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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南山地区2000-2018年土壤侵蚀时
空动态变化特征

姚 昆1,周 兵2,何 磊3,李玉霞4

(1.西昌学院 资源与环境学院,四川 西昌615000;2.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服务室,北京 海淀区100081;

3.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软件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610103;4.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610054)

摘 要:[目的]了解川西南山地区土壤侵蚀时空动态变化特征,为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提供科

学参考。[方法]基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完成该地区2000—2018年各年份土壤侵蚀量计算,并参照国家

水力侵蚀强度分级标准将其分为微度、轻度和中度等共6个等级,借助空间叠置功能和线性回归方程对其

时空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①研究区整体呈现由北向南强烈及以上等级侵蚀区面积逐渐扩大的变

化;②全域约有50%以上的地区存在明显的土壤侵蚀现象;③2010年区域土壤侵蚀强度存在较明显的突

变现象,全域约60%的地区强度等级未发生明显变化,各等级整体呈现较高稳定性;④整个时段内,全域

有超过95%的地区土壤侵蚀程度呈现明显好转和未发生改变的状态。[结论]川西南山地区土壤侵蚀总体

得到有效遏制,土壤侵蚀动态规律显著,降雨侵蚀对其变化驱动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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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andSpatialDynamicChangesofSoilErosioninMountainAreaof
SouthwestSichuanProvinceDuring20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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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dynamicchangesofsoilerosioninthemountainareaofSouthwesternSichua
Provincewereanalyzedtosupportthe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theregionalecologicalenvironment.
[Methods]Basedonthegeneralsoillossequation,thestudycalculatedtheamountofsoilerosioninthe
regionfrom2000to2018,anddivideditintosixlevelsincludingmild,lightandmoderateaccordingtothe
nationalwatererosionintensitygradingstandard.Thespatialoverlayanalysisandlinearregressionequation
methodswereusedtoanalyzeitstemporalandspatialchanges.[Results]① Asawhole,soilerosioninthe
studyareaincreasedgraduallyfromnorthtosouth;② Morethan50%oftheregionhadobviouserosion;

③In2010,therewasaobviousabruptchangeintheintensityofregionalsoilerosion,butnosignificant
changeoccurredinabout60%oftheregionalsoilerosionintensityleveloverthewholeperiodoftime,and
theoverallstabilityofthesoilerosionintensitylevelswasrelativelyhigh;④Duringtheentireperiod,more
than95%oftheareasintheregionshowedobviousimprovementandnochangeinthedegreeoferosion



state.[Conclusion]Soilerosionhasbeeneffectivelycontrolled.Thedynamiclawofsoilerosioninthestudy
areaisobvious,andrainfallerosionhasanobviousdrivingeffectonitschange.
Keywords:generalsoillossequation;linearregression;temporalandspatialevolution;mountainareaof

SouthwesternSichuanProvince

  土壤侵蚀不仅会引起耕地生产力下降、河床抬

升、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等生态环境问题,也会对人们

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威胁[1-2]。我国国土面积辽阔,
地质、气候以及地貌类型等自然条件相对复杂多样,
这也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土壤侵蚀问题相对严重的

国家之一[3]。四川省作为国家划定的土壤侵蚀重点

监测与治理区之一,资料显示全省约有24.90%的地

区存在土壤侵蚀现象[4]。结合RS和GIS技术实现

区域土壤侵蚀监测的方法主要包括影像解译制图和

与数学模型相结合定量计算两种[5]。前者主要对遥

感影像进行处理,参考相关地物信息和遵循国家行业

规范,以实现区域土壤侵蚀强度等级解译图制作,该
方法虽然较充分发挥了RS技术实现地区大面积同

步监测和数据实时动态更新的优点有效降低了成本,
但影像解译时考虑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少,且未能实现

侵蚀量的定量计算;相比下,后者将RS作为数据获

取的主要手段,提取出模型中所需影响因子,并在

GIS环境中实现侵蚀量计算和强度分级图的制作,其
既有效发挥出RS和GIS技术在数据获取与处理的

优势又能结合模型实现土壤侵蚀的量化比较,较大程

度弥补了前者的不足。当前,将RS和GIS与数学模

型相结合定量计算土壤侵蚀的方法主要包括通用

土壤流 失 方 程 (USLE)[6-8]、修 正 土 壤 侵 蚀 方 程

(RUSLE)[9-11]、中国土壤流失方程(CSLE)[12-14]、水
蚀预报方程(WEEP)[15-16]和四川省土壤流失方程

(SCSLE)等[5]。胡云华等[16]基于USLE模型实现了

大小凉山土壤侵蚀的定量研究;彭双云等[7]利用

USLE模型实现了滇池流域1999—2014年土壤侵蚀

时空演变规律的探索;操玥等[18]基于 USLE模型完

成喀斯特槽谷区2000—2015年土壤侵蚀演变规律分

析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模拟;对以上成果分析可

知,相比其他模型USLE具有参数较少、计算精度相

对精确、应用范围广和认可度较高的优点。川西南山

地区虽然是四川省划定的土壤侵蚀重点监测和防治

区[19],但截至目前却少有关于该地区土壤侵蚀时空

动态变化特征进行探索的研究,且部分已有成果又主

要侧重从空间角度仅对其分布规律进行分析[17,20]。
由于土壤侵蚀的形成与改变受到自然环境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它是生态环境动态演变的结果,
只有从时空相结合的角度对其动态变化规律进行分

析,才能较全面掌握其真实变化状况,科学合理的实

现其综合治理[21-22]。综上所述,本研究以该地区为试

验区,将RS,GIS技术与 USLE模型相结合,分别完

成其近2000—2018年各年份土壤侵蚀量的计算与强

度等级划分;对其强度分布和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

分析;借助栅格叠置功能和线性回归方程实现其时空

动态变化规律的分析;最后,就区域土壤侵蚀的综合

治理结合区域实际提出针对性参考建议,旨在为科学

治理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川西南山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

地带,包括凉山州(除木里县外)的所有县市、攀枝花

市全域和雅安汉源和石棉县,总计23个县级行政单

元,面积约5.91×104km2。区域年累计降雨量约在

600~800mm之间,降水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且主要集中于5—10月;地貌以山地为主,也有少量

的丘陵和平原;土地类型以林地、草地、水田和旱地为

主;土壤类型主要集中于紫色土、红壤和水稻土等。
受地形起伏、地质构造和生态系统复杂多样的影响,
该地区生态环境先天脆弱;加之,前期人们对区域水

电能源、矿产和旅游资源进行不合理的开发,加速了

区域地形的改变,进一步导致了土壤侵蚀、滑坡和崩

塌等自然灾害的频发。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基础数据包括:①90×90m的DEM 来源

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②该地区2000—2018年

1∶10万土地利用类型矢量数据,由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与数据中心(ttp:∥www.resdc.cn)提供;③研

究区和周边气象站1980—2018年的逐日累计降雨量

数据由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获取;

④川西南山地区30m土壤可侵蚀性因子由中科院

成都山地所刘斌涛课题组提供;⑤各年份 NDVI来

源于NASA,为 MODIS13Q1产品,取各年份最大化

合成结果。

2.2 USLE模型

本研究以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为基础完

成各年份侵蚀量计算,数学式为:
  A=R·L·S·K·C·P (1)

式中:A 代表年侵蚀模数〔t/(hm2·a)〕;R 代表年降

522第4期       姚昆等:川西南山地区2000—2018年土壤侵蚀时空动态变化特征



雨侵蚀力〔(MJ·mm)/(hm2·h·a)〕;K 代表土壤

可侵蚀性因子〔(t·hm2·h)/(MJ·mm·hm2)〕;
L,S 分别代表坡度坡长因子;C,P 则代表植被管理

和水土保持保持措施因子。
2.2.1 降雨侵蚀力因子(R) 降雨侵蚀力能较客观

描述降雨对地区土壤侵蚀的影响作用,本研究采用章

文波等[23]基于日累计降雨量计算侵蚀力的模型。计

算公式为:

  

Mi=α∑
k

j=1
(Dj)β

β=0.8363+
18.144
P(d12)

+
24.455
P(y12)

α=21.586β-7.1891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2)

式中:Mi 为第i个半月的降雨侵蚀力;Dj 为半个月

时间内第j天的日累计降雨量;k为该半个月时间的

天数;α,β分别为模型参数;其中,若Dj≤12则数

值为零,相反Dj≥12则计入计算;P(d12),P(y12)为日

降雨量≥12mm的日均降雨量和为年均降雨量。
以Python语言结合公式(2)完成各年份各站点

降雨侵蚀力计算,最后以反距离权重插值完成降雨侵

蚀力图的做作。

2.2.2 坡度坡长因子(LS) 分别采用刘宝元等[7,17]

针对中国提出的坡长和刘斌涛等[24]对西南地区进行

校正的坡度模型完成这两个因子的计算(图1)。
坡长因子公式:

L=(λ/22.13)m m=

0.2 (θ≤1°)  
0.3 (1°<θ≤3°)

0.4 (3°<θ≤5°)

0.5 (θ>5°)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3)

坡度因子公式:

S=

10.8sinθ+0.3   (θ≤5°)   
16.8sinθ-0.5   (5°<θ≥10°) 
20.204sinθ-0.1204 (10°<θ≤25°)

29.585sinθ-5.6079 (θ>25°)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4)

