中度

敏感 区,面 积 为4110.11km2,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22.10%。由此可知,柳州市生态环境敏感性总体处

于低敏感和轻度敏感水平。根据生态环境敏感性分

布图,极敏感和高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柳州市北部,
该区域坡度和地形起伏度较大,自然灾害易发,同时

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的区域,是重要林地与

水域及水源涵养区。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自南向北

递增,北部的生态服务供给能力较强,生态服务功能

重要性等级较高,主要是因为北部生态价值主要由林

地提供,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大,而南部地区地势平

坦,土地质量良好,土地利用类型多以生态价值较低

的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为主,生物保育作用弱。将生态

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结果等权叠

加得到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其极重要和高度重

要区分布于东部、北部(图2c),全市生态保护重要性

评价结果为极重要的有8139.59km2,占全市国土总

面积的43.77%,其中面积较大的是融水苗族自治县、
融安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

3.3 生态源区识别

生态源区可为物种栖息提供高质量生态服务,依
据单项及综合评价结合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以
极重要、高度重要为生态源区的划定基地,并结合自

然保护地及山体脉络、河流等边界去除面积较小的细

碎斑块,提取生态源区(图3)。
根据柳州市自然生态本底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等

特点,同时为了避免破碎图斑的影响,选择面积较大

的极重要与高度重要集中连片生态区作为主要生态

源区,主要生态源区是全市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学价

值较高的区域,能为物种的栖息和繁衍提供重要保

障,其他生态源区也能为物种迁移过程中提供暂时的

栖息地,分布在主要生态源区的周边,最终划定柳州

市生态源区面积为3531.24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18%,其中面积较大的生态源区其主要分布在北部和

东南部,中部部分地区因土地质量优良也成为生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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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源区划定结果与柳州市典型岩溶地貌分布

大体相同,也与现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生态规划建

设要求基本保持一致。从生态源区构成来看,生态源

区以林地为主,70%的生态源区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较高的林地构成,其次是耕地和草地,占比分别为

10.6%和3.1%,其他用地和建设用地生态服务价值

低,大部分被划为非生态源区,但仍有少数建设用地

因在自然保护地内也被划为生态源区。

图1 柳州市单项生态要素评价结果

图2 柳州市生态要素综合评价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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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阻力面构建与廊道提取

根据生态阻力面构建方法,构建研究区综合阻力

面(图4)。其中阻力值最高为4.8,最低为1.2,阻力

值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较为剧烈的柳州市

市辖区,中等偏上区域广泛分布,但主要分布在柳州

市中部。生态阻力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地形位指数

等因素的影响。根据阻力面构建结果,选取各源区的

质心点作为生态源点(共29个),分别以每个节点为

源,以 剩 余28个 节 点 为 目 标,借 助 ArcGIS中 的

CostDistance模块,获得基于图层的最小耗费路径作

为主要生态廊道(图4)。选取的主要廊道受到土地

利用强度、建设用地等因素的阻碍,没有将全部生态

源区衔接,致使物种迁移阻力加大,为保证物种有利

的迁徙条件,有必要构建完整的生态网络。故以主要

廊道为基础,以综合阻力面为参照,基于 MCR模型,
提取次要生态廊道。柳州市的主要、次要生态廊道分

别为1184.12,516.89km。整体上看,柳州市生态网络

总体上呈环状分布,主要集中在北部、东南部地区,主
要是因为以自然保护地、大型林地为主的生态源区多

分布在北部的凤凰大山及九万大山,东南部的架桥岭

和大瑶山,且面积较大,生态源区多为林地,对于生物

迁移阻力较小,生物迁徙路径多;中南部城市建成区生

态源区较少,且中部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对物种的迁

徙起阻断作用,加之柳江河流宽度大,流经城区的河流

段亦对城区生态廊道进行切割,以致于南部生态廊道

相对较为稀疏且迁移阻力大,不利于物种迁徙。

   图3 柳州市生态源区分布特征           图4 柳州市综合阻力面与生态廊道分布特征

3.5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柳州市处于纵横两条全国生态廊道“大兴安岭—
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与“横断山脉—南陵—武

夷山”的交汇处,也是两广地区人字形生态廊道的交

汇处,生态地位突出,生态环境质量较好。但因属西

南喀斯特岩溶地区,岩溶地貌发育明显,北部部分地

区石漠化现象严重,区域内部土壤侵蚀严重及生态环

境退化形势严峻,威胁整体生态安全,根据生态要素

单项与综合评价结果,以生态源区和生态廊道为支撑

构建柳州市生态安全格局(图5)。
由28个生态源区,77条网状分布的生态廊道构

成了全域生态安全网络。柳州市生态安全格局主要

由生态源区、生态用地、非生态用地以及生态廊道构

成。生态用地和非生态用地主要根据生态综合评价

结果来划分,生态综合评价结果等级高的划分为生态

用地,等级较低的划分为非生态用地。生态用地主要

为耕地、林地,非生态用地以建设用地为主,其中主要

生态源地以自然保护地为主也是现行生态保护红线

重点保护的核心区域,是实现全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生态空间保障。柳州市位于全国南部生态廊道相对

发育与密度较高的区域,其生态源区和廊道主要分布

在生态环境好,生态弹性较大的区域,70%的生态廊

道和生态源区由林地构成,但仍有少数源区为建设用

地,对生物迁移具有较大的阻碍,为提升生态廊道的

稳定性,可以对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变更或优化,逐步

实现“退建还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为柳州市实现

自然资源空间分区管控奠定基础。

3.6 自然资源空间分区与管制策略

自然资源空间管制要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在扩大

生态空间范围的同时也要保证经济建设与农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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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以化解生态、农业、城镇在空间上的冲突。主

要生态用地和生态源区应该限制不正当人为活动的

干扰。以格网为单元,依据柳州市生态安全格局与自

然保护地划定分布情况,将生态源区与主要生态廊

道、主要生态用地与次要生态廊道、次要生态用地、非
生态用地分别划定为禁止开发建设区、限制开发建设

区、条件开发建设区与优先开发建设区区,结合遥感

影像扣除面积细碎斑块,便于自然资源空间的分级管

理(图6)。

图5 广西柳州市生态安全格局分布特征

图6 广西柳州市自然资源空间管制分区特征

禁止开发建设区主要是以生态源区为主的极重

要与极敏感区域,总面积为3768.95km2,主要为重

点生态公益林区、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水源保

护区等;北部禁止开发区由于坡度、地形起伏度较大,

地质灾害易发,该区域应严守生态底线,禁止任何形

式的开发建设,保护区域珍稀动植物,维护生态系统

稳定,保护水源,维护水资源安全,防止地质灾害发

生。此外,对于存在自然灾害隐患区域和生态系统不

稳定区域应及时采取工程或生态措施进行针对性修

复,可以通过实行退耕还林,增加植被覆盖率、水源涵

养工程、提高廊道连通性等措施实现该片区的功能提

升。禁止开发建设区南部的部分耕地是柳州市重要

的农林产品供给区,目前区域内存在水土流失、生境

斑块破碎、人为活动干扰等问题,南部禁止开发建设

区的耕地区域应该限制化肥的使用、加强水质污染监

测,保障土壤安全。限制开发建设区面积最大,主要

分布在柳州市北部,为8459.66km2,占全市总面积

的45.49%,限制开发建设区紧邻着禁止开发区,对禁

止开发区起缓冲的作用,该区域可以适当拓展建设,
可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适度开发、低密度低强度开

发,但部分区域应以禁止建设为主,例如生物保护重

要性较为重要的区域。条件开发建设区面积主要分

布于南部和东部地区,面积为4629.42km2,南部和

东部地区以平原、丘陵地形为主,土地质量较好,也是

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区,应坚持利用性保护,兼顾生态

保护与开发建设,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优先开发建设区

主要为建设用地,面积为1738.61km2,可作为城市

近期拓展用地区,可进行较高强度与密度的开发,发
展高质量城镇建设,但要注重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开
发低效用地与城区土地的内涵挖潜。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以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 GIS空间叠置方

法,以生态安全格局的整体性、连通性为底线,通过对

土地资源、生态条件、环境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优化

自然资源空间布局,并针对各自然资源分区提出精准

管控方法。
(1)通过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和生态环境敏感性

评价,识别出生态源区并通过构建综合阻力面提取

生态廊道。总体而言,柳州市生态环境敏感区主要分

布在柳州市北部,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自南向北递

增。依据生态综合评价结果,划定生态源区面积为

3531.24km2,占全市总面积的18%,其中70%的生

态源区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的林地构成。应用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柳州市的主要、次要生态廊

道,其中主要生态廊道为1184.12km,次要生态廊道

为516.89km。此外,柳州市北部、东南部山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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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较多,生态源区以林地为主,物种迁徙受

建设用地影响较小,生物迁移可选择路径多,而南部

生态廊道邻近城市建成区,且廊道密度相对稀疏,物
种迁移阻力大,不利于物种迁徙。

(2)综合全市生态源区、廊道及生态规划建设,
将柳州市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归结为“28源87
廊”,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为整合市内各类景观生态

资源,完善、优化全市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柳

州市实现自然资源空间分区管控奠定基础。
(3)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评价结果,按照生态保护

重要性等级将研究区域划分为禁止开发建设区、限制

开发建设区、允许开发建设区、优先开发建设区,其中

限制开发建设区面积最大,占全市国土总面的45.49%,
禁止开发建设区面积最小。

(4)以生态安全空间分布格局为支撑,依据不同

管制区生态环境特点,在充分确保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生态功能不下降的前提下提出相应的管制规则,
实现自然资源空间精准管控,为实现柳州市可持续发

展提供重要空间保障。

4.2 讨 论

以100m×100m为评价单元,对各项资源要素

进行空间化与栅格化,保证资源空间边境完整性与空

间划分的精准性。喀斯特地区地形地貌条件较为复

杂,生态空间的连通性、物种迁移及生态系统中物质

功能传输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因此选用复合因素

构建生态阻力面可明显反映无序的人为活动干扰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复合因素的选取针对性的考虑了

区域资源本底特征,相较于用单一因子构建阻力面,
更可表征生物迁移阻力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整体山

水格局掌握研究区自然资源分布情况和现状景观格

局构成的基础上,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用以指导柳州市

自然资源空间管制,对于有效和适宜的配置资源管制

分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实现自然资源精准管制、促
进协调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选取柳州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分区后提

出有针对性的自然资源空间管制办法仅进行了初步

的研究与探讨,评价本底要素的选取以及分级赋值的

设定、自然资源分区与生态安全格局之间的关系、管
制分区后的调节手段以及管理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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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CR模型的昆明市中心城区地表径流
网络构建与分布特征研究

白 天,张敬丽,易 娇,吴雅文
(云南农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 昆明650201)

摘 要:[目的]探索城市雨洪空间格局的新思路,分析地表径流网络结构与时空分布特征,为海绵城市建

设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规划依据。[方法]建立GIS数据库,将最小累积阻力(MCR)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

结合,定量分析云南省昆明市中心城区地表径流网络结构与空间格局。[结果]①研究区域潜在地表径流

受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影响呈网状分布,共计1274条,成本率为0.83,网络结构复杂,汇流过程具有显著

方向性;②子汇水区径流连通阈值为19.16,重力大于阈值时汇水区间出现断流;③径流路径单元密度随子

汇水区间重力增加而降低,6个不同重力条件下区域径流分布都呈显著聚集性,但随重力增加而递减,即汇

水区之间重力越大越易产生汇流。[结论]MCR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相结合能直观地反映不同降雨阶

段地表径流汇流网络与分布特征。
关键词:地表径流;MCR模型;空间自相关;分布特征;昆明市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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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patternsofurbanrainwaterwereexplored,andthenetworkstructureand
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surfacerunoffofKunmingCitywereanalyzedinorderto
provideatargetedplanningbasisforspongecityconstruction.[Methods]Thestructureandspatialpatternof
asurfacerunoffnetworkinthecentralurbanareaofKunmingCitywerequantitativelyanalyzedbyusingan
establishedGISdatabasecombinedwiththe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 (MCR)modelandspatial
autocorrelationanalysis.[Results]①Potentialsurfacerunoffinthestudyareawasaffectedbytheinfluence
ofthelateralresistanceandlocalresistance,withatotalof1274andacostratiowas0.83.Networkstructures
werecomplex,andtheconfluenceprocesshadsignificantdirectionality.② Runoffconnectivitythresholdof
thesub-catchmentswas19.16,andwhengravityexceededathresholdvalue,runoffamongsub-catchments
wasinterrupted.③ Unitdensityoftherunoffpathdecreasedwithincreasinggravityamongsub-catchments.
Potentialrunoffdistributionundersixdifferentgravityconditionsallshowedsignificantaggregation,but
decreasinggraduallywithincreasinggravity.Thegreaterthegravitybetweensub-catchmentareas,themore
likelyitisthatconfluencewasproduced.[Conclusion]ThecombinationoftheMCR modelandspatial
autocorrelationanalysiscanintuitivelyreflecttheconfluencenetworkand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surface
runoffindifferentrainfall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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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改变了城市下垫面地表景观特征,地表景