式中:L,S 分别代表坡长和坡度因子;λ代表单位坡

长;θ代表坡度;m 代表坡度计算指数。

  以DEM为基础数据,借助ArcGIS10.4为工具,
结合公式(3)—(4)完成该地区坡长和坡度因子的

计算。

2.2.3 土壤可侵蚀性因子(K) K 值确定的常用方

法主要包括中值粒径计算、诺模图、查表以及EPIC模

型等,其中EPIC模型应用范围最广[5,7]。刘斌涛课题

组基于EPIC模型完成土壤K 值的计算并结合张利科

等[17]的模型进行校正,最后利用GIS空间插值与平滑

优化方法对数据进行进一步优化以提高精度。

图1 研究区坡度坡长和K 因子分布

2.2.4 植被覆盖管理因子(C) 植被覆盖管理因子

是一项用于描述植被覆盖状况对土壤侵蚀综合影响

作用强弱的指标,采用蔡崇法等[26]提出的模型实现

各年份C 因子的计算。计算公式为:

 C=
1         (fc=0)

0.6508-0.3436lgfc (0<fc<0.783)

0         (fc≥0)

ì

î

í

ï
ï

ïï

(5)

式中:fc 为植被覆盖度,以NDVI为基础结合像元二

分模型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fc=
NDVI-NDVIsoil
NDVIveg-NDVIsoil

(6)

式中:NDVIveg 为 植 被 全 覆 盖 的 NDVI最 大 值;

NDVIsoil则为全裸地的 NDVI。分耕地、林地和草地

等6个1级地类分别完成各个地类NDVI像元累计

分布概况的统计,最终取NDVI累计像元分布概率的

0.05%进行植被和土壤阈值替代,结合公式(6)完成

植被覆盖度计算,采用公式(5)完成C 因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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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 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在参考前人成果[3-4,17]的基础上进行确定(表1)。

2.3 线性回归方程

为实现土壤侵蚀模数随时间变化规律的分析,并
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研究引入一元线性回归方

程[27-29]。计算公式为:

    X=
n×∑

n

i=1
i×Ai- ∑

n

i=1
Ai( )

n×∑
n

i=1
i2- ∑

n

i=1
i2( )

(7)

式中:X 代表斜率;n代表年份;Ai 代表该地区第i年

的土壤侵蚀模数;若X>0则表示土壤侵蚀模数值有

增大趋势,整体侵蚀程度有加重发展倾向;相反,则反之。

表1 各土地类型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数值

类型 水田 旱地 林地 草地 居名点和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土地

P 0.15 0.35 1 0.8 0 0 1

  同时,采用F 检验实现斜率变化的显著性分析,
计算公式为:

F=U×
u-2
Q

(8)

式中:Q=∑
n

i=1
(Ai-̂Ai)2,U=∑

n

i=1
(̂Ai-Ai)2 分别代表

误差和回归的平方和;̂Ai 代表第i年侵蚀模数的回

归值;Ai 则代表各年份真实侵蚀模数的均值。研究

将检验结果分为[27]:侵蚀显著好转(X<0,p≤0.05),
无显著好转(X<0,p>0.05)、无显著严重(X>0,

p>0.05),显著严重(X>0,p≤0.05)。

3 结果与分析

3.1 侵蚀强度分布特征

为更全面掌握该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基本的空间

分布特征,研究参照国家水利部门颁发的《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8)》[5,22],将该地区2000—

2018年土壤侵蚀分为微度、轻度、中度、强度、极强烈

和剧烈共计6个等级(图2)。

图2 研究区2000-2018年土壤侵蚀强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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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图2)分析,将川西南山地区土壤侵蚀强度

分布图与胡云华等[17]和黄凤琴等[20]成果进行对比可

知,结果显示本研究土壤侵蚀强度空间分布与前人成

果基本吻合,这间接证明了研究成果基本可靠;就全

域土壤侵蚀强度空间分布变化分析,南部相比北部强

烈以上等级侵蚀区分布的范围相对较广。以2018年

为例,从微度到剧烈各等级侵蚀区在全域面积占比分

别为48.93%,22.87%,13.78%,8.18%,5.49%和

0.75%,除微度(侵蚀不明显可忽略不计)外,全域约

有50%左右的区域存在明显的土壤侵蚀现象,该地

区土壤侵蚀现象相对明显。

3.2 土壤侵蚀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分析

3.2.1 侵蚀强度面积变化特征分析 为分析各不同

等级侵蚀区面积随时间的变化特征,研究将其为不同

阶段进行讨论。
结合不同年份各强度侵蚀区栅格占比(图3)分

析,2000—2010年内,全域中度及以下等级侵蚀区的

分布范围呈现逐渐扩大的变化趋势,而强烈及以上等

级侵蚀区的面积占比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变化,全
域土壤侵蚀整体呈现出明显好转的发展倾向;结合植

被覆盖和降雨状况(表2)分析,该阶段内全域植被覆

盖管理和降雨侵蚀力因子的数值整体均呈现明显下

降的变化趋势,这可能得益于研究区于2000年左右

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系列环境保护

生态工程,区域植被覆盖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其较有

效抑制了区域土壤侵蚀面积的扩张和强度的改变。

2010—2018年内,中度及以下等级侵蚀区面积总和

在全域所占比例仍然处于持续升高的变化趋势,2015

年强烈、极强烈和剧烈3个等级面积全域占比总和比

2010年的占比总和高,而2018年这3个等级的面积

总和占比却又比2015年低。结合植被覆盖和降雨状

况(表2)分析,原因可能为:2010—2015年内,全域降

雨侵蚀力在2010年出现了明显的突变锐减,降雨侵

蚀力年平均数值达到了近20a的最低值,2015年全

域降雨侵蚀力年平均值明显高于2010年,虽然整个

时段内,植被覆盖状况处于持续好转的发展状态,这
对土壤侵蚀范围扩展和强度加重起到了较有效的抑

制作用,但是降雨侵蚀对水土流失易发性和严重程度

改变的驱动作用可能远大于其他因子的抑制效果,因
此才形成了2010年强烈及以上等级区面积总和比例

高于2015年现场的产生;2015年以后,植被对土壤

侵蚀形成与强度改变的相对有效抑制作用仍然发挥

作用,并且2018年全域整体的平均降雨侵蚀力也呈

现出相对明显的数值下降改变,因此又促进了强烈级

以上等级侵蚀区面积总和比例的下降。

图3 研究区2000-2018年各侵蚀强度等级栅格像元比例

表2 各年份植被管理(C)和降雨侵蚀力(P)因子变化

年 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植被覆盖管理(C)因子 0.6071 0.5686 0.5440 0.4891 0.4710
降雨侵蚀力(R)因子 3710.2875 3641.9095 3242.7731 3940.7574 3464.6029

3.2.2 侵蚀强度空间变化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

川西南山地区土壤侵蚀各强度等级间的空间变化规

律,以ArcGIS10.4为平台借助空间叠置功能实现其

2000—2010年、2010—2018年和2000—2018年土壤

侵蚀强度变化图的制作(图4)。

2000—2010年内,全域约有66.49%的区域侵蚀

强度等级未发生改变,主要集中于盐源中部盆地、安
宁河平原、雅砻江中下游河谷区和会理县西南部等

地区,这些区域地势相对平缓,水土保持措施相对

较好,土壤侵蚀强度等级相对稳定;约有24.84%的

区域强度等级降低,大部分集中于安宁河右侧区县的

大部分区域,少部分零散分布于安宁河左侧和下游的

山地区;这一阶段内,仅有8.67%的地区侵蚀强度

等级升高,大都分布于江河水系两侧海拔高山和极

高山区,这些地区地势陡峭,植被类型相对单一,温度

寒冷、太阳直射时间长且昼夜温度较大,易引起岩石

风化和 地 貌 剥 蚀,有 效 的 人 工 干 预 也 较 难 实 现。

2010—2018年内(图4),和前一阶段相似,全域分别

约有64.48%和19.04%的地区土壤侵蚀强度等级未

发生改变和等级下降,它们主要空间分布区域也与上

一阶段基本相似;而有16.48%的区域出现强度等级

的上升,相比上一阶段它们除在原有范围内分布外,

82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在研究区的西南部的中低山区也出现了分布面积

扩张的现象。就2000—2018年整个研究阶段(图4),
约有63.08%区侵蚀强度未产生明显的等级改变,

23.68%的地区出现等级下降的变化趋势,约10.09%

等级强度升高,它们的空间分布与前两个阶段均基本

一致,研究表明在近20a内,整个地区土壤侵蚀强度

整体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且整体呈现等级下降好转的

趋势变化。

  注:负数代表侵蚀强度等级下降,绝对值越大代表强度等级下降和侵蚀好转程度越明显;正数代表强度等级升高,数值越大代表侵蚀强度升

高和加重程度越显著。

图4 研究区各时段土壤侵蚀强度等级变化

3.2.3 土壤侵蚀整体趋势发展 研究以ArcGIS10.4
为数据处理工具,结合公式(10)实现该地区2000—

2018年土 壤 侵 蚀 模 数 斜 率 的 计 算 与 显 著 性 检 验

(图5)。

图5 研究区土壤侵蚀模数斜率和显著性检验结果

  由图5可知,整个阶段内全域有59.10%的像元

斜率数值小于零,表示整个阶段内这些地区土壤侵蚀

程度有好转的发展趋势;有40.9%的像元斜率值为

正,代表这些地区近20a内侵蚀程度有加重发展倾

向。结合显著性检验结果分析可知,近20a内,有

50.17%的地区侵蚀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好转的发展

态势,它们主要集中分布于盐源中部盆地、安宁河中

上游河谷(冕宁县和西昌市)两侧山地区、喜德县、尼

日河流域(甘洛县和越西县)以及美姑县等地的大部

分地区;有2.41%的地区侵蚀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加

重的发展倾向,它们主要集中分布于米易县东部、会
理县东南部和会东县西部;有47.42%的地区土壤侵

蚀状况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综上分析可知,随着系列生态环保的措施的实施

区域土壤整体的道道有效遏制,正朝向良好的状态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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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川西南山地区为四川省土壤侵蚀问题相对严重

的地区之一,加强区域土壤侵蚀的实时动态变化监

测,分析其时空变化规律对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参考依据的提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从侵蚀

强度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对其计算结果进行了间接验

证;从强度面积变化、等级空间变化以及整体趋势分

析等角度对其时空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对以上成果分

析可知,论文采用的方法是可行的,研究的预期目标

也基本被实现。
为更有效实现川西南山地区土壤侵蚀的综合治

理,研究建议可用从如下4个方面进行思考:①该地

区内有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和黑水河等众多径流

量较大的江河水系,在对这些地方进行水电能源开发

时应进行更合理的规划与管理,尽量避免区域土壤侵

蚀面积和强度的扩大;②由于区内适合耕作的土地

资源有限,坡耕地过度开垦现象相对明显,应加大坡

耕地资源合理利用的监管力度,对坡度>25°的坡地

耕作区继续实施退耕(牧)还林(草)等已有的环保措

施,对坡度<25°的坡地耕作区可以考虑坡耕地向梯

田的改造;③研究区内矿产资源相对丰富,应加强采

矿区开采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监测,努力减少因矿

产资源开采引发土壤侵蚀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研究发现,该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在2010年出现

突变现象,笔者猜想这可能是降雨侵蚀对区域土壤侵

蚀易发性与侵蚀强度改变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因

子的抑制作用的原因造成的,这一猜想虽然也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但本文未能对其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和论

证,若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分析地理现象空间分异

特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详细分析和深入的探

讨,其将进一步促进研究成果更具价值。

4.2 结 论

(1)川西南山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在空间分布特

征上呈现出全域向南部发展侵蚀强度等级相对越高,
中度及以上等级侵蚀区的分布范围也相对越广。

(2)整个阶段内,各强度的面积变化分析可以发

现,2010年川西南山地区强烈、极强烈和剧烈这3个

等级面积总和全域占比达到了2000—2018年最低谷

值,呈现出明显的突变现象,结合区域实际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降雨突变造成的。
(3)就2000—2018年整个阶段分析,川西南山地

区土壤侵蚀强度整体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强度等

级未发生改变和等级下将的区域面积总和全域占比已

经超过全域总面积的80%,线性回归方程计算结果也

表明,整个时段内全域约有85%的地区侵蚀模数处于

未发生改变或下降变化状态,以上两者均表明全域整

体而言,其土壤侵蚀近20a内整体到了较有效遏制。
相比已有成果,本研究实现了川西南山地区土壤

侵蚀多期成果的时空动态变化规律分析,较有效弥补

了已有成果从空间单一角度出发,仅对其空间分布特

征进行分析,未能从时空相结合视角实现区域土壤侵

蚀时空动态变化特征的较全面分析。论文为较全面

实现该地区土壤侵蚀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更科学的理

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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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东江源区2000-2019年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周 萌1,刘友存2,孟丽红3,焦克勤4,李 奇2,邹心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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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2000—2019年东江源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进行分析,从而为该区水源地的保护和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以东江源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04,2009,2014和2019年5期的Landsat影像数

据,提取绿度(NDVI)、湿度(WET)、干度(NDBSI)和热度(LST)4项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遥感生态指

数(RSEI)法,对东江源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2000—2019年研究区的RSEI指数分别为

0.356,0.538,0.332,0.608和0.637,生态环境质量呈现上升、下降和上升趋势,总体上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生态环境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植被覆盖率较高的中部和东南部,较差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人类活动

密切的东部和西北部的城镇区。研究区内优良等级的生态环境质量占主导地位,其面积比例由2000年的

0.2049%上升到2019年的92.3464%,生态环境明显变好。热度(LST)和干度指标(NDBSI)重心偏移变

化较小,为1.616km和1.482km,而绿度(NDVI)和湿度指标(WET)受人口密度和开发程度的影响,绿地

分布和土壤含水量随着建设用地的开发而开始分散,使偏移量增大。[结论]在2000—2019年,除城市交

通造成周边的环境质量下降外,其余地区较之前都有明显的改善。植被覆盖和城市用地之间的关系是造

成东江源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成因。

关键词:遥感生态指数;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变化;重心偏移;东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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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ofDongjiangRiverHeadwaters
BasedonRemoteSensingEcologicalIndexDuring2000-2019
ZhouMeng1,LiuYoucun2,MengLihong3,JiaoKeqin4,LIQi2,ZouXinyi1

(1.SchoolofCivilandSurveying& MappingEngineering,Jiangxi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Ganzhou,Jiangxi341000,China;2.SchoolofResourcesand

EnvironmentalEngineering,Jiangx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Ganzhou,Jiangxi341000,China;

3.College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alEngineering,GannanNormalUniversity,Ganzhou,Jiangxi341000,China;

4.NorthwestInstituteofEco-environmentandResource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Lanzhou,Gansu73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lchangesintheheadwatersofDongjiangRiverin2000—

2019wereanalyzed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the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thewatersourcearea.
[Methods]BasedonLandsatimagedataof2000,2004,2009,2014and2019,fourindexesincludinggreen
degree(NDVI),humidity(WET),dryness(NDBSI)andheat(LST)wereextracted.Principalcomponent



analysisandremotesensingecologicalindex(RSEI)wereuse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ofthe
headwatersofDongjiangRiverwasevaluatedandanalyzed.[Results]From2000to2019,theRSEIindexin
thestudyareawas0.356,0.538,0.332,0.608and0.637,respectively.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
showedanupwardtrend,adownwardtrendandanupwardtrend.Overall,theecologicalenvironment
qualitywassignificantlyimproved.Theregionswithbetterecologicalenvironmentweremainlydistributedin
thecentralandsoutheasternareaswithhighervegetationcoverage,whiletheregionswithworseecological
environmentweremainlydistributedintheeasternandnorthwesternurbanareaswithclosehumanactivities.
Inthestudyarea,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ofexcellentlevelwasdominant,anditsareaproportion
hadincreasedfrom0.2049%in2000to92.3464%in2019,indicatingthattheecologicalenvironmenthad
significantlyimproved.Theshiftofgravitycenterofheat(LST)anddrynessindex(NDBSI)was1.616km
and1.482km,whiletheshiftofgreendensity(NDVI)andmoistureindex(WET)wasaffectedbypopulation
densityanddevelopmentdegree.Thedistributionofgreenlandandsoilmoisturebegantoscatterwiththe
developmentofconstructionland,whichincreasedtheshift.[Conclusion]From2000to2019,exceptforthe
deteriorationofthesurroundingenvironmentalqualitycausedbyurbantransportation,therestoftheregion
hadsignificantimprovementcomparedwiththepreviousperiod.Therelationshipbetweenvegetationcover
andurbanlandusewasthemaincauseofecologicalenvironmentchangeintheheadwatersofDongjiangRiver.
Keywords:remotesensingecologicalindex;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spatiotemporalvariation;centerof

gravitydeviation;DongjiangRiverheadwaters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1],当前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改

善,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正确认识

和评价流域生态环境状况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

高效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目前,基于单一指

标的评价方法是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常用方法,
如相对指标法[3]、模糊评价法[4]、指数评价法[5]和相

关分析法等[6]。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评价一

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EI,ecologicalindex)[7]。然而,EI指数往往只用单

一数值表示研究区域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情况,且其

指标权重的确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对于反映其内部

的生态环境状况的差异特征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如

何运用综合指标对区域内部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准确

监测已成为当前生态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近年来,
随着遥感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区域生态环境研究提供

了实时监测和准确评价的可能[8]。徐涵秋[9]提出了

基 于 Landsat-TM 影 像 的 RSEI(remotesensing
basedecologicalindex)的概念,并通过耦合一个地区

的地表湿度(WET)、干度(NDBSI)、热度(LST)和绿

度(NDVI)4项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指

标,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建立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评价体系,研究表明,新建立的生态指数能比单一指

标更好地综合代表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刘智才

等[10]采用遥感生态指数对杭州市的城市生态环境变

化进行了分析,印证了建设用地是影响杭州市生态质

量最 重 要 的 因 素。Estoque 等[11]利 用 Landsat-
8OLI/TIRS探讨了大都市城区不透水表面和绿地的

丰度和空间模式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不透水地表面与

地表温度有显著相关性,对东南亚大城区的城市生态

规划提供参考价值。Goward等[12]利用遥感观测获

取陆地土壤水分并结合地表温度,评估了生态土壤与

温度随土壤湿度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结果可为后续土

壤湿度条件在评估生态环境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Andrew等[13]人利用VHRTIR数据在较低分辨率下

识别地表温度(LST),并用于定位城市热岛效应。

Caccamo等[14]人利用 MODIS监测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悉尼盆地火灾易发区的森林植被类型的干旱

情况,发现光谱指数能为物质植被类型提供最合适的

干旱指标。总之,遥感技术应用于在城市生态环境领

域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5],然而综合利用多

评价指标进行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于流域[16]尺度的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研究更不多见。东江源流域作

为粤港地区主要的饮用水源,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事

关粤东尤其是港澳地区的饮用水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而如何监测流域的环境变化及对其生态环境进行保

护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选择江西省东江源区作

为研究区,采用 Landsat影像集成耦合各 时 段 的

RSEI,对2000—2019年东江源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进

行长时间序列的分析,探讨了各指标重心偏移情

况[17]及研究区的社会经济发展[18]状况,进而分析其

生态环境的驱动因素,从而为东江源水源地的保护和

利用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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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东江源位于江西省南部,主要包括寻乌水和定南