观类型、格局、分布等改变,显著降低了城市下垫面雨

水截留和入渗能力。城市地表景观改造彻底改变了原

有自然水文过程,加速了城市地表径流局部汇集,使城

市区域易受到历时短、强降雨的侵袭而引起城市内涝,
给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城市地形改造和用地类型

是引起城市局部及周围环境雨洪灾害发生的重要因

素。随着系统计算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基于淹没的理

论 模 型,包 括 SWMM,MIKE URBAN,HSPF,

SWAT,InfoWorksCS等模型广泛运用于中国城市

的淹没分析与内涝管理,在城市排水、防洪、环境治理

方面取得一定成果[1-2]。但是城市雨洪格局的分析方

法仍然有很大研究潜力,以满足城市地表景观、城市

地形和土地利用等规划、设计与管理的需求。因此,
针对中国城市发展需求的城市地表径流空间分布研

究成为了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汤鹏等[3]对扬州江

都区进行产流研究以分析地表径流的分布的特征;姚
磊等[4]通过分析北京市产流,得到了地表径流的空间

分布规律 ;李孝永等[5]评估了北京市土地利用景观

对地表产流与雨洪调节服务的影响。云南省昆明市

自2016年已经开始海绵城市建设,但城区夏季雨洪

灾害仍然显著。目前关于昆明市地表径流网络与空

间分析研究尚未见报道。地表径流网络特征研究目

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次研究将 MCR模型与空间自

相关结合,构建地表径流网络进行空间分析,以期为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海绵城市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滇池流域坝区,102°10'—

103°40'E,24°23'—26°22'N,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

影响雨水充沛,全年降水区间377.1~1455.6mm,
主要集中在夏秋季5—10月,据1951至2020年统

计,5—10月平均降雨量876mm,约占全年88%。
结合2000—2016年昆明国家气候基准站的气象资

料,仅2016年昆明市发生城市内涝44例[6-7]。虽然

城市积水中心由2016年的40个下降至2020年31
个,但夏季暴雨条件下,既使城市37.92%的绿地率与

41.62%绿化覆盖率渗透环境,仍未能有效改善城市

地表积水的现状。2020年雨季昆明城市暴雨造成大

量积水,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居民正常活动,地表径

流涌入地下车库导致大量车辆受损,漂浮污染物扩

散,引起地表水资源的再次污染。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采用ArcGIS10.5将Spot-5高清卫星影像(2020
年2月13日,云量0%),进行融合拼接、地理配准、几
何纠正处理,从而获得分辨率为0.5m的昆明市中心

城区54.88km2 正射影像,影像清晰无植被遮挡,可有

效分辨城市各类用地边界;将 WorldView2高程精度

为1m数字表面模型 (DSM)转换为城市竖向二维数

据,构建GIS数据库[8-9]。

2.2 研究方法

2.2.1 目视解译与汇水区划分 采用目视解译将研

究区土地覆盖/利用 (LUCC)类型划分为2大类、7
小类(#P1—I3),即透水地表P:城市绿地P1(市政

绿化用地,公园绿地),水体P2(城市水系,湿地,洼
地,开沟),草地P3(公园草坪、运动场草坪),闲置用

地P4(裸露土地,城市施工场地);不透水地表I:道
路I1(城市交通车型行道路、人行道路),建筑I2(居
住、工业、商业区建筑屋顶),综合用地I3(铺装广场、
停车场)(图1a)。

采用ArcGIS10.5将 WorldView2高程精度为

1m数字表面模型 (DSM)转换为城市竖向二维数据

(图1b)。子汇水区以城市地表径流单元的地形、河
道、街道、市政管网、建筑位置等物理参数为基础进行

划分。基于DSM 地形构建泰森多边形,根据节点划

分汇水区,再根据实际道路、市政网络、建筑位置等信

息进行局部细化,明确子汇水区域 ,共划分为51个

子汇水区(图1c)[10-11]。

2.2.2 AHP指标与评价 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利用AHPKhaskia软件,对各景观影响因素进行权

重分析,分为3层[12-13],即目标层 (地表景观类型),
标准层(地形因素与景观因素),因子层 (LUCC、坡
度、坡向、起伏度、粗糙度等11项 因 子)。Towsif
等[9],Silva等[14]和Chigbu等[15]学者的研究为子汇

水区间阻力影响要素强度的确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对各层指标两两比较,得到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

检验 (CR<0.1)。

2.2.3 最小阻力累计耗费距离模型 (MCR) 潜在

径流从“源”到“汇”的运动过程中存在景观阻力差异,
采用最小阻力累计耗费距离模型 (minimumcumula-
tiveresistance,MCR)计算空间内流体质点塑性流动方

向与路径,并获得从源头到末端最小成本路径[16]。此

方法广泛运用于地表径流特征,流域水土资源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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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网保 护 等 流 动 扩 散 研 究[17-22]。首 先,通 过 以 上

AHP法进行权重分析,得到景观阻力消费面 (cost
surface);其次,统计各子汇水区景观阻力面的最低值

点作为潜在径流的“源”,而从一个子汇水区通过阻力

影响汇入下一个子汇水区的过程为潜在径流的“汇”
过程,最后,统计潜在径流的流动路径,该路径符合液

体流动规律是径流扩散的最易路径[23-24]。公式为:

MCR=fmin∑
i=m

j=n
(Dij×Ri) (1)

式中:Dij为源单元i到汇单元j 的空间距离;Ri 为

源单元i到汇单元j 过渡过程中存在的阻力系数;

Ri 由i的值决定,从i到j单元的路径产生不同的电

阻值,当i确定后,计算 MCR需要选择空间距离中

电阻值最小的路径。

注:P1 城市绿地;P2 水体;P3 草地;P4 闲置用地;I1 道路;I2 建筑;I3 公共用地。

图1 昆明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覆盖分类、竖向二维数字地图及子汇水区划分

2.2.4 潜在径流空间分布的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是

用途广泛的假设检验方法,用于统计观测样本与模拟

值之间的拟合程度[25]。在潜在径流分布图中随机选

取36个汇流点,统计流经汇流点潜在径流数量(N),
与降雨1h对应汇流点的径流深度(D)进行卡方检

验,试验分别于2020年7月1日,7月23日和8月

17日进行3次重复测量,验证模拟值与测量值之间

的拟合程度,并计算其显著性(p)。公式为:

x2=∑
k

i=1

(N-D)2

D
(2)

2.2.5 重力模型 (gravitymodel) 建立各子汇水区

间作用力矩阵,计算子汇水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强

度[26]。根据矩阵结果,筛选不同强度下的径流路径

单元密度,从而得到研究区地表径流分布路径、网络

结构、时间顺序[27]。公式为:

 
Gab=

NaNb

D2
ab
=

1
pa
×ln(sa)

1
pb
×ln(sb)

Lab

Lmax

æ

è
ç

ö

ø
÷

2

=
L2
maxln(sa)ln(sb)

L2
abpapb

(3)

式中:Gab是子汇水区间雨水径流路径汇水区a 和汇

水区b之间的相互作用;Na和Nb分别是a,b 汇水

区之间的权重值;Dab是a,b子汇水区间潜在径流路

径阻力的标准化值;Pa,Pb分别是子汇水区a,b 的

阻力值;Sa,Sb分别是子汇水区a,b的面积;Lab是

子汇水区a 到b雨水径流路径累计阻力值;Lmax是研

究区潜在雨水径流路径最大阻力值[28]。

2.2.6 地表径流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

是对地理空间变量分布中相邻位置间的相关性检验的

统计方法,以揭示区域化变量取值的空间分布特征,

Moran’sI为相关系数,取值范围 [-1,1],显著性水

平下,Moran’sI为正时,表示观测值之间存在显著正

相关,具有聚集性,当 Moran’sI为负时,表示观测值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具有离散性[29-30],公式为:

I=
n
S0
×
∑
n

i
∑
n

j
wij xi-x( ) xj-x( )

∑
n

i
xi-x( )2

(4)

矩阵形式为:I=
n
S0
×
X'WX
X'X

(5)

式中:xi 为第i个观测值;x=
1
n∑

n

i=1
xi;X 是xi 与其

均值x 的离差向量(n×1);W 是n×n 空间矩阵;矩
阵元素wij为空间拓扑关系;S0 是空间权重矩阵W
要素之和。

3 结果与分析

3.1 潜在地表径流景观阻力消费面

地表径流形成的网络化路径是由“源”和“目标”
的质量、阻力值和距离共同决定,城市下垫面地形因

素和城市景观对于雨水径流的流动过程起着重要作

用。试验对不同下垫面产生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的

因子进行赋值 (表1),通过 AHP法进行权重分析

(表2),得到景观阻力消费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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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昆明中心城区地表径流汇流过程景观阻力赋值

项 目 因 素   
阻力赋值

120 150  180  300  500  800  1000 
高程阻力/m 0~30 30~50 50~80 80~100 100~150 >150

地形影响
坡度阻力/(°) 0~5 5~10 10~15 15~25 >25
起伏度阻力 0~15 15~30 30~60 >60
粗糙度阻力 0~12 12~24 24~36 36~48 >48

土地类型 土地覆盖/利用(LUCC)水体P2 道路用地I1 综合用地I2 城市绿地P1 草地P3 闲置用地P4 建筑用地I3
  注:高程由DSM获得的绝对高程;地形起伏度R:R=Hmax-Hmin(Hmax代表单位面积内最大高程值;Hmin代表单位面积内最小高程值);地

面粗糙度Z=1/Cos(slope×π/180)。

图2 昆明市中心城区单因素和综合因素景观阻力消费面特征

表2 AHP昆明市中心城区阻力因子权重分析

目标层A 标准层B 权重t 因子层C 权重

地
表
景
观
要
素
A

地形因素B1 0.75

高程C1 0.14
坡度C2 0.35
起伏度C3 0.19
粗糙度C4 0.07

景观因素B2 0.25

绿地C5 0.04
水体C6 0.07
草地C7 0.03
闲置用地C8 0.01
道路C9 0.06
建筑C10 0.02
综合用地C11 0.02

  注:一致性指数CI=0.000,通过一致性检验。

3.2 潜在地表径流路径与空间网络结构

在ArcGIS中grid模块下,MCR模型能够确定

“源”和“目标”之间的最小消耗路径,符合地表径流

的流动规律,即地表径流在城市中扩散的最易路径,
构建出地表径流路径与网络结构。

由图3a可知,潜在径流数一共有1274条,呈网

络状分布,连通子汇水区上游—下游且具有明确方

向。51个子汇水区中潜在地表径流数量n(条)和长

度L(km)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潜在径流数

量与长度呈显著正相关(r=0.911**,p=0.00<
0.01,N=51),其回归方程为:y=1.657+0.004x,
(R2=0.84)〔y 为潜在径流长(km);x 为潜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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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条)〕,回归直线对观测值拟合程度较好。核密

度分析可直观展示潜在径流空间分布的特征,结果表

明潜在径流核心位于研究区域中心位置,主要沿道路

成带状分布 (图3b)。

图3 昆明中心城区潜在地表径流网络分布特征

3.3 潜在径流的卡方检验

研究发现流经汇流点的潜在径流数量(N)与实

际测量值径流深度(p)的Pearson卡方值和对应显著

性值(p)分别为:①119.883,0.205,>0.05;②86.779,

0.063,>0.05;③86.779,0.113,>0.05(表3),即接

受原假设,说明原假设模拟值与测量值的总体有效率

相等,即两者之间的有效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模拟值与观测值之间并无明显差异,存在相关性的假

设成立[31]。

3.4 子汇水区作用力与潜在径流空间格局

模拟条件下潜在径流在相邻和不相邻子汇水区

域构成网络。通过重力模型 (gravitymodel)计算子

汇水区间作用力矩阵 (表4)。

表3 潜在径流空间分布卡方检验

序号
样本量
(N)

卡方值
(x2)