水两条支流。研究区位置介于114°47'36″—115°52'36″E
与24°33—25°12'18″N之间,涉及江西省寻乌和定南

两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安远、龙南和会昌三县的小部

分地区。地势地形以低山和丘陵为主,地势上东、北
和西部高,南部低(图1)。东江源区近似扇形,东西

宽110.0km,南 北 长95.5km,江 西 省 境 内 面 积

3524.0km2,约占东江流域总面积的13.0%。东江

源区位于亚热带南缘,是典型的亚热带丘陵山区湿润

季风气候区。

图1 东江源区域概况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源及预处理

为了避免植被生长状况不同和下垫面要素各异

造成的影响,同时使分析研究具有可比性,并考虑了

云量和数据精度要素。本文选取2000,2004,2009,

2014和2019年秋季Landsat遥感影像作为主要的

数据源(表1)。同时,以东江源区的行政区划矢量文

件、DEM图和重心偏移图以及东江源区社会经济发

展等相关资料作为补充。运用ENVI遥感图像处理

软件对5期影像进行预处理,主要包括:辐射定标、大
气校正和几何校正。从而减少不同时相影像在地形、
光照和大气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保证影像间空间叠加

分析的准确性[19]。

表1 东江源区遥感影像数据信息

序号 成像日期 卫星/传感器 轨道号 云量 波段数

1 20001102 Landsat-5/TM 121~043 0.01 7
2 20041012 Landsat-5/TM 121~043 0 7
3 20091026 Landsat-5/TM 121~043 0.12 7
4 20141008 Landsat-8/OLI 121~043 3.14 11
5 20190920 Landsat-8/OLI 121~043 0 11

2.2 研究方法

2.2.1 RSEI的计算 相比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颁

发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中的生态环境状

况指数EI,RSEI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7]。RSEI
除了可以定量评价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外,还可以对

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可视化,同时支持对研究

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建模和预测,从
而弥补了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20]。其4项指标包括

K-T变换的湿度分量(Wet)表征的湿度指标[21-22],植
被指数(NDVI)表征的绿度指标[23],地表温度(LST)
表征的热度指标[24],建筑—裸土指数(NDBSI)表征

的干度指标(表2)[25-26]。

表2 RSEI评价指标及其计算公式

指标 计算公式

湿度 Wet(Landsat5_TM)=0.0315ρB+0.2021ρG+0.3102ρR+0.1594ρNIR-0.6806ρSWIR1-0.6109ρSWIR2
Wet(Landsat8_OLI)=0.1511ρB+0.1973ρG+0.3283ρR+0.3407ρNIR-0.7117ρSWIR1-0.4559ρSWIR2

绿度 NDVI=ρNIR-ρR

ρNIR+ρR

热度 L6=gain×DN+bias, T=
K2

ln K1

L6
+1( )

, LST=
T

1+
λT
αlnε

干度 NDBSI=
SI+IBI
2

, SI=
(ρSWIR1+ρR)-(ρSWIR1+ρB)
(ρSWIR1+ρR)+(ρSWIR1+ρB)

, IBI=

2ρSWIR1
ρSWIR1+ρNIR

- ρNIR

ρNIR+ρR
+ ρG

ρG+ρSWIR1( )
2ρSWIR1

ρSWIR1+ρNIR
+ ρNIR

ρNIR+ρR
+ ρG

ρG+ρSWIR1( )
  注:ρB,ρG,ρR,ρNIR,ρSWIR1,ρSWIR2分别代表经辐射定标后传感器TM第1,2,3,4,5,7波段及OLI第2,3,4,5,6,7波段的反射率;L6 为热红

外6波段在传感器中的辐射值;DN为灰度值;gain,bias为6波段的增益与偏置值;T 为传感器温度值;K1,K2 为定标参数;λ为热红外6波段

的中心波长,λ=11.5μm;α=1.438×10-2mK;ε为地表比辐射率;SI为裸土指数;IBI为建筑指数。下同。

2.2.2 综合指标的构建 RSEI是运用第一主成分

分析方法(PCA)来耦合湿度、绿度、热度和干度4项

指标,并集成各指标的权重而得到的综合指数。为了

避免主成分分析造成的结果偏差,在进行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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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要对4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其计算公式为:

NIi=
(Ii-Imin)
(Imax-Imin)

(1)

式中:Ni为正规化后的某一指标值;Ii为该指标在像元i
的值;Imax为该指标的最大值;Imin为该指标的最小值。

其次,为使湿度分量能够真实的表征地面的湿度

条件,采用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MNDWI)[27]实现

水体信息的掩膜,从而避免大面积水体影响PCA的

荷载分布。而后对新的影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保留

方差最大的第一主成分,即初始生态指数RSEI0。

RESI0=
1-{PC1 f Wet,NDVI,NDBSI,LST( ) } (2)
最后,对RSEI0进行归一化得到值域为[0,1]之

间的RSEI,其计算公式为:

   RESI=
RESI0-RESImin
RESImax-RESImin

(3)

RSEI值越趋近于1,代表生态环境质量越优,反
之越差。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环境的时间变化分析

通过各时段指标和RSEI统计指标(表3),可以

发现:过去20a东江源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呈现向好

趋势。从不同时段来看,RSEI均值由2000年的

0.356上 升 到 2004 年 的 0.538,2009 年 又 下 降 到

0.332,2019年又上升到0.637,20a间上升了44.1%。
从不同指标来看,绿度和湿度指标的均值是先降后

升,而归一化后的干度和热度指标先升后降,这是符

合实际情况的。结合研究区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来看,定南县历市镇和寻乌县文峰乡的绿度

变化最为明显,其次为寻乌县澄江镇、吉潭镇和留车

镇以及安远县孔田镇。主要原因是这些区域属于城

镇地区,植被覆盖度较低,导致 NDVI值较低。湿度

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流域附近的居民地,而在植被

覆盖度较高的区域,土壤含水量多,湿度分量较大。
干度分量的变化主要受土壤和建筑物的影响,2000年

地表多为裸土,造成地表严重干化。2004—2009年,
开荒种地和建造房屋等城镇化的发展导致用地面积

不断扩大,地表干化相较之前具有明显的升高。近年

来为保护东江源的生态环境,当地政府采取了部分居

民搬迁,使建筑用地和裸地面积减少,干化程度下降,
生态环境好转。热度指标的高温区主要集中在寻乌

县文峰乡和留车镇等城镇区和裸地区,而植被覆盖较

多的地方,温度是适宜的。在东江源RSEI分布图(图

2)中也体现出相应的情况。相较于2000年,2004年

表示生态环境差的红色区域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扩

张而逐渐扩散,且分布范围较广。在2009年部分区

域开始出现好转,主要在寻乌县文峰乡和安远县孔田

镇与三百山镇。同时在2009—2014年定南县境内前

期受山洪灾害影响导致历市镇的生态环境出现恶化

趋势。而在2014年开始对山洪灾害区进行防护和整

治工作,到了2019年橙红区域逐渐被蓝绿区域取代,使
研究区的生态环境得到大大改善。从5期RSEI分布

图来看,在20a间东江源区的生态环境是逐渐好转的,
尤其是在2014年之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大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因此,所建立

的RSEI生态指数得到的结果与4项指标所描述的结

果相吻合,故可以综合反映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

表3 东江源区各时段各指标和RSEI的统计值

年份 指 标 WET NDVI NDBSI LST RSEI
最小值 -1.000 0.472 -0.349 4.443 0.000

2000
最大值 0.140 0.883 0.035 41.133 1.000
均 值 -0.007 0.678 -0.187 17.033 0.356
标准差 0.028 0.159 0.112 2.497 0.085

最小值 -1.000 -0.991 -0.393 15.466 0.000

2004
最大值 0.106 0.998 0.425 39.512 1.000
均 值 -0.006 0.634 -0.245 25.169 0.538
标准差 0.026 0.148 0.117 2.411 0.117

最小值 -0.616 0.527 -0.417 7.288 0.000

2009
最大值 0.249 0.921 0.498 43.798 1.000
均 值 -0.006 0.724 -0.241 25.929 0.332
标准差 0.028 0.197 0.133 2.592 0.028

最小值 -0.838 -0.822 -0.902 5.930 0.000

2014
最大值 0.225 0.847 0.804 42.908 1.000
均 值 -0.019 0.731 -0.244 25.855 0.608
标准差 0.041 0.172 0.168 3.097 0.092

最小值 -0.753 -0.992 -0.903 19.369 0.000

2019
最大值 0.262 0.887 0.992 48.991 1.000
均 值 -0.013 0.778 -0.273 29.299 0.637
标准差 0.036 0.152 0.150 2.500 0.059

  依据统计的各等级生态指数面积比例(表4)和生

态指数分级(图3)。在时间尺度上,2000—2019年优

和良生态等级的面积比例上升了46.0707%,表明

20a间研究区生态环境在不断好转。生态级别为优

的面积逐年递增,2019年最大为1953.4356km2,比
例56.2831%,2000年最小,比例0.0003%。2000—

2019年为中和良的生态等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2019
年为中的生态等级最小,面积为230.913km2,比例

6.6532%,2014年良等级比例最大为75.1459%。20a
间生态级别为差和较差的面积比例明显降低,2014年

比例最小0.3087%,2000年最大74.2549%。所述的

实际数据验证了东江源生态环境状况呈现先下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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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趋势,其中2000—2009年是研究区生态恶化

的10a,此后,生态环境明显的改善。从生态指数分

级图可以看出,研究区生态级别较优的地区位于东北

部的桠髻钵山、东部的项山甑和西南部的岿美山等

地。而以天然林地和植被覆盖为主的山区,湿度和绿

度指标均较高。生态级别较差的地区主要位于寻乌

县文峰乡、澄江镇和留车镇,定南县历市镇以及安远

县孔田镇和三百山镇等主城区,植被覆盖度较低的城

市建设用地属于典型的热岛区。2000年环境质量处

于较差的等级,2000—2004年有所好转,而2004—

2009年,主城区开始前期发展,城市扩张和道路建设

以及高耗能生产企业快速发展等造成生态环境质量

下降。2009年之后,当地政府环保部门意识到了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相继出台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的政

策,如人口迁移和水源地保护等措施,使得东江源生

态环境近些年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图2 东江源区各时期RSEI分布

表4 东江源各时段生态等级和面积变化比例

生态等级 
2000年

面积/km2 比例/%
2004年

面积/km2 比例/%
2009年

面积/km2 比例/%
2014年

面积/km2 比例/%
2019年

面积/km2 比例/%
差[0,0.2] 12.8205 0.3694 13.8663 0.3995 0.3222 0.0093 0.0387 0.0011 0.0225 0.0006
较差(0.2,0.4]2564.3493 73.8855 549.0891 15.8207 30.0762 0.8666 10.6776 0.3076 14.1822 0.4086
中(0.4,0.6] 865.9152 24.9492 1744.6959 50.2692 783.000 22.5602 486.7686 14.0251 230.913 6.6532
良(0.6,0.8] 7.101 0.2046 1142.6634 32.9231 2399.4117 69.1332 2608.0947 75.1459 1251.6381 36.0629
优(0.8,1] 0.0099 0.0003 0.2052 0.0059 237.3885 6.8398 344.6136 9.9292 1953.4356 56.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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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江源区RSEI分级的空间分布

3.2 生态环境的空间变化分析

利用各项指标的重心偏移可以从宏观上分析东

江源生态环境的空间变化,有利于分析4项指标在空

间上的具体偏移量。由东江源4项指标重心偏移分

析(表5)可知,每项指标在不同的时段均存在着偏

移。对于NDBSI和 LST来说,总的重心偏移量较

小,分别为1.616和1.482km。而就 NDBSI来说,

2004—2009年和2009—2014年两个时段的偏移量

较大,达到了5.0km以上。而对于LST来说,只有

2009—2014年的重心偏移量较大,达到了5.0km以

上。究其原因,2009年、2014年两个时段是城市化快

速发展阶段,也是各种工业化产业崛起的时期,土地

利用不断 扩 张,即 造 成 重 心 偏 移。对 于 NDVI和

WET来说,总体上偏移量较大。而就NDVI来说,前

10a整体上偏移比较均衡。但在2014—2019年重心

偏移减小很多,说明在上一时段的基础上植被覆盖未

出现较大变化。而就 WET来说,在2009—2014年

重心偏移达到最大,为29.607km。在2004—2009年

重心偏移最小,为5.657km。对于NDVI和 WET的

重心偏移变化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规模扩大,人口

密度和开发密度不断增大,绿地分布和土壤含水量随

着建设用地的开发而开始分散,从而使得植被和土壤

含水量也随之变化,故存在上述的差异。

表5 研究区各指标重心偏移量 km

时 段
指 标

NDBSI LST NDVI WET
2000—2004年 1.528 2.271 15.472 26.028
2004—2009年 5.767 1.365 18.069 5.657
2009—2014年 5.326 5.360 16.227 29.607
2014—2019年 0.579 3.795 3.146 13.208
2000—2019年 1.616 1.482 16.668 1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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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重心偏移(图4)也可以看出,绿度和湿度指标

变化幅度较大,且规律性不强。对于绿度而言,NDVI
主要向西部移动,但偏移量不大,这可能与东江源头

保护区位置有关,作为水源地保护区,附近居民较少,
植被生长良好;而湿度的变化主要向东部的城镇区靠

近,城区的发展与居民生活都离不开水,且现在大力

发展文明城市,城区绿化环境越来越好,土壤湿度增

强。近几年,西南部的定南县经历洪灾后重建,建设

用地增加,植被数量较少,导致干度和热度指标往西

部移动。这4项指标变化主要与城镇地区每年的发

展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于绿度和湿度指标,干度和

热度指标分布比较集中,且变化曲线较平缓。

图4 东江源区各指标重心偏移

3.3 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3.3.1 主成分分析结果 PCA集成了单一指标的原

始信息,并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态环境状况,此方法更

加符合生态学客观规律。因此,由主成分分析结果可

知(表6),5个时段的4项指标对PC1 均有一定的荷

载,且贡献度均达到85%以上,说明PC1 能够综合4
项指标绝大部分的有用信息,其他分量(PC2-PC4)虽
有部分贡献度,但是相对PC1 来说,PC2-PC4 中的4
项指标值存在忽大忽小的现象,从而可能忽略了某些

重要的信息。而在PC1 中,代表湿度的 WET和绿度

的NDVI指标呈现正值,说明对生态环境起正面作

用。代表干度的 NDBSI和热度的LST指标呈现负

值,说明对生态环境起负面作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

符的。但对于其他分量来说,其指标值有正有负,没
有规律可循。因此,难以解释生态环境的实际状况。

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分量,PC1 能够集成4项指标

的绝大部分信息,并具有明显的优势,即可用来创建

生态指数。

3.3.2 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 对各时段的RSEI
指数进行差值分析来表征研究区的环境变化幅度,并
将变化幅度分为明显变差、略微变差、无明显变化、略
微变好和明显变好5个等级,其空间分布如图5所

示。20a间生态环境明显变差区域主要分布在定南

县历市镇和寻乌县文峰乡中心城区以及安远县孔田

镇周边城区,而明显变好区域主要分布在安远县孔田

镇中心城区、寻乌县水源乡和澄江镇周边城镇区域以

及文峰乡和留车镇主城区附近的环山区。说明20a
间城镇周边随着城镇化扩张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其
周边城区生态环境却在改善。其中,在2000—2004
年,生态环境较好的区域主要是城镇周边的林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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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城镇中心的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在2004—

2009年,生态环境改善区域分布在各主城区周边的

县镇,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在2009—2014年和2014—2019年,由于其空

间分布影像图受2014年影像云量的影响,明显变差

区域除云层覆盖地区外,主要是城镇周边的建设用地

和交通设施使得生态环境恶化。但总体上来看,从

2009年之后,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已经开始显现成

效,大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改善。从

2000—2019年的生态环境变化监测结果(图5)可以

明显看出,研究区生态环境较差区域为定南县历市镇

和寻乌县文峰乡部分零碎地区以及安远县孔田镇附

近的小区域。但是,3个县不管是城镇区还是周边林

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均有明显的改善,特别是东江源

头的桠髻钵山,说明东江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4 结 论

(1)从 研 究 区 生 态 环 境 的 时 空 分 布 来 看,在

2000—2019年,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整体上呈现上

升趋势。RSEI值由2000年的0.356上升到2004年

的0.538,2009年又下降到0.332,嗣后的2019年又

上升到0.637,20a间总体上升了44.1%,且后10a
比前10a的上升幅度更大。东江源东北部的桠髻钵

山、东部的项山甑和西南部的岿美山等地区生态环境

级别优于其他地区。而生态环境较差的区域分布于

西南部、中部和西部,主要为寻乌县文峰乡、澄江镇和

留车镇,以及定南县历市镇与安远县孔田镇和三百山

镇等主城区。
(2)从研究区生态环境的各指标重心偏移来看,

干度和热度指标偏移量较小,而湿度和绿度指标偏移

量较大,主要与城市快速发展,城镇规模扩大,以及人

口密度和开发密度不断增大。植被分布和土壤含水

量随着土地利用开发开始分散,造成重心偏移差异

较大。
(3)从研究区生态环境的动态环境监测来看,在

2000—2004年,城区周边林地和植被覆盖度较高,生
态环境明显优于主城区。在2004—2009年,城镇区

附近的乡镇生态环境开始改善。而在2009—2019
年,除城市交通造成附近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外,其
余地区都有明显的改善。由此看来,要改善整个区域

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需要处理好植被覆盖与城市用

地的关系。

本文将东江源作为长时间序列研究的整体,不仅

丰富了动态、快速监测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过程的研究

内容,且能为快速评估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生态环境

质量模型以分析主要驱动力提供参考依据。但由于

生态环境自身的复杂性,研究区范围涉及多幅影像,
且较难获取分辨率高以及各月份相对应的影像,所以

在评价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时,未能够达到更加

精细化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分析的时间步长也相

对较长,忽略了年份及年内之间的细微变化。因此,
在后期的研究中,可融合其他更高分辨率的数据源,
优化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以便更好地分析生态环

境质量的演变规律。

表6 不同时段研究区RSEI主成分分析结果

年份 指 标 PC1 PC2 PC3 PC4

Wet 0.340776 -0.036337 0.663828 0.664743
NDVI 0.647750 0.448107 -0.561653 0.253310

2000
NDBSI -0.483137 -0.271243 -0.460972 0.693188
LST -0.480489 0.851062 0.177151 0.115934
特征值 0.013094 0.002160 0.001283 0.000228
贡献率 89.63% 9.01% 1.36% 0%

Wet 0.538761 0.473249 -0.574008 0.624080
NDVI 0.0.635638 -0.771308 0.757644 0.029250

2004
NDBSI -0.303430 -0.232937 0.013888 0.724006
LST -0.462203 -0.356174 0.310317 0.292376
特征值 0.020225 0.003158 0.001327 0.000184
贡献率 93.19% 6.07% 0.74% 0%