显著性水平
(p)(双侧) 似然比

1组 36 119.883 0.205 0.965
2组 36 86.779 0.063 0.505
3组 36 86.779 0.113 0.371

表4 基于重力模型的子汇水区域间相互作用矩阵

重力编号 L0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50

L0 0.0000
L1 10.3837 0.0000
L2 0.5617 0.5722 0.0000
L3 0.3561 0.3716 3.2419 0.0000
L4 0.3344 0.3485 2.0006 18.3105 0.0000
L5 0.8250 1.3495 0.3508 0.3280 0.3556 0.0000
L6 0.1402 0.1683 0.1587 0.1789 0.1950 0.3740 0.0000
L7 0.1466 0.1757 0.1639 0.1731 0.1882 0.4642 8.0806 0.0000
L8 0.3261 0.4506 0.1836 0.1834 0.1962 2.1119 0.4669 0.7912 0.0000
L9 5.4203 21.1462 0.7509 0.4708 0.4396 2.1306 0.2186 0.2281 0.5929 0.0000
L10 0.0951 0.1095 0.1640 0.2420 0.3066 0.1835 0.8146 0.5101 0.1821 0.1377
L11 0.0933 0.1075 0.1122 0.1568 0.1859 0.1962 1.6651 0.8568 0.2235 0.1353
︙ — — — — — — — — — —

L50 2.2197 6.2027 0.3672 0.2670 0.2542 2.6468 0.1893 0.2253 0.8108 4.9466 0

  注:Li 为汇水区中径流的重力编号,i=0,1,2,…,49,50。

  结果显示,子汇水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存在差

异,成本比指数反映网络的复杂程度,成本比指数越

接近1网络结构越复杂,其公式为:Costratio=1-

L/d(L为径流数量;d为径流长度),研究区域成本比

指数0.83成本较高、结构复杂。51个子汇水区域中

的潜在径流数量随着子汇水区间重力强度的增加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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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少,但趋势逐渐下降。当重力系数大于19.16
时,子汇水区间潜在径流出现断裂,因此,重力系数为

19.16是子汇水区潜在径流连通的最大阈值。试验分

别选取强度为0,19.16,30,50,100,500这6个重力系

数,计算满足该重力条件的子汇水区特征,即重力系

数越大,子汇水区间连接越强,越易发生汇流。结果

表明,研究区域径流路径单元密度随重力系数的增加

而逐渐降低,不同子汇水区径流形成存在显著差异,子
汇水区之间相互作用越强、距离越近,越容易为潜在径

流的产生和联通提供可能,因此可以直观反映实际不

同降雨条件下子汇水区地表径流汇流的先后顺序。
空间自相关分析的6个场景中,Moran’sI 都大

于0,且Z>2.58,p<0.01,说明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

度分布与汇水区地理分布显著正相关呈聚集性,并由

中心区域向边缘呈从高到低递减趋势;随着重力系数

增加,不满足重力条件的子汇水区间的潜在径流消

失,子汇水区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 Moran’sI 系数

呈现下降趋势 (表5)。
重力系数增加会影响径流地理空间分布,潜在径

流逐渐密度减少 (表5):①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的

分布呈显著多核心分布、多级序列级分布规律,并随

着子汇水区间的重力增加,呈现出由多核心向单一核

心变化趋势;②潜在径流随着子汇水区域之间关系减

弱,呈现出由外向内收缩趋势,即在径流形成初期,首
先满足重力系数较高的区域,同时低密度径流区域聚

集也呈下降趋势(图4)。

表5 潜在径流分布特征分析

项 目
重力系数

0 19.16 30 50 100 500
Moran’sI 0.78 0.58 0.52 0.39 0.28 0.22

Z 18.25 17.92 17.49 15.66 14.28 12.40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a为全部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分布;b为重力系数为19.16时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分布;c为重力系数为30时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

分布;d为重力系数为50时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分布;e为重力系数为100时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分布;f为重力系数为500时潜在径流路

径单元密度分布。

图4 昆明市中心城区不同重力系数条件下潜在径流路径单元密度分布特征

4 讨论与结论

4.1 研究区空间分布对地表径流的影响

昆明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呈现层次性递变特征,

城市不透水表面比例由城市中心向外逐步递减,呈同

心圆式发展趋势,道路为地表径流提供了扩散通道,
试验结果表明昆明中心城区是道路汇流型区域。其

中,昆明中心城区地形与城市景观不同程度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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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地表径流的汇—散关系,昆明中心城区的地形差

异较大,五华山、圆通山、虹山等分布,导致局部山地

区域汇流减少,而低洼区域汇流增加,引起潜在地表

径流的分配不均;而昆明中心城区的城市公园,翠湖

公园、圆通山公园等公共绿地空间,以及城市河网水

系,盘龙江、大观河等为城市区域提供了地表阻力以

减少地表径流的汇流,有效地减缓了局部汇流的

现象。

4.2 昆明中心城区潜在径流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高清遥感影像通过地形要素、高程要素、景
观要素等多因素分析,并采取AHP法划分阻力值等

级,构建景观阻力消费面,形成中心城区二维阻力空

间,为模拟试验提供了径流空间分布模拟的基础条

件。通过卡方检验发现,潜在径流与实际观测径流深

度无明显差异,存在相关性。潜在径流在阻力空间中

呈线状分布,连通上游—下游子汇水区且具有明确方

向。研究区内域潜在径流呈显著聚集性,主要扩散路

径为道路,表现为高密度到低密度由中心向四周逐渐

递减的趋势,伴随子汇水区间的重力逐渐降低,能够

满足汇流条件的径流逐渐减少,径流路径单元密度由

外向内收缩,由多核心分布向单一核心变化。其特征

表现为3方面:①潜在径流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化发展

趋势一致,由城市中心向四周逐渐降低,其中径流分

布与道路、建筑等不透水景观密度变化趋势一致,而
与公园绿地、草地、水体则相反;②子汇水区之间的重

力强度决定了潜在径流汇流程度,可推测现实过程

中,城市暴雨不同阶段,随着径流量的增加,径流克服

子汇水区之前重力的能力增强,反映出地表径流形成

过程的先后顺序、聚集程度、有效路径和分布规律;

③通过潜在径流的线性结构与方向性能有效的捕捉

出研究区域潜在径流的入水口、出水口,明确区域内

不同城市用地的进水口、排水口的确切位置,能够较

直观反映出径流形成与城市综合环境的相互关系和

交流通道,为有效城市引流提供相对科学的依据。

4.3 问题与展望

高清遥感技术的发展在大比例尺(10~100km2)
测量任务中表现快速高效、精细准确、成本低等优势,
并在地图测绘、应急救灾、国土监测等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本次研究选用Spot-5高清卫星正射影像和

WorldView2DSM二维栅格影像为参考依据得到可

靠的数据基础;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结构有严格的建

设标准,较自然地貌相对单一,结合 MCR模型与空

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有利于分析城市潜在径流的地理

空间分布特征和趋势,能够较全面、直观地展示昆明

中心城区地表径流分布特征,并直观、迅速、准确地确

定潜在灾害发生的区域与汇流入口节点与出口节点

的位置,为有效城市导流、疏浚、提供科学参考,从而

有的放矢的进行“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和雨洪资源的

循环利用,减少城市防涝的成本。
本研究还处于城市地表景观与城市径流时空分

配的持续探究阶段,对系统模型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

深入探索。研究团队将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构建系统

化耦合模型和应用系统并不断提高计算精确度,将研

究成果运用到城市雨水资源实际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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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rkov-DLS模型的江西省多情景下
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分析

田益多,梅 昀,陈银蓉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情景下未来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和空间格局变化特征,为实现区域国土空间格局

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 Markov-DLS模型,在土地利用转移参数设置过程引入

土地利用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评价结果,分析江西省2030年均衡发展情景、粮食安全情景和生态优先情

景下国土空间结构和格局变化特征。[结果]① 利用 Markov-DLS模型模拟预测的2015年土地利用结构

精度在90%以上,空间布局模拟精度达到了96%,kappa系数高达92%以上;②耕地仅在粮食安全情景下

有所增长,增幅为0.48%。建设用地在3类情景下均处于增长态势,均衡发展情景下增长最快,增速为

1.15%。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等生态用地在3类情景中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生态优先情景下降速

最慢,仅为-0.36%;③东、南、西部山区林地、草地空间格局相对稳定,而建设用地均呈现出沿江岸线,沿湖

岸线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赣江沿岸和鄱阳湖北岸以及长江沿岸区域最为显著;④整体而言,生态优先情景

下以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为核心的生态空间用地面积占比最大,相对下降速度最小。[结论]

①Markov-DLS模型对省级尺度未来土地利用变化预测模拟方面具有较好的适用性。②江西省2030年国

土空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在均衡发展情景,粮食安全情景和生态优先情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③江

西省2030年3类发展情景下国土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整体一致性和局部差异性特征。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情景;Markov-DLS模型;“三生”空间;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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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Spatio-temporalEvolutionofLandUseinMultipleScenarios
BasedonMarkov-DLSModelinJiangxiProvince

TianYiduo,MeiYun,ChenYinrong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futurelandusestructureandspatialpatternsunderdifferent
scenarios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decision-makingreferencefortherealizationofoptimalutilization
ofregionallandspatialpatternandprotectionofecologyandenvironment.[Methods]BasedontheMarkov-
DLSmodelandreferringtotheevaluationresults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ofdifferentland
use,thecharacteristicsoflandusestructureandspatialpatternsunderabalanceddevelopmentscenario,a
foodsecurityscenario,andanecologicalpriorityscenarioinJiangxiProvincein2030 wereanalyzed.
[Results]① TheaccuracyoflandusestructurepredictedbytheMarkov-DLSmodelin2015wasmorethan
90%,andtheaccuracyofthespatiallayoutsimulationwas96%.Inaddition,thekappacoefficientwasmore
than92%.② Cultivatedlandincreasedonlyunderthefoodsecurityscenario,withanincreaseof0.48%.



Constructionlandshowedagrowthtrendunderthethreescenarios,andthegrowthratewasthefastestin
thebalanceddevelopmentscenario,reaching1.15%.Ecologicalland(suchasforestland,grassland,water
area,andunusedland)showedanoveralldownwardtrendinallthreescenarios,butthedeclinewasthe
smallestintheecologicalpriorityscenario(only -0.36%).③ Thespatialpatternsofforestlandand
grasslandintheeastern,southern,andwesternmountainousareasofJiangxiProvincewererelativelystable,

whileconstructionlandshowedatrendofdevelopmentalongshorelinesofriversandlakes,especiallyalong
theGanjiangRiver,theYangtzeRiver,andthenorthbankofPoyangLake.④ Onthewhole,underthe
ecologicalpriorityscenario,theecologicalspaceland(forestland,grassland,waterarea,andunusedland)

wereprotected,theareaproportionwasthelargestofallthescenarios,andtherelativedeclineratewasthe
smallest.[Conclusion]① TheMarkov-DLSmodelhasgoodapplicabilityforpredictingandsimulatingfuture
landusechangesattheprovincialscale.② ChangesinlandusestructureinJiangxiProvincein2030under
thebalanceddevelopmentscenario,thefoodsecurityscenario,andtheecologicalpriorityscenarioshow
obviousdifferences.③ ThespatialpatternofthelandunderthethreedevelopmentscenariosforJiangxi
Provincein2030showsobviouscharacteristicsofoverallconsistencyandlocaldifferences.
Keywords:landusechange;scenario;Markov-DLS model;“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spaces;Jiangxi

Province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长

期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快速的经济发展伴随严重的

环境问题[1-2]。为了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确保在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维持生态空间安全,科
学、合理优化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以减小土地利用的剧

烈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政府的十八大、十九大将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提出了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对待生态环境”。可

见,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及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背景下,如何科学合理地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维护生态空间的稳定性,实现经济与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维护生态空间的稳定性

首先要在以城镇扩张为主导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

减少林地、草地和水域等主要生态用地的占用,从根

本上维护生态空间的稳定性[3-4]。中国许多城市在城

镇化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建设用地侵占耕地和林地

等其他土地类型的现象。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的

耕地保护政策措施也越来越严格,被建设用地侵占的

耕地数量通常会得到对应的补偿[5]。在这样的背景

下,生态用地成为了城镇扩张过程中最大损失者。合

理调控城镇空间扩张,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维护生态空间安全一直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热

点问题。而如何在用地需求基础上结合区域自然地

理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各项政策要求,合理安排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配置,从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

用格局则是研究的重点。

数量结构预测和空间布局分析一直是土地利用

变化研究的两大主题。在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
主要聚焦于在预期社会经济效益驱动下,对传统土地