Wet 0.391238 -0.247770 0.679834 0.568656
NDVI 0.686246 0.543639 -0.410318 0.255268

2009
NDBSI -0.458840 -0.103200 -0.421911 0.775118
LST -0.406774 0.795246 0.437558 0.103256
特征值 0.018213 0.002678 0.001719 0.000451
贡献率 88.63% 9.41% 1.96% 0%

Wet 0.281442 -0.006983 0.590638 0.756233

NDVI 0.634987 0.556769 -0.509032 0.166391

2014
NDBSI -0.501055 -0.141640 -0.573117 0.632786

LST -0.516261 0.818472 0.252130 0.002771
特征值 0.013214 0.005106 0.001148 0.00078
贡献率 93.33% 6.72% 0.4% 0%

Wet 0.252945 0.177812 -0.580279 0.753444

NDVI 0.609235 0.480805 0.611727 0.153132

2019
NDBSI -0.446190 -0.321714 0.537167 0.639427

LST -0.604786 0.796059 -0.022770 -0.002369
特征值 0.012578 0.003256 0.000925 0.000057
贡献率 93.82% 5.84% 0.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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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东江源区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监测结果

[ 参 考 文 献 ]
[1] ErikStokstad.Canadireecologicalwarningleadtoac-

tion[J].Science,2019,364(6440):517-518.
[2] LiuYoucun,LuMiaojie,HuoXueli,etal.ABayesian

analysisofGeneralizedParetoDistributionofrunoffmin-
ima[J].HydrologicalProcesses,2016,30(3):424-432.

[3] 叶亚平,刘鲁君.中国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J].环境科学研究,2000,13(3):33-36.
[4] 付哲,周云轩,刘殿伟,等.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模糊综合

评价研究:以吉林省西部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5,19(5):97-102.
[5] 李恺.层次分析法在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中的应用[J].环

境科学与技术,2009,32(2):183-185.
[6] 高志强,刘纪远,庄大方.基于遥感和GIS的中国土地资

源生态环境质量同人口分布的关系研究[J].遥感学报,

1999,3(1):3-5.
[7]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HJ/T192-2006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

术规范(试行)[S].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8] 张洪敏,张艳芳,田茂,等.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生态变化遥

感监测:以宝鸡市城区为例[J].国土资源遥感,2018,30
(1):203-209.

[9] 徐涵秋.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遥感评价指数[J].中国环

境科学,2013,33(5):889-897.
[10] 刘智才,徐涵秋,李乐,等.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杭州市

城市生态变化[J].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2015,23
(4):728-739.

[11] EstoqueRC,MurayamaY,MyintS W.Effectsof
landscapecompositionandpatternonlandsurfacetem-

perature:Anurbanheatislandstudyinthemegacities
ofSoutheastAsia[J].ScienceoftheTotalEnviron-
ment,2017,577:359-369.

[12] GowardSN,XueY,CzajkowskiKP.Evaluatingland
surfacemoistureconditionsfromtheremotelysensed
temperature/vegetationindex measurements:Anex-

932第4期       周萌等: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东江源区2000—2019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plorationwiththesimplifiedsimplebiospheremodel
[J].RemoteSensingofEnvironment,2002,79(2/3):

225-242.
[13] CouttsAM,HarrisRJ,PhanT,etal.Thermalinfra-

redremotesensingofurbanheat:Hotspots,vegeta-
tion,andanassessmentoftechniquesforuseinurban

planning[J].RemoteSensingofEnvironment,2016,

186:637-651.
[14] CaccamoG,ChisholmLA,BradstockRA,etal.As-

sessingthesensitivityofMODIStomonitordroughtin
highbiomassecosystems[J].RemoteSensingofEnvi-
ronment,2011,115(10):2626-2639.

[15] 张恩伟,彭双云,冯华梅.基于GIS和RUSLE的滇池流

域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及其空间格局演变[J].水土保

持学报,2020,34(2):115-122.
[16] LiuYoucun,DingQianqian,ChenM,etal.Analyses

ofRunoffandSedimentTransportandtheirDriversin
arareearthminedrainagebasinoftheYangtzeRiver,

China[J].Water,2020,12(8):2283.
[17] 边晓辉,刘燕,丁倩倩,等.浙江省湖州市土地利用和覆

被变化对热岛效应的响应[J].水土保持通报,2019,39
(3):263-269,275.

[18] 王宁,杨光,韩雪莹,等.内蒙古1990—2018年土地利用

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J].水土保持学报,2020,34
(5):244-250.

[19] 王勇,王世东.基于RSEI的生态质量动态变化分析:以
丹江流域(河南段)为例[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19,

17(3):57-65.
[20] 朱冬雨,陈涛,牛瑞卿,等.基于移动窗口遥感生态指数

的矿区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J/OL].武汉大学学报(信
息科 学 版):(202001-08)[2020-12-30].https:∥doi.
org/10.13203/j.whugis20190122.

[21] BaigM H A,ZhangL,ShuaiTong,etal.Derivation
ofatasselledcaptransformationbasedonLandsat8at-
satellitereflectance [J].Remote Sensing Letters,

2014,5(4/6):423-431.
[22] ChenChao,FuJiaoqi,ZhangShai,etal.Coastlinein-

formationextractionbasedonthetasseledcaptransfor-
mationofLandsat-8OLIimages[J].Estuarine,Coastal
andShelfScience,2019,217(5):281-291.

[23] 王君,杨晓梅,隋立春,等.西安市1995—2016年植被覆

盖度动态变化监测及景观格局分 析[J].生 态 科 学,

2019,38(6):81-91.
[24] MasinaM,LambertiniA,IreneDaprà,etal.Remote

sensinganalysisofsurfacetemperaturefromheteroge-
neousdatainamaizefieldandrelatedwaterstress[J].
RemoteSensing,2020,12(15):2-31.

[25] XuHanqiu.Anewindexfordelineatingbuilt-upland
featuresinsatelliteimagery[J].InternationalJournal
ofRemoteSensing,2008,29(13/14):4269-4276.

[26] RoyPS,RikimaruA,MiyatakeS.Tropicalforestcover
densitymapping[J].TropicalEcology,2002,43(1):39-47.

[27] 徐涵秋.利用改进的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MNDWI)提
取水体信息的研究[J].遥感学报,2005,9(5):589-595.



  (上接第157页)
[16] 陈洋,张海东,于东升,等.南方红壤区植被结构类型与

降雨模式对林下水土流失的影响[J].农业工程学报,

2020,36(5):150-157.
[17] 王磊.多种外营力作用的黑土坡面复合土壤侵蚀过程

与机理研究[D].陕西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
[18] 郑粉莉,张加琼,刘刚,等.东北黑土区坡耕地土壤侵蚀

特征与多营力复合侵蚀的研究重点[J].水土保持通

报,2019,39(4):314-319.
[19] 范昊明,蔡强国,王红闪.中国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环

境[J].水土保持学报,2004,18(2):66-70.
[20] GuoWenzhao,ChenZhuoxin,WangWenlong,etal.

Tellingadifferentstory:Thepromoteroleofvegeta-
tionintheinitiationofshallowlandslidesduringrain-
fallontheChineseLoessPlateau[J].Geomorphology,

2020,350:106879.
[21] 胡春宏,张晓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与黄河水沙变

化[J].水利水电技术,2020,51(1):1-11.
[22] 李桂芳,杨任翔,谢福倩,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赤红

壤坡面土壤侵蚀特征[J].水土保持学报,2020,34(2):

101-107.
[23] 王佳妮,马戌,张晓明.干湿循环下崩岗土体裂隙发育

对其渗透性能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21,35(1):

90-95.
[24] 张宇,易仲强,张习传,等.西藏输变电工程水土流失特

点及防治措施分析[J].中国水土保持,2015(6):65-67.
[25] 洪传勋.新疆戈壁荒漠区域风蚀影响因子分析[J].中国

水土保持科学,2013,11(S1):25-28.
[26] 潘晓颖,张长伟,孙蓓.输变电工程特征及其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J].人民长江,2016,47(23):28-30.
[27] 王光丽.高海拔地区电网工程冻土施工技术效果评价

研究[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16.
[28] 杨贺菲,张长伟,陈兰.西藏水土流失特征及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设计:以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供

电工程为例[J].中国水土保持,2020(5):30-32.
[29] 孙强,雷磊,邹斌,等.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在线监测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2018,38(2):

241-245.
[30] 汪立峰.500kV输电线路设计中的水土保持问题[J].

电力建设,1999(8):27-29.