利用数量结构的再分配和空间格局的重塑。包括不

同时空尺度下的动态模拟和预测[6-9],以及基于社会、
经济、环境和制度等角度的研究。同时研究模型方法

丰富,常用的土地利用需求预测模型有马尔科夫

(Markov)[10-12]、系 统 动 力 学 (system dynamics,

SD)[13-15]、灰色预测模型(greymodel,GM)[16]、可计

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of
landusechange,CGELUC)等[17-18]。常用的土地空

间布局模拟模型有元胞自动机(cellularautomata,

CA)[10,12,19]、多 智 能 体 模 型 (agentbased model,

ABM)[20-21]、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空间效应模型

(conversionoflanduseanditseffectsatsmallregion
extent,CLUE-S)[22-24]和 土 地 系 统 动 态 模 拟 模 型

(dynamicsoflandsystem,DLS)等[17-18,25]。不同的

模型方法通常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和特点,土地利用结

构预测方面,Markov方法对无后效性地理事件模拟

较好,且擅长预测短期土地利用数量变化[26-27]。元胞

自动机马尔可夫模型[28]结合了元胞自动机(CA)模型

模拟复杂系统空间变化的能力和马尔可夫模型的长期

预测;在空间布局模拟方面,DLS模型与CLUE-S方法

类似,分析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的综合影

响,并充分考虑政策因素对空间布局的作用,具有全

面性和合理性等优点,而DLS模型相对CLUE-S模

型更简洁,操作方便[29]。此外,二者对土地利用进行

空间配置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土地利用转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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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小通常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内容和一般经验进

行调试设置[25,30]。
在全球范围内,社会经济和政治成分被认为是影

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31]。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基于不同目标下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政策对具有不

同功能的土地利用需求是有差异的。土地利用按照

功能可划分为生产用地、生活用地和生态用地三大

类,即“三生用地”。生产用地是指进行农业、工业和

商业活动获取产品和供给功能的用地[32],即作为直

接获取的劳作对象或载体的土地,具有原材料生产功

能、能源矿产生产功能、生存与健康物质供给功能及

间接生产功能。生活用地是提供承载和物质、精神保

障人居功能的用地,而生态用地则是以调节、维持和

保障生态安全功能为主的用地[32]。生态、生产、生活

用地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具体

体现在:①生态用地是基础,为其他两者提供保障;

②生产用地是根本,对其他两者的存在状态起着决定

性作用;③而优化三者之间的空间、数量关系的最终

目的是使生活用地得到优化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在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日趋重要的背景下,具有更高生态

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成为了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的重

点对象,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应具有更高的稳定

性。目前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空间格局优化相关模

型研究则较少能反映出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政策

差异的影响。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采用 Markov-DLS模型,综

合考虑不同土地利用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差异,并
结合区域发展的可能性趋势,以城市发展,耕地保护

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元”关系为依据,设置均衡发展,
粮食安全和生态优先等3种政策情景,讨论不同政策

情景下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变化差异,从而

为区域国土空间优化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

支持。
江西省是中国主要粮食生产大省之一,同时具有

大量的森林和湖泊资源,生态功能潜力巨大。近年

来,快速城镇化导致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重,面临

生态空间持续萎缩,自然灾害频发等现实问题。本文

选取江西省作为研究区域,分析江西省未来一定时期

不同情景下国土空间结构和格局变化特征,有效识别

其土地利用变化热点区和生态脆弱区,提出空间格局

优化建议,从而为江西省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决策支持。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位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区,省域

97.7%的面积属于长江流域,东接浙江、福建,南连广

东,西靠湖南,北临湖北、安徽而共襄长江。省内东、
西、南三面环山,中间为鄱阳湖平原(图1)。全省自

然生态资源丰富,其中森林覆盖率高达63.1%,水资

源比较丰富,境内河流、湖泊众多,具有极高的生态功

能潜力。全省2019年耕地3.00×106hm2,林地

1.08×107hm2,建设用地1.20×106hm2。2019年全

省常住人口4.67×107 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68
×107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0.7%。此外,江西

省也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大省,2019年粮食产量达

4.32×1010斤,连续7a稳定在4.30×1010斤以上,是
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定器”。除了极其丰富的生态资

源和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江西省近年来社会经济发

展也极其迅速。2019年江西省生产总值2.48×1012

元,比上年增长8.0%,增长率居全国第4,中部第1。
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城镇的扩张导

致了建设用地不断侵占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

等,生态空间用地不断缩减(表1),从而造成生态环

境质量和功能的持续下降,使得江西省保障粮食生产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持续增加,这样的社会经济发

展是不可持续的。

表1 2005-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和变化趋势

“三生”用地
分 类

土地利用
类 型

面积/km2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05—2015年
面积变化/km2

2005—2015
空间变化/%

生产用地 耕 地 45181.01 45031.27 44602.31 -579.30 -1.28

林 地 103698.23 103857.25 103083.15 -614.92

生态用地
草 地 7075.78 6881.65 7221.32 145.54

-0.35
水 域 7040.58 6990.44 7051.59 11.01
未利用地 629.07 695.45 670.72 41.65

生活用地 建设用地 3249.67 3418.34 4245.54 996.13 30.66

  注:江西省未利用地基本为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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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西省地形图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所涉及的数据主要包含自然地理信息数据和社

会经济数据两大部分。根据已有土地利用变化的相

关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的自然地理信息

数据包含土地利用、高程DEM、坡度、土壤侵蚀、土壤

质地、气温、降水、河流等;社会经济数据主要包括单

位面 积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人 口 和 道 路 分 布

等[30,33-34]。其中,所有数据均处理为1km×1km的

栅格数据,部分不符合标准的栅格数据通过 ArcGIS
进行重采样处理。坡度数据通过ArcGIS空间分析获

得,距离河流距离、距离主要道路距离数据均通过多

环缓冲区分析获得。初始土地利用数据包括二级分

类,为了便于后续研究,通过重分类将其整理为以耕

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为主分类

形式。建设用地整体精度85%以上,其他精度75%
以上。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模拟过程中需将土地利用

数据和各驱动因子数据(高程DEM、坡度、土壤侵蚀、
土壤 质 地、降 水、距 离 河 流 距 离、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人口、距离主要道路距离)采样为 ASCII格

式。基础数据主要有国土空间数量结构的土地利用

数据和模拟土地空间布局的驱动因子数据,详细信息

见表2。

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 Markov-DLS综合模型对江西省

2030年国土空间土地数量结构预测和空间布局模拟。

1.3.1 土 地 利 用 数 量 变 化 预 测 方 法 马 尔 科 夫

(Markov)模型是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常用的模

型之一,因其简单、有效常被用来模拟土地利用规模

的变化。Markov模型主要通过分析初始土地利用状

态下的转移矩阵和转移概率,由此来推测后续土地利

用的变化趋势[10]。该模型的公式可写成:

    S(t+1)=Wn×S(t) (1)
式中:S(t+1),S(t)为t+1和t时期土地利用状态;W
为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n 为时间间隔。另外,用
W0 代表初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该矩阵一般可通过

两期历史土地利用数据获得。

表2 数据来源与格式

基础数据  数据名称 时间 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

2005;2010;2015年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科学数据库
(http:∥www.resdc.cn)

自然地理因子

DEM数据

河网数据

土壤质地

土壤侵蚀

年平均温度

积 温

年均降水量

坡 度 由DEM数据获得

GDP
社会经济因子 人口密度 2010年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科学数据库
(http:∥www.resdc.cn)路网数据

由于 Markov模型在短期模拟预测精度较优,本
文将时间间隔设置为5a,即将2005年与2010年设

为初始土地利用状态,预测2015年土地利用状态,并
将2015年实际土地利用与之对比检验。通过检验后

的转移概率矩阵逐步预测2030年多情景下土地利用

状态。

1.3.2 土地利用布局模拟方法 土地系统动态模型

(DLS)以区域土地系统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土地空

间格局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反馈作用,系统地探测、表
征土地系统演化的时空过程,实现区域土地系统结构

变化与演替格局的动态模拟[21],主要步骤为:①输入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②通过Logistics回归遴选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③设置土地利用转移规

则;④模型进行空间配置结果输出。在DLS模型中,
栅格尺度用地类型分布的驱动模块是土地利用布局

模拟的核心模块,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这一模块。
开展栅格尺度用地类型分布及其驱动因子的分析

可分为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前者由于模型限制条

件多且适用区域尺度范围小,因此,本研究选择非线

性模型作为土地系统格局演替模拟模型[35]。假设

栅格i为第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概率为pk
i=P(yk

i=

1|Xi,̂yk
i),条件概率以Logistic函数形式表示为,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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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k
i 为栅格i出现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概率;αk

=(αk
1,αk

2,…,αk
i,…,αk

L)为驱动因子系数组成的向

量;r 为空间自相关因子系数;y
^
k
i 为空间自相关因

子,依据公式(2)求出栅格i为k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似然比,并经过对数变换得出驱动模型,公式如下,

lgit(t)=ln(pk
i/(1-pk

i)

=ln〔exp(αk
0+αk

1xi1+αk
2xi2+…+

    αk
lxil+…+αk

LxiL+ry
^

k
i)〕

=αk
0+αkXi+ry

^
k
i (3)

通过栅格尺度用地类型分布驱动非线性模型可

以得出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概率[29],
在区域土地利用转换规则和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约束

下可进行土地利用空间供需平衡分析,最终得出区域

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

2 不同情景设置及土地利用转换规则

2.1 不同情景设定

基于江西省的实际情况和国家政策导向,城市发

展、生态保护和粮食安全是江西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过程中需考虑的主要因素。本文从社会经济等角度

出发,综合考虑设置江西省203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

粮食安全情景、生态保护情景和均衡发展情景这3种

情景假设。粮食安全情景主要基于耕地保护政策和

“宜耕则耕”原则,结合江西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基地这一实际情况,从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双保障”出
发对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预测进行约束。在此情景下,
未来土地利用变化首先满足耕地需求,耕地保护政策

对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权重将高于城镇化和生态

保护政策;生态优先情景主要按照持续发展的要求,
立足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土地作为自然资源

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为基础,强调林地、草地和水域

等土地利用类型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在此情景

下,生态用地将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均衡发展情景

一方面是基于平等竞争原则,另一方面是作为前两种

情景的对照组,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农业和生态

等相关政策条件置于统一权重下,各项政策对土地利

用变化的影响整体通过现状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反馈,
即均衡发展情景是以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推

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从一般性出发设置模型参数进

行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预测。

2.2 多情景下土地利用转移条件

土地利用发生转移的条件基于不同发展情景而

具有较大差异。某一情景下土地利用转移首先基于

各类土地利用的需求,当某类用地类型需求未满足

时,其他所有可能发生转移的用地类型均能向该类土

地发生转移,其次在土地利用转移过程中模型通过相

关驱动因子的影响确定发生土地转移的具体空间位

置。具体而言,粮食安全情景假设政府严格执行耕地

保护政策,包括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制度以及土地整理制度,坚守“严保严管、节约优

先、统筹协调、改革创新”原则的情形下,在初始转移

概率基础上,耕地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概率整

体下降,其他用地向耕地转移情况不变;生态优先情

景条件为依照划定的生态保红线,通过生态退耕,生
态空间管控、治理和修复等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并严

格限制城镇空间占用生态用地,在初始转移概率基础

上,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等生态空间用地向耕

地和建设用地的转移概率整体降低,耕地向林地、草
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转移状况保持不变;均衡发展

情景是在当前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发展条

件不变下,基于初始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通过模

型迭代分析直接得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

地和未利用地的规模。在确定各情景下土地利用的

需求后,在驱动因子影响下通过模型对每一类土地利

用类型进行空间配置。

2.3 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转换规则

当前土地利用转换规则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都

是基于研究者的经验和研究内容进行的主观设置。
转移规则默认设置在[0,1]之间,0代表着该类型土

地基本不能发生转移,1代表着该类型全部栅格可以

发生转移,0到1之间由小到大表示转移难度由大变

小。本文主要参考刘继来等[36]建立的三生用地分类

与评价体系,该体系基于土地利用二级分类国家标准

和“自下而上,功能分级”原则,可为空间分类规划和

优化决策提供参考,并结合江西省实际情况对其进行

归纳总结,得出不同土地一级分类的生产(农业)、生
活和生态功能评分(表3),从而对不同情景下土地转

移规则设置提供参考。土地利用某类功能越强,其在

对应的情景政策下发生转移的难度越大,例如在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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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情景下,生产功能评分高的耕地其转移难度最