04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第41卷第4期
2021年8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Vol.41,No.4
Aug.,2021

 

  收稿日期:2021-02-25       修回日期:2021-05-06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国区域电离层天气短期预报模型与方法研究”(42074030)
  第一作者:关翠柳(1996—),女(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规划。Email:guancuiliu@163.com。
  通讯作者:闻德保(1974—),男(汉族),河南省光山县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卫星导航与定位、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的工作。Email:wdb-

whigg@gzhu.edu.cn。

广东省1980-2018年“三生”用地转型对
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关翠柳,闻德保,李雨豪,李 龙
(广州大学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摘 要:[目的]研究基于格网单元的广东省“三生”用地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为区域生态、经济协调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广东省8期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和“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

系,对该区“三生”用地转型特征及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定量研究。[结果]①1980—2018年,广东省农业生产用

地面积大幅减少,共减少了5369.61km2,城镇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面积大幅增加,分别增加了4526.02
km2,2406.93km2,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间转换现象明显。②“三生”用地空间转型主要表现为工

矿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中心逐渐靠近广东省几何中心,农业生产用地、城镇生活用地中心逐渐远离几

何中心。③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1980年0.6481降至2018年的0.6414,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明

显,呈现“沿海低—内陆高”的分布特点。④Getis-OrdG*
i 指数表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热点区域集中在粤

东西北地区,冷点区域多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⑤广东省生态环境存在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结论]建

议充分考虑区域自然条件、功能定位以及导致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导因素,制定土地政策措施,实现土地利

用方式创新,更好地推动广东省区域均衡发展。
关键词:“三生”用地;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格网;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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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Production-Ecological-LivingLandUseTransformationon
Eco-environmentQualityinGuangdongProvinceDuring1980-2018

GuanCuiliu,WenDebao,LiYuhao,LiLong
(SchoolofGeographicSciencesandRemoteSensing,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0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production-ecological-livinglandusetransformationoneco-environment
qualityinGuangdongProvincewerestudiedbasedupongridcell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
coordinateddevelopmentofregionalecologyandeconomic.[Methods]Basedontheeight-phaseLandsatTM
imageinterpretationdataofGuangdongProvinceandthedominantfunctionclassificationsystemoflandusein
production-ecology-livingspace,andthecharacteristicsofproduction-ecological-livinglandusetransformation
aswellasitseco-environmentqualitywerequantitativelyanalyzed.[Results]① From1980to2018,the
agriculturalproductivelanddecreasedgreatly,withatotaldecreaseof5369.61km2andtheminingproductive
landandurbanlivinglandincreasedgreatly,withatotalincreaseof4526.02km2and2406.93km2.The
conversionbetweenagriculturalproductionlandand woodlandecologicalland wasobvious.② Spatial
transformationofproduction-ecological-livinglanduseinGuangdongProvincewasmainlymanifestedasthe
meancenterofminingproductivelandandforestecologicallandbecameclosertothegeometriccenterof
GuangdongProvince,themeancenterofagriculturalproductivelandandurbanlivinglandmovedawayfrom



geometriccenter.③ Theindexofeco-environmentqualityinGuangdongProvincewasreducedfrom0.6481
in1980to0.6414in2018.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wasobvious,andthe
eco-environmentqualityincoastalcitieswasmuchlowerthaninlandarea.④TheGetis-OrdG*

iindexproved
thatthehotregionofthechangeofeco-environmentqualitywasconcentratedontheEastern,Westernand
NorthernregionsofGuangdongProvince,whilethecoldregionwaschieflylocatedinPearlRiverDelta.
⑤ GuangdongProvincehadtwotrendswhichwereecologicalimprovementandecologicaldeterioration.
[Conclusion]Fullconsiderationshouldbegiventotheregionalnaturalconsiderations,thefunctionpositioning
andtheleadingfactorsofecologicalenvironmentchangesinordertoformulatelandpoliciesandmeasuresand
promotethebalanceddevelopmentofGuangdongProvince.
Keywords:production-ecological-livingland use;land usetransformation;eco-environmentquality;grid

square;hotspotanalysi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伴随着快速工业

化、城市化,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土地利用急剧变化

给生态环境施加极大压力[1-4],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5]。受苏格兰地理学

家 Mather 森 林 转 型 假 说[6] 的 启 发,1995 年

Grainger[7]提出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我国学者龙

花楼[8]将其作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的

新途径引入中国。土地利用转型是指在经济社会变

化和革新的驱动下,一段时间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

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土地利用由一种形态(显性形态

和隐性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9]。国外学者

早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森林转型,主要包括森林

转型影响因素[10-12]、理论[13]、假说等[14]方面。而国

内学者在理论假设[15]、研究框架[16],土地利用转型

的时空演变特征[17]、驱动因素[18]、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19-20]、生态环境效应等[21-22]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研

究。国内外学者在土地利用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进

一步丰富了土地利用转型的内容,为后续相关研究提

供借鉴参考。从研究尺度看,以往基于土地利用转型

的生态环境质量研究主要以行政区作为研究单元,从
而对尺度依赖性有所忽略。土地利用转型并非发生

在行政区全部范围内,只涉及到区内局部地块[23],用
行政区整体变化表征区域内各地块的变化情况稍有

欠缺,会导致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不强,从而使政策实

施效果受到影响[24]。因此,研究格网尺度下土地利

用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能为特

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

参考。
对广东省土地利用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前

人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探究阶段特征[25]、时空格

局[26]、驱动力[27]、对生境的影响等[28]方面,其中在土

地利用转型部分,龚亚男等[29]以各地级市作为研究

单元,对广东省生态环境效应进行研究。广东省区域

分异明显,经济差距大。因此探究广东省“三生”用地

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对于统筹“三生”用地空

间具有指导性作用。鉴于此,在分析广东省1980—

2018年“三生”用地数量变化、结构转型、空间转型的

基础上,基于格网尺度,借助ArcGIS中的热点分析,
探明由“三生”用地转型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空

间分布特征,并利用生态贡献率模型量化“三生”用地

相互转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为促进广东省

以及类似省份土地利用精准调控和区域协调发展提

供科学支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广东省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 学 数 据 中 心(http:∥www.resdc.cn),包 含

198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8
期栅格数据,分辨率为1km。其土地利用分类系统

为2级,6个一级土地利用类型和25个二级土地利

用类型。广东省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http:∥ngcc.sbsm.gov.cn/)。

1.2 分类体系构建及指数赋值

由于同一地类具有多种功能,而清楚区分其利用

功能内部情况具有一定难度,如城镇用地既是人们

居住的载体,其内部的公园与绿地又具有生态功能,
同时也能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但一般而言,城镇

用地主要是为人们提供居住和休憩的场所,因此基于

土地利用主导功视角,将其归为生活用地。本研究在

土地利用功能主导的“三生”用地分类相关研究[30-32]

的基础上,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进行土地利用类型

划分。同时,参考吕立刚等[33]与李晓文等[34]制定的

主导功能分类下的二级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质量值,
利用面积加权法[35]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修正,最
终构建“三生”功能下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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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生”功能分类及其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土地利用分类系统的二级分类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生产用地
农业生产用地 水田、旱地 0.280
工矿生产用地 工交建设用地 0.150

林地生态用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 0.846

生态用地
牧草生态用地 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地覆盖度草地 0.711
水域生态用地 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涂、滩地、海洋 0.547
其他生态用地 沙地、盐碱地、沼泽地、裸土地、其他 0.056

生活用地
城镇生活用地 城镇用地 0.200
农村生活用地 农村居民点 0.200

1.3 “三生”用地转型分析模型

1.3.1 转移矩阵 转移矩阵用于表示土地利用转型

的动态变化过程,其计算公式为:

Sij=

S11 S12 … S1n

S21 S22 … S2n

︙ ︙ ︙ ︙

Sn1 Sn2 … Snn

(1)

式中:Sij为i地类转化为j地类的面积;n 为土地利

用类型数。

1.3.2 中心转移 识别某一要素的地理中心可通过

计算平均中心实现,常用于追踪其空间分布情况。其

计算公式为[36]:

Xw=
∑
n

i=1
WiXi

∑
n

i=1
Wi

, Yw=
∑
n

i=1
WiYi

∑
n

i=1
Wi

(2)

式中:(Xw,Yw)为加权平均中心;Wi为地块的面积

值;(Xi,Yi)为经纬度坐标。

1.4 生态环境质量分析模型

1.4.1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为探究广东省生态环境

质量时空演变特征,以格网作为研究单元。相关研究

中的 格 网 单 元 常 有 1km[37],2km[38],3km[39],

4km[40],5km和10km等[41],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
发现以3km格网作为研究单元能够有效表征生态环

境质量差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可用于定量表示某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情况,其计算公式为[34]:

Et=
∑
n

i=1
SiRi

S
(3)

式中:Et为某格网单元第t时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Si,Ri该格网单元t时期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S 为该格网单元总面积。

1.4.2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是聚类分析方法之一,判
断某一要素是否能成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热点或冷

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①要素为高值/低值;②此要

素邻近的其他要素亦为高值/低值,可通过计算Getis-
OrdGi 统计实现,其计算公式为[42]:

 G*
i =

∑
n

j=1
wi,jxj-x∑

n

j=1
wi,j

S n∑
n

j=1
w2

i,j- ∑
n

j=1
wi,j( )2

(4)

 S=
∑
n

j=1
x2

j

n
(5)

式中:G*
i 统计量为z 得分;wij为要素i和j 之间的

空间权重;xj为变量x 在相邻配对空间点的取值;S
为标准差。
1.4.3 生态贡献率 生态贡献率可用于量化各功能

地类相互转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其计算

公式为[43]:

L=
(Rt+1-Rt)Sc

S
(6)

式中:L 为 某 一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类 型 生 态 贡 献 率;
Rt+1,Rt分别为某种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在末期和初期

所赋予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Sc为该变化用地的面

积;S 为区域总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广东省“三生”用地转型分析

2.1.1 “三生”用地数量变化特征 对8期土地利用数

据进行可视化表达,得到广东省“三生”用地空间分布

情况(图1)。从图1可以看出,1980—2018年生态用地

均为广东省主要用地类型。从二级地类看,在广东省

分布最广泛的地类是林地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
其中,粤北是林地生态用地的主要分布地区,粤西是农

业生产用地的主要分布地区。城镇生活用地主要分布

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城镇生活用地

较少,但分布较为集中。对8期土地利用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得到广东省“三生”用地面积及其变化情况(表
2),在此基础上分别与广东省行政边界数据进行叠加

分析,得到各地级市“三生”用地面积及其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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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东省1980-2018年“三生”用地分布图