大,转移规则设置应接近0。此外,对于建设用地等

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借鉴已有研究和一般经验对其

转移规则进行特殊化处理。

表3 江西省土地利用“三生”功能评分

土地
功能

生产用地

耕地

生态用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用地

生活用地

建设用地

生产 5 1 1 0 0 0
生活 0 0 0 0 0 5
生态 3 5 5 5 5 0

  注:0—5分别表示功能由小到大。

在借鉴已有研究经验基础上[25,36-37],均衡发展情

景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并结

合当前土地利用变化实际情况,即建设用地主要占用

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进行扩张,因而耕

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发生转移的可能性较高,而
建设用地和开发难度较大的水域状态相对稳定,其发

生转移的可能性则较低。粮食安全情景在均衡发展

情景基础上优先考虑耕地保护,因此具有最高粮食生

产功能的耕地其转移难度将变得最大。在此情景下,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除建设用地扩张外,耕地扩张也

具有较大可能性,但综合考虑耕地的适宜条件,林地

和草地在粮食安全情景的转移难度相较于均衡发展

情景将有所上升,而水域的转移难度则有所下降,其
他土地利用类型则保持不变。生态优先情景在均衡

发展情景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土地利用生态功能的作

用,由表3可知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具有最高

生态功能,耕地次之,建设用地最小,因此在生态优先

情景下,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等发生转移的难

度将高于其他两类情景,耕地的转移难度将大于均衡

发展情景而小于粮食安全情景。结合土地利用“三
生”功能大小和已有研究经验,分别设置3类发展情

景下土地利用的转换规则(详见表4)。最终通过

DLS模型分别模拟出不同发展情景下国土空间土地

利用格局。

表4 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转移规则

情景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均衡发展 0.6 0.7 0.7 0.1 0.1 0.8
粮食安全 0.1 0.5 0.5 0.3 0.1 0.8
生态优先 0.5 0.2 0.2 0 0.1 0.1

3 模拟结果与分析

3.1 Markov-DLS模型模拟精度分析

在进行Markov-DLS模拟预测2030年土地利用

变化前,首先利用2005年和2010年数据对2015年

土地利用进行模拟检验(表5)。

表5 江西省2015年 Markov-DLS模型土地利用结构预测精度

项 目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15年实际值 44602.31 103083.15 7221.32 7051.59 4245.72 670.54

2015年预测值 44725.21 104163.19 6504.47 6898.56 3757.12 825.65
预测误差/% 0.28 1.05 9.93 2.17 11.50 23.13

  由表5可知,2015年Markov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

之间的误差较小,预测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图2)。

图2 江西省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实际与模拟

  其中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的预测精度均

在90%以上,建设用地预测精度近似90%。未利用

地由于基数较小,预测精度相对较低,接近80%。此

外在空间布局模拟上,对模拟结果采取kappa指数进

行精度验证。kappa指数公式为:

kappa=
P0-Pc

Pp-Pc
(4)

式中:P0 为正确模拟的比例;Pc 为随机情况下期望

的正确模拟比例;Pp 为理想分类情况下正确模拟的

比例。kappa系数的判定标准为:如果两土地利用/
覆盖(LandUse/LandCover,LULC)图像完全一样,
则kappa=1;当kappa≥0.75时,表明一致性较高,
误差较小;当 kappa≤0.4时,一致性较差,LULC
模拟误差较大[26]。DLS模型模拟的2015年各类土

地 利 用 布 局 与 实 际 空 间 格 局 的 整 体 精 度 达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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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1%,kappa系数为92.95%。由此可知,Markov-
DLS模型模拟预测整体精度较高,能满足下一步研究

的需要。

3.2 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结果

由模拟预测结果(表6)可知,与2015年相比,江
西省2030年以耕地为主的生产用地面积仅在粮食安

全情景下有所增长,增幅为0.48%,在均衡发展情景

和生态优先情景下分别下降0.66%和0.75%;以建设

用地为主的生活空间面积在2030年3类发展情景下

均处于增长趋势,其中均衡发展情景下增幅最大,为

1.15%,在粮食安全情景下增幅最小,为1.10%;与生

活空间相反,生态空间占比在3类情景下均处于下降

趋势,但生态优先情景下降幅最小,为-0.36%。其

中,林地在3类情景中均处于下降趋势,且是导致生

态用地整体面积下降的主要因素。江西省2030年3
类情景下生活空间不断扩张而生态空间不断下降,这
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用地(特别是林地)
具有最大的脆弱性,生态用地最易成为土地利用变化

中的被侵占对象。这种国土空间变化趋势整体与我

国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江西省独特的自然

地理条件相吻合。城镇化快速发展在我国中西部地

区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驱动

下,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导致建

设用地在未来时期仍处于强势扩张阶段。

表6 江西省2015年和2030年多情景下土地利用数量结构

土地类型
2015年国土空间结构

面积/km2 比例/%
2030年均衡发展情景

面积/km2 比例/%
2030年粮食安全情景

面积/km2 比例/%
2030年生态优先情景

面积/km2 比例/%
耕 地 44602.31 26.73 43502.33 26.07 45402.31 27.21 43349.22 25.98
林 地 103083.15 61.77 101887.42 61.06 100318.63 60.12 102077.12 61.17
草 地 7221.32 4.33 7493.21 4.49 7378.54 4.41 7507.11 4.50
水 域 7051.59 4.23 7087.56 4.25 6978.55 4.18 7100.54 4.25
建设用地 4245.72 2.54 6162.55 3.69 6067.12 3.64 6096.34 3.65
未利用地 670.54 0.40 741.76 0.44 729.13 0.44 743.32 0.45
生产用地 44602.31 26.73 43502.33 26.07 45402.31 27.21 43349.22 25.98
生活用地 4245.72 2.54 6162.55 3.69 6067.12 3.61 6096.34 3.65
生态用地 118025.57 70.73 117208.66 70.24 115403.43 69.15 117427.66 70.37

3.3 DLS模型国土空间格局模拟结果

3.3.1 不同情景下各类用地、三生用地数量变化特征

 国土空间格局是国土空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后的空

间形态,本文综合考虑土地变化驱动因素,结合“三生”

功能评价设置不同情景的转换规则,运用DLS模型分

别模拟江西省均衡发展情景、粮食安全和生态优先情

景下国土空间格局特征,3类政策情景下,2030年相较

于2015年国土空间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特征见图3。

图3 江西省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由表6和图3可知,均衡发展情景、粮食安全情

景和生态优先情景在空间格局演变上表现出一致性

和差异性特征。一致性表现为城市周边建设用地向

外围扩张,并呈现出沿长江、赣江、抚河(主要在抚州

境内)、鄱阳湖岸线发展的空间特征,其重要原因在于

江西省多山地丘陵,平原面积小且主要分布在河谷和

鄱阳湖平原的自然地理特征,而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

速发展最终导致平原地区耕地和水域逐渐向建设用

地转变。同时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城镇化发展仍

是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建设用地扩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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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趋势,而建设用地向河谷、冲击

和堆积平原地区耕地和水域扩张是其主要发展方向。
局部差异性是不同情景下国土空间土地利用结构和

空间格局主要特点所在,反映了3类政策情景对国土

空间土地利用的影响。

3.3.2 不同情景下各类用地、三生用地空间变化特征

(1)均衡发展情景下,耕地增加主要发生在九江

市、南昌市、宜春市和吉安市,主要沿着鄱阳湖和赣江

沿岸地区集聚和扩张。上饶市、抚州市、赣州市等耕

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不显著。城市化和经济水平发

达的南昌市和条件优越的九江市城镇空间进一步扩

张的趋势将更加明显,这也说明了社会发展中城镇经

济发展相对于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对国土空间格局

变化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此外,该情景下建设用地占

用其他用地的条件相对宽松,其他用地向建设用地的

转换的操作难度较小,这也导致了建设用地对耕地和

林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的侵占(图4)。
(2)粮食安全情景下,耕地的强势增长导致空间

上鄱阳湖水域面积大幅缩减,东南部水域基本转化成

了耕地,而其他区域水域面积仅出现“零星”式增长。
鄱阳湖地区由于“围湖造田”运动曾出现过部分水域

转化为耕地的现象,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粮食安全情

景下鄱阳湖的极端变化虽难以实现,但这种变化具有

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主要原因在于粮食安全情景下耕地空间得到最

大程度的保护,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向耕地转

化的难度变低;其次江西省自然地理条件也是导致耕

地向鄱阳湖水域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主要在于

鄱阳湖地区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农业耕作条件十分

优越,是理想的粮食生产区。另外,但建设用地空间

集聚性特征进一步加强,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九江市鄱

阳湖沿岸和长江沿岸,这也导致了江西省其他城市,
特别是西南部宜春市、新余市、萍乡市和吉安市的建

设用地密度有所下降。表明过度强化耕地保护一方

面会迫使耕地占用其他生态用地,另一方面也会刺激

建设用地对生态用地的侵占,最终影响生态空间格局

的稳定(图4)。

图4 江西省2030年3种情景下国土空间格局

  (3)生态优先情景土地空间格局与均衡发展情

景类似,但建设用地空间集聚性更弱,鄱阳湖北岸水

域空间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而与2015年土地利用空

间格局相比,生态优先情景下建设用地以城市为中

心,呈环状扩张的趋势仍有所加强,如南昌市、吉安

市、萍乡市和九江市,并以“线状”沿赣江由北向南延

伸,而东部和南部山区的建设用地密度有所下降。这

主要因为城市化持续发展,而生态优先情景下生态用

地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建设用地扩张的压力向耕地和

水域转移,导致耕地和水域集中的河谷和平原地区建

设用地扩张现象明显,林地和草地丰富的东部、南部

以及西部山区建设用地比例有所下降。2030年水域

空间相较于2015年在鄱阳湖和赣江等大型水域的集

聚性有所下降而西部山区水域的分散性加强,主要是

一方面传统的鄱阳湖和赣江等广阔水域空间由于建

设用地和耕地扩张而向中心收缩,水面收缩导致边缘

水域逐渐向沼泽和滩涂等未利用地转变;另一方面山

区林地和草地等生态空间得到了有效保护,使其水源

的涵养能力得到提升。相较于粮食安全情景,生态优

先情景下土地空间格局特征突显的变化是耕地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侵略性”,鄱阳湖水域以及周边山区林

地和草地并未大面积地向耕地转变。同时,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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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张性也得到了限制,鄱阳湖北部衔接长江的水域

以及长江沿岸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避免了被建设用

地侵占。整体而言,在3类发展情景中,生态优先情

景下以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为核心的生态空

间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整体面积占比相对最大,下降

速度最小,建设用地的扩张得到了有效限制。这表明

生态退耕和限制城镇无序扩张等生态优先政策措施

对于江西省保护生态用地的数量,维护生态安全格局

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Markov-DLS模型对省级尺度未来土地利用

变化预测模拟方面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本文通过历

史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和社会经济与自然驱动因子模

拟预测了江西省2015年土地利用结构和格局,其中

数量结构预测准确度基本在90%以上,空间布局模

拟精度达到了96%,kappa系数高达92%以上,表明

该模型适用于短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2)江西省2030年国土空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在均衡发展情景、粮食安全情景和生态优先情景下呈

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以耕地为主的生产空间仅在粮

食安全情景下有所增长,增幅为0.48%。以建设用地

为主的生活空间在3类情景下均处于增长趋势,均衡

发展情景下增长最快,增幅高达1.15%。以林地、草
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为核心的生态空间在3类情景中

均呈现下降趋势,在生态优先情景下的占比高达

70.37%,相较于均衡发展情景和粮食安全情景空间

面积损失最小。
(3)江西省2030年3类发展情景下国土空间格

局呈现出明显的整体一致性和局部差异性特征。3
类发展情景下江西省东、南、西部山区林地、草地空间

格局相对稳定,而建设用地均呈现出沿江岸线,沿湖

岸线通过占用水域及其周边耕地发展的趋势,主要集

中在南昌市和宜春市赣江沿岸和九江市鄱阳湖北岸

以及长江沿岸区域,但这种趋势在生态优先情景下得

到了抑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江西省在新一轮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城镇发展,粮食安全和生态

保护的国土空间“三元博弈”的压力中心,也表明了生

态优先情景政策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均

衡发展情景和生态优先情景下耕地和水域空间格局

相对稳定,而在粮食安全情景下发生了激烈变化,这
种变化主要发生在江西省耕地和水域集中分布的鄱

阳湖平原地区,其中耕地空间大面积侵占了鄱阳湖东

南部水域空间,这中激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江西省山多平原少耕地更少的地理特征和发展局

限性。

4.2 建 议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粮食安全是中国的重大国

家发展战略,科学预测和厘清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变化

和空间格局特征对于实现这一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决

策参考价值。根据本研究结论,从优化江西省国土空

间利用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出发,提出以下两点讨论

意见:
(1)在协调发展城市化,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的

基础上,强化生态空间保护和耕地保护措施,制定合

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划定“三区三线”,加强生态

空间管控,从结构和空间上对生产用地、生活用地和

生态用地进行严格的双向约束和管理。
(2)着重关注土地利用变化热点区域和生态脆

弱区域,尤其关注鄱阳湖平原和赣江流域生态空间安

全。江西省基本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狭小平原地区

成为土地利用变化频发区,大量城市建设用地、耕地

和水域集中分布在狭小的平原地区导致城镇化、耕地

保护和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矛盾集中且剧烈。应重点

关注土地利用变化的热点区域和生态脆弱区,抓住主

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严格控制建设用增长,提高土地

集约节约利用程度,才能最终实现绿色经济,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和保障粮食安全。
本文虽然对不同情景下未来土地利用结构和空

间格局特征进行了研究。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本文在多情景土地利用预测和模拟过程中主要考虑

基于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结果并综合考虑自

然—社会经济等11个驱动因子的影响,虽然预测和

模拟精度满足研究需要,但较少考虑现实土地利用规

划中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需求,对地质条件等要素的

作用也考虑不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综合考虑

研究区的发展规划,以及自然、地质、社会经济等要素

的影响,完善数据和模型精度,、提升研究结果的科学

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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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变化地形分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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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祁连山国家公园不同时间植被覆盖变化情况以及不同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条件下

植被覆盖变化的空间分异性,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提供参考依据和数据支撑。[方法]利用祁连

山2006,2014,2019年3期遥感影像,采用像元二分模型估算植被覆盖度,结合趋势分析法和地形面积修正

法,对不同地形条件下植被覆盖空间分异性及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①祁连山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

格局为西北部低,东南部高,总体以较低植被覆盖度为主。2006—2019年,祁连山植被覆盖度整体呈增加

趋势,增加面积约占46.7%,减少面积约占33.3%,植被恢复状况较好,其中,低和较低植被覆盖度面积减

小,其他等级植被覆盖度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②祁连山植被覆盖变化在不同高程范围内存在明显

差异:3200m以下中低海拔区域呈增加趋势,2200m以下低海拔区域增加特别明显;3700m以上中高海

拔区域则呈减少趋势,且海拔越高减少趋势越明显。③随着坡度的增加,祁连山植被覆盖变化趋势由增加

转为稳定再转为减少。坡度15°以下区域呈增加趋势;坡度25°以上区域呈减少趋势;坡度40°以上区域减

少趋势尤其明显;坡度15°~25°范围内分布相对稳定。④从坡向来看,除平地外,祁连山植被覆盖变化类

型在其他坡向上的差异较小。[结论]祁连山植被覆盖变化在高程、坡度等地形条件下差异明显,坡向的地

形效应不明显。

关键词: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地形面积修正系数;地形因子;分异效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21)03-0228-10 中图分类号:S157.1,TP79

文献参数:李娟,龚纯伟.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变化地形分异效应[J].水土保持通报,2021,41(3):

228-237.DOI:10.13961/j.cnki.stbctb.2021.03.031;LiJuan,GongChunwei.Effectsofterrainfactorson
vegetationcoverchangeinnationalparkofQilianMountains[J].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2021,41(3):228-237.

EffectsofTerrainFactorsonVegetationCoverChangein
NationalParkofQilian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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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hangeinvegetationcoveratdifferenttimeandthespatialvariabilityofvegetation
coverchangeduetodifferentterrainfactorssuchaselevation,slope,andaspectwereanalyzedinorderto
providereferenceanddatasupportfortherestorationandprotect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na-
tionalparkofQilianMountains.[Methods]BasedonremotesensingimagesoftheQilianMountainsin
2006,2014,and2019,thepixeldichotomymodelwasusedtoestimatevegetationcover,combinedwiththe
trendanalysismethodandtheterrainareacorrectionmethodinordertoanalyzethespatialdistributionand
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vegetationcoverunderdifferentterrainconditions.[Results]① Vegetationcover
waslowinthenorthwestandhighinthesoutheastofQilianMountains.Mostoftheregionswerecovered
withlowervegetationcover.Vegetationcovershowedanincreasingtrendfrom2006to2019.Theincreasing
areasaccountedforabout46.7%ofthetotalarea,andthedecreasingareasaccountedforabout33.3%ofthe
totalarea.Vegetationrecoverywasgoodduringthisperiod.Theareaoflowandlowervegetationcover



decreased,whiletheareasofothercoverlevelsincreasedtovaryingdegrees.②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
encesinvegetationcoveratdifferentelevationranges:Thelow-middleelevationareasbelow3200meters
showedanincreasingtrend,andthelowelevationareasbelow2200metersincreasedsignificantly,whilethe
middle-highelevationareasabove3700metersshowedadecreasingtrend.Thedecreasingtrendwasmore
obviousathigheraltitudes.③ Asslopeincreased,thetrendinvegetationcoverchangeshiftedfromincreas-
ingtostable,andthenturnedtodecreasinginthesteepslopes.Thevegetationcoverchangeshowedanin-
creasingtrendintheareasbelow15°andadecreasingtrendintheareasabove25°,andthedecreasingtrend
wasparticularlyobviousabove40°.Forareaswithslopesrangingbetween15°and25°,thedistributionof
typesofvegetationcoverchangewasrelativelystable.④Forthedifferentslopeaspects,therewerenoobviousdis-
tributiondifferencesfordifferentvegetationcoverchangetypesexceptintheflatlandarea.[Conclusion]The
effectsofelevationandslopefactorsonvegetationcoverchangewereobvious.However,theeffectofaspect
factorwasnotobvious.
Keywords:nationalparkofQilian Mountains;vegetationcoverage;correctioncoefficientforterrainareas;

terrainfactors;differentiationeffect

  植被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连接陆地

土壤、水体和大气的重要介质[1],起着能量交换和物

质循环的作用,对人类活动的强弱程度反应十分敏

感[2],可 以 作 为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变 化 研 究 的“指 示

剂”[3]。植被覆盖的变化导致了陆地表层属性随之发

生改变,进而影响水土保持和气候调节等,从而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也发生改变[4]。植被覆盖度是衡量地

表植被状况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影响土壤侵蚀

与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对于区域环境变化和监测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5]。其中,植被覆盖度以及植被长势

的最佳指示因子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被广泛应

用于植被遥感中,是区域植被变化和生态环境变化的

最有效监测指标 [6-8]。
祁连山是青藏高原与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

的分界线,是温带大陆性气候向高原山地气候的过渡

地带,也是河西走廊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主要

的水资源涵养地,是中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之

一[9]。植被作为祁连山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变化不仅影响着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同时对中

国西部生态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10]。对于山地

来说,地形对其植被分布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山地的

垂直高度存在较大差异,气温、降水等气候条件受其

影响也呈现出空间差异性,因此,植被垂直地域分布

呈现出明显差异;山地坡度影响着地表径流和水分以

及热因子的再分配,进而改变土壤的特性及分布,植
被的分布态势也会受到影响;地势的陡峭起伏度及坡

度的缓急程度不同等,不但会形成局部小气候的变

化,而且对水土的流失与积聚都有影响;另外,在不同

的地形地势条件下,人类活动的剧烈程度不同,所有

这些因素都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及空间分布状况产生

很大影响,因此,进行地形因子与植被覆盖度变化关

系研究 可 以 很 好 地 揭 示 山 地 植 被 的 地 域 分 布 规

律[11-12]。近年来,关于植被覆盖变化与地形因子关系

的相关研究较多,如陈学兄等[13]研究了太原市城区

植被覆盖变化地形分异效应;熊俊楠等[14]研究了汶

川地震灾区植被覆盖变化与地形因子的关系;赵婷

等[11]研究了秦岭山地植被覆盖变化地形分异效应;
但针对祁连山区域的相关研究非常有限,大多以祁连

山NDVI变化的驱动力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为主,
如陈京华等[15]研究了1982—2006年祁连山植被覆

盖的时空变化情况,认为气温和水是影响祁连山植被

NDVI变化的主要因子;邱丽莎等[16]研究了2000—

2017年祁连山植被的时空变化,认为18a间祁连山

植被总体呈改善趋势,植被变化除受气候变化影响

外,人工修复和改善也是关键因素;付建新等[17]从海

拔、坡度和坡向的角度探讨了祁连山南坡 NDVI变

化及其与气温和降水的关系,认为不同海拔、坡度、坡
向的植被受到气温和降水的影响不同。

过去,由于人为活动剧烈,大规模矿产资源的开

发,水电项目的建设,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

的破坏,2014年以来,祁连山生态环境变化引起了国

家高度重视,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祁连山生态修

复,在此过程中,地形对祁连山植被覆盖变化是否有

影响? 本文基于祁连山2006,2014,2019年3期遥感

影像,采用像元二分法模型进行植被覆盖度遥感估

算,在充分考虑地形因子面积差异影响的基础上,探
讨了该区域不同时间植被覆盖的变化情况以及不同

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条件下祁连山植被覆盖

变化空间分布规律,旨在全面地了解不同时段内祁连

山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及其地形分异效应,以期为祁连

山国家公园的植被恢复和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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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祁连山国家公园位于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区,地
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地带,跨青海省

东北部和甘肃省西部区域,西起当金山口,东至乌鞘

岭,南接柴达木盆地,北临河西走廊(图1),东西长约

1000km,南北宽约300km,总面积约5.02×104km2。
祁连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多为山地,海拔在

1760~5800m左右,从西北到东南走向的山脉包括

大雪山、托来南山、疏勒南山、走廊南山、冷龙岭、乌鞘

岭等。祁连山自然条件复杂,水热条件差异大,东部湿

度大,降水多,西部气候干燥,降水少,属典型的高原大

陆性气候,是内陆河流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的发源地

和径流形成区,其地理位置对河西绿洲的形成以及该

地区生态环境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18]。在地形地势

及气候的共同影响下,祁连山植被呈现出独特的垂直

地域分布特征,海拔由低到高,植被分布依次为荒漠

带、山地草原带、山地森林草原带、高山灌丛草甸带、高
寒草甸和高山亚冰雪稀疏植被带。祁连山森林和草原

分界明显,森林主要分布在阴坡,覆盖率约为14.2%,
植被类型有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常绿针叶林、寒温性

针叶林及针阔混交林等;草原主要分布在阳坡,是祁连

山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灌木及草本植被为

主,随着海拔的升高,在亚高山区广泛分布着高寒落

叶灌丛和高山蒿草草甸及高寒草甸等植被,在高山区

则以高寒垫状植被及菊科高山植物为主。

图1 祁连山国家公园区位及地形图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遥感影像为2006年7—9月获取

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影像(20m×20m),2014年8—

10月获取的美国Landsat8卫星影像(30m×30m),2019
年6—10月获取的资源三号及高分一号卫星影像

(2m×2m)共3期。3期遥感影像均摄于植被生长

较好的月份,完全能够代表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和植

被生长状况,可用于比较不同期植被变化情况。为保

证研究区域数据的完整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分
别对三期影像进行大气校正、去除云影及水体[6]、几何

精校正(借助DEM数据消除地形引起的几何畸变)和
镶嵌处理等,为验证影像校正精度,在研究区尽量均匀

选取8个明显的地面控制点,利用GPS接收机确定其

精确地理位置,并与影像上相应点位地理坐标进行比

较,经统计分析,3期影像定位误差均不超过一个像元,

且同名地物点位置相同,满足研究要求;此外,为保证

不同期植被覆盖度的遥感估算结果具有比较意义,对
镶嵌后的3期影像进行重采样(分辨率为10m×10m),
利用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对3期影像进行掩膜和裁

剪,得到研究区范围完全相同的3期影像数据。

DEM数据来源于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格网间距

为25m×25m,将该数据进行重采样(格网间距为

10m×10m),方便与植被覆盖度数据进行叠加分析。
利用像元二分模型反演3期影像的植被覆盖度。

像元二分模型的原理是将图像中的遥感信息(植被信

息或波段)分解为绿色植被部分与无植被覆盖部分所

贡献的信息两部分,则任一像元的信息值可表示为两

部分信息的线性加权之和,该模型保留了植被覆盖的

相关信息,而植被类型、土壤背景、大气的影响被大大

削弱[19-20]。根据该原理,假设一个像元的信息可以分

为土壤与植被两部分,则植被覆盖度f 的计算公式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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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DVI-NDVIsoil
NDVIveg-NDVIsoil

式中:NDVIsoil,NDVIveg分别为无植被覆盖或裸土区

域、纯植被覆盖区域的NDVI值。根据研究区域整幅

影像上NDVI灰度值的分布情况,以置信度0.5%取

NDVI的 最 小 值 与 最 大 值 近 似 代 表 NDVIsoil和

NDVIveg的值[21]。利用实地调查与地面测量相结合

的方式,大致均匀选取10个点位,利用林地冠层分析

仪对点位及其邻域进行5~10次测量并取其平均值

作为验证点的植被覆盖度测量结果,以此对相应点位

遥感影像植被覆盖度反演结果进行精度定量评价

(图2)。

图2 祁连山验证点植被覆盖度测量值与反演值结果对比

2.2 研究方法

2.2.1 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是采用

最小二乘法逐像元对一组随时间变化的序列数据采

用趋势线进行回归分析来拟合植被覆盖度的年际变

化趋势,其公式为:

θslope=
a×∑

n

i=1
(i×NDVIi)- ∑

n

i=1
i( ) ∑

n

i=1
NDVIi( )

a×∑
n

i=1
i2- ∑

n

i=1
i( )2

(1)

式中:θslope为研究时段内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趋势;

NDVIi为第i年的植被覆盖度;a 为研究年份数目。
对植被覆盖变化趋势率进行计算,公式为:

  变化趋势率(%)=
θslope×a

均值 ×100% (2)

  按显著性水平0.1对 NDVI变化趋势率进行t
检验,结合θslope值,将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分为5类:
显著增加型(θslope>0,t<0.01);轻微增加型(θslope>
0,0.01<t<0.05);稳定型(θslope=0,t>0.05);显著减

少型(θslope<0,t<0.01);轻微减少型(θslope<0,0.01<
t<0.05)[17]。

2.2.2 地形面积修正 当地形变化时,会出现在某种

地形条件下某种植被覆盖变化类型面积很小,但其面

积比例相对于整个研究区却很大,从而影响植被覆盖

度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22]。因此,在分析植被覆盖变

化类型的空间分布状况时,采用地形面积修正系数v
来消除地形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

v=
Svt/St

Sv/S总
(3)

式中:Svt 为在某地形条件t下某种植被变化类型v
所占面积;Sv为某种植被变化类型v 所占面积;St

指某种地形t的面积,S总 为整个研究区域的总面积。

v>1,表示植被变化类型v 在地形条件t下面积变化

趋势为增加;v=1,表示植被变化类型v 在地形条件

t下面积变化趋于平稳;v<1,表示植被变化类型v
在地形条件t下面积变化趋势为减少[23]。

2.3 高程、坡度、坡向分级

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利用DEM 数据生

成高程、坡度、坡向分级图。根据研究区域地形、地理

状况,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17],将研究区高程分为<
2200,2200~2700,2700~3200,3200~3700,

3700~4200,4200~4700m和>4700m共7级;
坡度划分依据自然资源部颁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技术规程》,再结合祁连山地形状况将坡度分为

≤5°,5°~10°,10°~15°,15°~25°,25°~40°和>40°六
级;将坡向划分为平地、阳坡(135°~225°)、半阳坡

(225°~315°)、阴坡(315°~45°)、半阴坡(45°~135°)
共5类。坡度、坡向空间分布见图3。

图3 祁连山高程、坡度、坡向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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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植被覆盖度分级

根据水利部2008年颁布的《土壤侵蚀分类分级

标准》(SL190-2007),将植被覆盖度的不同等级与水

土流失的不同等级相对应,同时结合祁连山地理状况

和地面调查情况,将研究区域植被覆盖度分为Ⅵ级:

高植被覆盖度(70%~100%);Ⅴ级:较高植被覆盖度

(50%~70%);Ⅳ级:中等植被覆盖度(30%~50%);

Ⅲ级:较低植被覆盖度(10%~30%);Ⅱ级:低植被覆

盖(0%~10%);Ⅰ级:无植被覆盖或裸土(0)这6个

等级[20-21]。祁连山3期植被覆盖度分级见图4。

图4 祁连山2006,2014,2019年植被覆盖度及其分级

3 结果与分析

3.1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时空分布及变化特征

3.1.1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时空分布特征 根据图4
可知,祁连山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特征为“西北部低,
东南部高”,Ⅵ级植被覆盖区主要分布在乌鞘岭的东

南部区域;Ⅴ级植被覆盖区主要分布在走廊南山东南

部、冷龙岭、乌鞘岭及托来山东南部等区域,主要为森

林草原覆盖区;Ⅳ级植被覆盖区主要分布在托来山及

走廊南山的西北部,主要为草原和高山植被混合覆盖

区域;荒漠与草原植被过渡区域为Ⅲ级植被覆盖区

域;祁连山西北部的大雪山、疏勒南山、党河南山等区

域主要为裸地、沙漠、碎石和冰川区,植被覆盖度为Ⅱ
级和Ⅰ级。对祁连山各级植被覆盖度进行统计(表

1)可知,2006年和2019年,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均以

Ⅲ级为主,分别占46.81%和42.7%,但2019年面积

占比比2006年减少4.11%;Ⅱ级植被覆盖度由2006
年的14.95%减 少 至2019年 的12.09%,减 少 约

2.86%;其他类型植被覆盖度均有所增加,尤其以Ⅳ
级植被 覆 盖 度 区 域 面 积 增 加 最 明 显,增 幅 约 为

3.18%,Ⅴ级和Ⅵ级植被覆盖度增幅分别为1.07%和

1.95%。但需要关注的是,祁连山无植被覆盖和裸地

(Ⅰ级)面积略有增加,增加面积比例约为0.77%。

3.1.2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时空变化特征 对祁连山

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图5),结果表明:

2006—2019年祁连山植被覆盖度整体的变化趋势为

增加,植被覆盖度显著增加和轻微增加区域面积分别

占24.9%和21.8%,主要分布在党河南山和疏勒南山

西北部及乌鞘岭东南部区域;植被覆盖减少区域主要

分布在疏勒南山东南部、走廊南山中部和托来山、大
雪山等的部分区域,显著减少和轻微减少区域面积分

别占10.8%,22.5%。其中,2006—2014年,祁连山植

被覆盖度平均变化率为-0.016,总体呈现减少趋势,
经显著性检验,植被覆盖度显著减少和轻微减少区域

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8.2%和37.1%,主要分布在祁

连山西北部大部分区域、走廊南山张掖段、托来山、托
来南山及疏勒南山东南部等的部分区域;24.7%的区

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为稳定区;轻微增加和显著增

加区域面积分别占14.6%和5.4%,主要分布在党河

南山、乌鞘岭及冷龙岭的部分区域。2014—2019年,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平均变化率为0.028,总体呈现出

增加趋势,植被处于恢复期,经显著性检验,植被覆盖

度显著增加和轻微增加区域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

27.4%和37.6%,主要分布在党河南山、疏勒南山西

北部及托来山北部、走廊南山、乌鞘岭东南部、冷龙岭

的部分区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稳定区域面积占

23.8%;轻微减少和显著减少区域面积分别占9.1%
和2.1%,主要分布在走廊南山张掖段以及乌鞘岭中

部的个别区域。

表1 2006,2019年祁连山各级植被

覆盖度面积比例及其变化情况

植被覆盖度
面积比例/%

2006年 2019年
变化

比例/%
Ⅰ级(无植被覆盖或裸土) 0.38 1.15 0.77
Ⅱ级(低植被覆盖度) 14.95 12.09 -2.86
Ⅲ级(较低植被覆盖度) 46.81 42.70 -4.11
Ⅳ级(中等植被覆盖度) 15.17 18.35 3.18
Ⅴ级(较高植被覆盖度) 19.45 20.52 1.07
Ⅵ级(高植被覆盖度) 3.24 5.19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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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6-2019年祁连山不同时段植被覆盖度变化类型分布

3.2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地形分异特征

3.2.1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高程梯度分异 山地的气

候条件及土壤状况等自然因素的变化由海拔高程决

定,随着海拔的升高,形成了明显的植被垂直带,不同

植被垂直带对人为活动干扰以及气候变化的响应度

有所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图6a为祁

连山植被覆盖度垂直分布状况,由图可知,随着海拔

的升高,祁连山植被覆盖度整体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

的 “倒Ⅴ型”趋势。在低海拔区域(2200m以下),植
被生长所需的水热条件充足,但受人为活动干扰较

大,植被覆盖度较低,地表呈现出荒漠草原景观;海拔

升高,对人类活动的限制逐步增大,植被生长干扰程

度逐渐减小,加之水热条件较适宜,植被覆盖逐渐好

转,在海拔2200~3200m的中山区,植被类型主要

为森林草原;海拔3200~3700m的亚高山区,生境

较湿润,植被类型主要为灌丛草原;海拔3700~
4200m之间是植被覆盖度最高的区域,年降水量较

高,但气温较低,呈现出草甸草原景观;随着海拔的继

续升高,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强度、空气流动等气象条

件也随之发生改变,海拔升高至4200m以上,气温

骤降,植被生长受热量条件和陡峭地势的限制,植被

的适宜性变得较为脆弱,植被覆盖度降低,植被类型

为高寒草甸和高山亚冰雪稀疏植被。

3.2.2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在坡度坡向上的空间分异

 山地坡度影响着地表径流和水分以及热因子的再

分配,进而改变土壤的特性及分布,同时也会影响植

被的分布态势。图6b为植被覆盖度在坡度上的分布

状况,随着坡度的增加,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呈现出先

降低后增高最后又降低的“倒N”趋势。坡度在5°以
下,地势平缓,水土不易流失,植被覆盖度相对较高,
但祁连山区平地很少;在5°~15°相对比较平缓的区

域,由于人为活动的干扰,植被覆盖度较低;随着坡度

的升高,人为活动减少,植被覆盖回归正常趋势,植被

覆盖度增加;坡度>40°的区域,水土流失严重,并且

得到的积温较少,不利于植物生长,植被覆盖度急剧

降低。
坡向即海拔改变量变化的方向。不同的坡向,接

收的太阳辐射量及水分蒸散发量均存在差异,从而影

响植被覆盖的空间分布。由图6c可知,祁连山阴坡由

于日照的强度较低、获得的太阳辐射总量相对较少,水
分蒸散发量较低,相对于其他坡向更有利于植被生

长,因此植被覆盖度面积占比相对较高,达到29.1%;
其他坡向植被覆盖度面积占比差别不大,约为23%
左右;平地由于人为活动剧烈,植被覆盖度很低。

图6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空间分布特征

3.3 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变化地形分异特征分析

3.3.1 高程梯度对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影响 
将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变化类型数据与高程分级数据

进行叠加,统计出不同高程范围内的植被变化类型,
并计算与之对应的地形面积改正系数v,详细结果如

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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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祁连山2006-2019年不同植被

覆盖度变化类型v值垂直变化

高程/m 
植 被
覆盖度

变化类型

地形面积改正系数v

2006—
2019年

2006—
2014年

2014—
2019年

显著减少 0.64 2.16 0.31
轻微减少 0.12 3.38 0.20

<2200m 稳 定 0.26 0.64 1.14
轻微增加 1.03 0.34 2.73
显著增加 2.99 0.58 2.48
显著减少 0.63 1.94 0.50
轻微减少 0.47 1.51 0.35

2200~2700m 稳 定 0.51 0.74 1.09
轻微增加 1.62 0.72 4.34
显著增加 2.12 0.98 1.97
显著减少 0.92 1.89 0.87
轻微减少 0.68 1.26 0.64

2700~3200m 稳 定 0.77 0.95 1.24
轻微增加 1.19 0.71 2.16
显著增加 1.54 0.93 1.32
显著减少 0.95 1.92 0.90
轻微减少 0.71 1.60 0.75

3200~3700m 稳 定 0.90 0.93 1.32
轻微增加 1.04 0.71 1.62
显著增加 1.07 0.90 0.96
显著减少 1.2 1.18 0.90
轻微减少 0.85 0.95 0.79

3700~4200m 稳 定 1.00 1.07 1.74
轻微增加 0.98 0.92 0.50
显著增加 0.96 0.66 0.98
显著减少 0.90 0.74 0.80
轻微减少 1.52 1.44 0.89

4200~4700m 稳 定 1.22 1.04 1.51
轻微增加 0.85 0.45 0.20
显著增加 0.44 0.15 0.57
显著减少 0.14 0.63 0.54
轻微减少 2.64 1.66 0.86

>4700m 稳 定 1.39 1.00 2.98
轻微增加 0.85 0.15 0.04
显著增加 0.01 0.01 0.02

  由表2可知,不同高程范围内各植被变化类型的

空间分异较明显。2006—2019年整个时段内,植被

覆盖显著增加型随高程的升高呈明显减少趋势,在

3200m以下区域为优势分布(v>1.54),在2200m
以下植被增加趋势尤其明显(v=2.99);轻微增加型

先增加后减少,在3200m以下区域均为优势分布,
在2200~2700m 之间区域优势分布较明显(v=
1.62);3200~3700m之间分布相对稳定(v 略大于

或略小于(1);显著减少型随高程升高先增加后逐渐

减少,在3700~4200m之间区域呈较弱优势分布

(v=1.2);轻 微 减 少 型 随 高 程 升 高 不 断 增 加,在

4200m以上区域为主导类型,在4700m以上分布

优势明显(v=2.64)。其中,2006—2014年,植被覆盖

显著减少型随高程升高逐渐减少,在4200m以下区

域均为优势分布(v>1.0),尤其在2200m以下减少

趋势显著(v=2.16);轻微减少型随高程升高呈上下波

动趋势,在3700m以下及4200m以上区域均为优势

分布,在2200m以下优势分布尤其明显(v=3.38);显
著增加型及轻微增加型随高程增加先增加后减少,在
各高程范围内均为非优势分布(v<1.0)。2014—2019
年,显著增加型随高程增加逐渐减少,在3200m以下

区域呈优势分布,在2200m以下区域优势分布显著

(v=2.48);轻微增加型先增加后减少,在3700m以

下区域为优势分布,尤其在2200~2700m范围内分

布特别显著(v=4.34),到3700m后v 值迅速降低

至1.0以下,呈非优势分布;显著减少型呈先增加后

减少趋势,轻微减少型呈逐渐增加趋势,两者在各高

程范围内均为非优势分布。

3.3.2 坡度对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影响 祁连

山地形复杂多样,植被覆盖变化受坡度影响较明显。
将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变化数据与坡度分级数据叠加,
统计出不同年份不同坡度范围内植被覆盖变化情况,
见表3。由表3可知,植被覆盖度变化随坡度的增加

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2006—2019年整个时段来

看,显著减少型和轻微减少型在坡度25°以上区域均

为优势分布,尤其在坡度40°以上区域优势分布明显,

v 值分别为1.33,1.27;轻微增加型和显著增加型在

坡度15°以下区域占主导类型,在坡度5°以下区域分

布优势尤其显著,v 值分别为1.34,1.37;15°~25°坡
度范围内,各植被覆盖变化类型分布相对稳定(v 值

略大于或略小于1)。其中,2006—2014年,植被覆

盖显著减少型在各坡度范围内均为优势分布,在坡度

25°以上区域优势分布显著(v>1.47);轻微减少型在

坡度5°以上区域均为微弱优势分布,在坡度40°以上

区域分布相对明显(v=1.10);显著增加类型在各坡

度范围内均为非优势分布(v<1.0),轻微增加型仅在

坡度5°以下区域呈微弱优势分布(v=1.07)。2014—

2019年,轻微增加和显著增加型随坡度增加均逐渐

减少,轻微增加型在坡度25°以下区域为优势分布

(1.03<v<1.13);显著增加型在坡度15°以下区域为

优势分布,在坡度5°以下增加趋势明显(v=1.60);显
著减少型和轻微减少型随坡度升高均逐渐增加,显著

减少型在坡度大于25°区域为优势分布,在坡度4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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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减少趋势尤其明显(v=2.46);轻微减少型在坡度

大于15°的区域为主导类型,在坡度40°以上优势分布

明显(v=1.49)。

表3 祁连山2006-2019年不同植被

覆盖度变化类型v值随坡度变化情况

坡度/
(°)

植 被
覆盖度

变化类型

地形面积改正系数v

2006—
2019年

2006—
2014年

2014—
2019年

显著减少 0.69 1.08 0.17
轻微减少 0.57 0.92 0.30

≤5° 稳 定 0.83 1.16 0.46
轻微增加 1.34 1.07 1.13
显著增加 1.37 0.35 1.60
显著减少 0.92 1.13 0.49
轻微减少 0.86 1.05 0.72

5°~10° 稳 定 0.96 1.01 0.74
轻微增加 1.11 0.89 1.10
显著增加 1.10 0.60 1.30
显著减少 0.99 1.06 0.69
轻微减少 0.96 1.02 0.96

10°~15° 稳 定 1.01 1.01 0.97
轻微增加 1.11 0.96 1.10
显著增加 1.15 0.83 1.02
显著减少 1.03 1.09 0.95
轻微减少 1.02 1.01 1.11

15°~25° 稳 定 1.04 1.01 1.12
轻微增加 0.95 0.99 1.03
显著增加 0.94 0.93 0.87
显著减少 1.11 1.47 1.55
轻微减少 1.23 1.02 1.41

25°~40° 稳 定 1.09 1.01 1.34
轻微增加 0.81 0.92 0.92
显著增加 0.80 0.92 0.63
显著减少 1.33 1.48 2.46
轻微减少 1.27 1.10 1.49

>40° 稳 定 1.06 1.03 1.20
轻微增加 0.79 0.82 0.88
显著增加 0.78 0.91 0.71

3.3.3 坡向对祁连山植被覆盖度的影响 将祁连山

植被覆盖变化类型数据与坡向分类数据进行叠加分

析,统计出不同年份不同坡向植被覆盖度变化情况见

表4。
由表4可知,除平地外,祁连山各植被覆盖度变

化类型在其他坡向分布差异不显著。2006—2019
年,在平地区域,植被覆盖显著减少型占主导类型

(v=1.6),表明该区域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大,植被覆

盖度较低;在阴坡区域,显著增加型呈较弱优势分布

(v=1.16);在阳坡区域,轻微增加型呈较弱优势分布

(v=1.14);除此之外,各植被变化类型在其他坡向分

布差异不明显。其中,2006—2014年,在平地区域,
植被覆盖显著减少型优势分布明显(v=2.91),其他

植被覆盖变化类型呈非优势分布;在其他坡向,各植

被覆盖变化类型分布差异不明显(v 值略大于或略小

于1)。2014—2019年,在平地区域,显著增加型和轻

微增加型均呈优势分布,v 值分别为1.49,1.18,表明

该区域植被覆盖在逐渐恢复;在其他坡向,各植被覆

盖变化类型分布差异不明显。

表4 祁连山2006-2019年不同植被

覆盖度变化类型v值随坡向变化情况

坡 向
植 被
覆盖度

变化类型

地形面积改正系数v

2006—
2019年

2006—
2014年

2014—
2019年

显著减少 1.60 2.91 0.88
轻微减少 0.78 0.66 0.36

平 地 稳 定 1.07 0.56 1.59
轻微增加 1.06 0.52 1.18
显著增加 0.52 0.21 1.49
显著减少 0.95 0.96 0.90
轻微减少 0.99 0.99 0.96

阴 坡 稳 定 0.92 1.04 0.95
轻微增加 0.95 0.98 0.95
显著增加 1.16 0.96 1.05
显著减少 0.99 1.01 0.99
轻微减少 0.97 0.93 1.04

半阴坡 稳 定 0.98 1.01 1.04
轻微增加 0.99 1.02 1.05
显著增加 1.02 1.01 0.97
显著减少 0.98 1.07 0.98
轻微减少 0.96 0.99 0.93

阳 坡 稳 定 1.06 0.98 0.97
轻微增加 1.14 0.91 1.04
显著增加 0.88 0.91 0.95
显著减少 0.98 0.97 0.92
轻微减少 0.99 1.04 1.04

半阳坡 稳 定 1.05 0.97 1.05
轻微增加 0.99 0.96 1.01
显著增加 0.90 0.93 1.06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针对祁连山植被覆盖度研究,已有成果多基于气

候对其变化的响应,从地形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本

文基于祁连山2006,2014,2019年3期影像,采用像

元二分法模型进行植被覆盖度估算,在充分考虑地形

面积差异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该区域不同时间植被

覆盖变化情况以及不同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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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植被覆盖的空间分异性,研究结果对祁连山生态修

复具有参考意义。
(1)祁连山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特征为“西北部

低,东南部高”,总体以较低植被覆盖度为主。2006—

2019年祁连山植被覆盖度整体的变化趋势为增加,
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党河南山和疏勒南山西北部及

乌鞘岭东南部区域,尤其在祁连山西北部部分区域植

被覆盖增加显著,增加面积约占46.7%,减少面积约

占33.3%,植被恢复状况较好。低、较低植被覆盖度

面积减少;中、较高和高植被覆盖度面积均有增加。
其中,2006—2014年,祁连山植被覆盖度平均变化率

为-0.016,总体呈现减少趋势;2014—2019年,祁连

山植被覆盖度平均变化率为0.028,总体呈现出增加

趋势。
(2)祁连山植被覆盖度随海拔的升高呈现出先

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海拔3700~4200m之间

是植被覆盖度最高的区域。从不同高程范围来看,各
植被覆盖变化类型的空间分异较明显,海拔越高,植
被覆盖度减少越明显。2006—2019年,3200m以下

的中低海拔区域植被覆盖呈增加趋势,在2200m以

下的低海拔区域的荒漠草原带植被增加趋势尤其明

显,根据相关资料,植被增加类型主要以草本植物及

灌木为主;海拔3700m以上的中高海拔区域植被覆

盖则呈较弱的减少趋势,在4700m以上高海拔区域

的高寒草甸带植被减少趋势更明显,3200~3700m
高程范围内植被覆盖变化相对稳定。

(3)从坡度来看,植被覆盖度变化情况与坡度的

大小呈反比,坡度越大,植被覆盖度减少趋势越显著。

2006—2019年,在坡度15°以下区域植被覆盖呈增加

趋势,在坡度5°以下增加优势尤其显著;在坡度25°以
上区域植被覆盖呈减少趋势,在坡度40°以上区域减

少趋势尤其明显;在15°~25°坡度范围内,各植被覆

盖变化类型为稳定分布。
(4)从坡向来看,除平地外,各植被覆盖变化类

型在其他坡向分布差异不显著。平地区域由于易受

人为活动的干扰,植被覆盖度呈减少趋势;其他坡向

对植被覆盖变化影响不大。

4.2 讨 论

祁连山作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之

一,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其植被生长

环境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化,气温、降水等气候条

件受地形影响呈现出空间差异性,同时,人类活动的

剧烈程度在不同的地形地势条件下也不同,所有这些

因素都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及空间分布状况产生很大

影响,因此,在进行祁连山生态保护及修复的同时关

注地形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9年,祁连山植被

覆盖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这是由于2014年以来,政
府加强对祁连山地区的生态保护及生态环境治理修

复工作,采取封山育林、禁牧、禁止滥砍滥伐、滥采滥

挖等严格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人类活动大大减

少,植被逐渐恢复;另外,随着全球气温升高,祁连山

冰川积雪消融加速,也对植被生长发育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祁连山中等、较高和高

植被覆盖度增加的同时,疏勒南山东南部、走廊南山

和大雪山等个别区域的无植被覆盖或裸露土地也略

有增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区域过去人为活

动剧烈,矿产资源的开发,水电项目的建设,对自然生

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植被的适应性变得特别脆

弱,导致植被覆盖出现减少现象,具体的原因还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才能确定。
从祁连山生态植被变化的地形分布特征来看,其

在高程、坡度上的差异明显,植被覆盖度随高程和坡

度增加呈减少趋势。海拔3700m以上区域植被覆

盖减少,该区域虽然地势高,人类活动少,但植被类型

主要以脆弱的灌草丛及高山草甸、高寒垫状植被类型

为主,脆弱的本底条件以及寒冷的气候等自然因素可

能是造成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因而推断气候变化对

祁连山高海拔区域的植被覆盖影响较大,在日后的环

境生态治理工作中需加强对高海拔区域的脆弱的草

甸等植被类型的保护和管理;另外,坡度25°以上区域

植被覆盖呈减少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区域

地势陡峭,接收的太阳辐射强度较低,水土流失严重,
植被生长适宜性脆弱,植被状况容易发生变化,有必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加强该区

域的水土涵养能力有利于植被覆盖状况的改善;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在分析祁连山植被变化在坡向上的差

异时发现,虽然植被覆盖变化在不同坡向上存在一定

差异,但变化幅度不明显,可能是由于祁连山地势走

向为从西北到东南,且整体海拔较高,地形状况复杂,
独特的地形地势条件形成了局地的小气候,水热条件

组合情况多变,导致植被覆盖变化受坡向的影响不

大,而受高程和坡度的影响较大,不过这只是一种推

断,具体的原因和影响效应还需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

步探讨。
此外,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只

从地形因子角度出发进行了植被覆盖度的变化分析,
没有考虑气温、降水等气象因子以及政策等不确定因

素所带来的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综合气候、人类活

动等影响因素探讨植被覆盖度变化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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