  从表2可知,38a来广东省“三生”用地总体变化

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用地、牧草、林地及其他生态用

地、农村生活用地面积减少,其中农业生产用地大幅

度减少,面积从1980年的47779.16km2 降至2018
年的42409.55km2,共计减少5369.61km2。城镇

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水域生态用地面积增加,其
中城镇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大幅度增加,面积分

别扩大了4526.02和2406.93km2。从各地级市来

看,广州和东莞为1980—2018年农业生产用地减少

最为明显的地区,农业生产用地面积分别从2883.78
和893.99km2 减少至2101.00和301.15km2,分
别减少了782.78和592.84km2,减少幅度分别为

27.14%,66.31%。佛山和惠州为1980—2018年工矿

生产用地增加最明显的地区,面积分别从42.93和

86.40km2 增加至347.22和336.13km2,对应年均增

长率分别为5.81%和3.74%。所有地级市的城镇生

活用地均有明显增加,其中东莞、广州、深圳和佛山市

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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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东省1980-2018年“三生”用地面积及其变化 km2

时 期 
农业生产

用 地
工矿生产

用 地
林地生态

用 地
牧草生态

用 地
水域生态

用 地
其他生态

用 地
城镇生活

用 地
农村生活

用 地

1980 47779.16 701.00 107179.63 8539.96 7919.22 139.79 1242.35 4429.91
1990 46945.89 796.46 107821.79 7940.89 8126.16 140.31 1623.72 4535.78
1995 45210.45 891.98 107855.66 7939.66 8564.61 215.95 2390.05 4862.66
2000 45387.83 909.43 107830.28 7750.35 8584.45 142.26 2423.75 4902.66
2005 43439.75 1453.60 107766.03 7531.35 8530.86 133.53 4195.12 4880.76
2010 42870.26 1756.02 107879.26 7347.66 8422.12 132.53 4698.34 4824.81
2015 42512.65 2520.17 107152.88 7678.41 8299.80 131.53 4799.80 4835.76
2018 42409.55 3107.93 106564.99 7635.62 8206.22 114.76 5768.37 4123.39
1980—1990 -833.27 95.46 642.16 -599.06 206.95 0.53 381.37 105.87
1990—1995 -1735.44 95.52 33.87 -1.24 438.44 75.64 766.33 326.88
1995—2000 177.39 17.45 -25.38 -189.31 19.84 -73.69 33.71 40.00
2000—2005 -1948.08 544.17 -64.25 -219.00 -53.58 -8.73 1771.37 -21.89
2005—2010 -569.48 302.42 113.22 -183.68 -108.74 -1.00 503.22 -55.95
2010—2015 -357.61 764.15 -726.37 330.75 -122.32 -1.00 101.46 10.95
2015—2018 -103.10 587.76 -587.89 -42.79 -93.58 -16.77 968.56 -712.37
1980—2018 -5369.61 2406.93 -614.64 -904.34 287.00 -25.03 4526.02 -306.51

2.1.2 “三 生”用 地 结 构 转 型 特 征 将1980年和

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后,得到1980—

2018年广东省“三生”用地转移矩阵(表3),在此基础

上与广东省行政边界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各地级

市“三生”用地转移矩阵。从表3可以看出1980—

2018年,广东省“三生”用地发生动态变化的面积为

62813.09km2,占总面积的33.30%。按照“三生”用
地类型统计,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土地转型

最为强烈,分别有24818.16和21587.82km2 的农业

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对应

变化率分别为51.94%和20.14%;其中转化为林地生

态用地的农业生产用地占比29.53%,转化为农业生

产用地的林地生态用地占比12.51%,两者相互转换

情况显著。分别有4861.22和2995.87km2 的其他

用地类型转化为城镇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两者

面积增加量最大,且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

生态用地。从各地级市来看,清远、湛江、韶关和梅州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最明显,变化面积分别为5967.45,

5447.07,5443.11和4447.51km2,分别占总面积的

31.34%,44.15%,29.56%和28.03%。

表3 广东省1980-2018年“三生”用地转移矩阵 km2

项 目

2018年

农业生产
用 地

工矿生产
用 地

林地生态
用 地

牧草生态
用 地

水域生态
用 地

其他生态
用 地

城镇生活
用 地

农村生活
用 地

农业生产用地 22961.00 1289.61 14107.35 1446.81 2832.91 40.78 2672.63 2428.06
工矿生产用地 197.34 112.05 139.45 20.77 112.68 1.90 80.93 35.88
林地生态用地 13409.22 941.36 85591.81 3565.37 1847.36 15.38 996.50 812.63

1980年
牧草生态用地 1617.00 126.46 4046.21 2274.30 234.29 10.20 123.03 108.48
水域生态用地 1897.06 488.50 1738.85 216.70 2781.69 16.91 521.85 257.49
其他生态用地 41.43 8.07 23.20 8.00 28.16 23.60 0.41 6.92
城镇生活用地 121.28 29.42 92.33 5.74 78.61 0 907.15 7.81
农村生活用地 2165.23 112.46 825.79 97.93 290.52 5.99 465.87 466.14

2.1.3 “三生”用地空间转型特征 通过中心转移模

型,计算出广东省几何中心及不同年份“三生”用地中

心,广东 省 几 何 中 心 位 于 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东 北 方,

1980—2018年农业生产用地、牧草生态用地、农村生

活用地中心在空间上较为集中,说明研究期内其区域

差异不明显;而工矿生产用地、林地及其他生态用地、
城镇生活用地中心在空间上较为分散,表明其区域存

在明显差异。农业生产用地中心均位于广东省几何

中心的西南方,中心转移主要在西北方向上展开,其
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所增加。工矿生产用地中心移

动方面,由于1980—2018年粤北地区工矿生产用地

面积增幅(566.88km2)较粤西地区(95.95km2)大,
工矿生产用地中心总体向东北方向迁移,并逐渐向何

中心靠近,表明其空间分布均衡性有所增加。林地生

态用地中心逐渐靠近广东省几何中心,表明林地生态

用地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所缓和。牧草生态用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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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均位于几何中心的东北方,中心迁移在西北方向上

进行。水域生态用地中心均位于几何中心的西南方,

2018年向东北方向大幅度迁移,主要是佛山水域生态

用地面积急剧减少(376.36km2),但其空间分布不均衡

的现象得到一定改善。其他生态用地中心位于几何中

心的西南方,由于粤东、粤北地区其他生态用地均减

少,而粤西地区增加,中心转移主要在西南方向上展

开。城镇生活用地中心均位于广东省几何中心的东南

方,经向移动0.13°,纬向移动0°,表明城镇生活用地区

域差异扩大的方向主要在东西方向上进行,2018年中

心较1980年与广东省几何中心的距离有所增加,表明

其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所减少。农村生活用地中心均

位于几何中心的西南方,2018年农村生活用地中心位

于1980年的西南方,转移主要在西南方向上展开。
2.2 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分析

2.2.1 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 以3km格网

作为研究单元,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模型,得到

1980—2018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情况

(表4),在此基础上利用自然断点法,得到1980—
2018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演变情况(图2),从
图2可以看出,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存在明显的“内

陆高—沿海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内陆地区为海拔

较高的生态环境质量高值区,主要地类为林地生态用

地、牧草生态用地,沿海地区为地势较为平坦的生态

环境质量低值区,主要地类为农业生产用地、生活用

地。从表4可知,广东省内仅1/3地级市的生态环境

质量优于省内平均值。河源、梅州、肇庆、韶关的生态

环境质量大于0.7,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是因为这些地

级市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本底,林地生态用地占比均

大于75%,对于城镇生活用地及工矿生产用地的扩

张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但2018年生态环境质量

较1980年仍有所降低。而中山、东莞、佛山的生态环

境质量较低,一方面是由于其自然生态本底以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较低的农业生产用地为主,另一方面是城

镇生活用地及工矿生产用地所占比重较大。1980—

2018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发生明显变化,其中湛

江、阳江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上升,分别从0.4816,

0.6334上升至0.4909,0.6328,因为林地生态用地的

增加,生态环境恶化情况得到缓和;由于农业生产用

地、生态用地被城镇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大量占

用,导致深圳、东莞、佛山是生态环境质量出现明显下

降,分别下降了0.1165,0.0967,0.0522。

表4 广东省1980-2018年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

地级市 198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平均值 总变化

河源市 0.7492 0.7491 0.7509 0.7489 0.7510 0.7524 0.7506 0.7450 0.7496 -0.0042
梅州市 0.7342 0.7351 0.7354 0.7350 0.7351 0.7359 0.7335 0.7304 0.7343 -0.0038
清远市 0.6999 0.7004 0.7003 0.7004 0.6999 0.7002 0.6985 0.6972 0.6996 -0.0027
韶关市 0.7205 0.7219 0.7218 0.7219 0.7221 0.7224 0.7205 0.7200 0.7214 -0.0005
云浮市 0.6998 0.7003 0.7004 0.7003 0.6999 0.7001 0.6977 0.6935 0.6990 -0.0063
潮州市 0.5926 0.5952 0.5922 0.5951 0.5942 0.5953 0.5929 0.6016 0.5949 0.0090
揭阳市 0.5838 0.5826 0.5815 0.5821 0.5816 0.5820 0.5783 0.5811 0.5816 -0.0027
汕头市 0.4819 0.4844 0.4932 0.4850 0.4842 0.4836 0.4821 0.4877 0.4853 0.0058
汕尾市 0.6221 0.6200 0.6227 0.6193 0.6200 0.6210 0.6181 0.6181 0.6202 -0.0040
茂名市 0.6334 0.6332 0.6319 0.6321 0.6324 0.6328 0.6318 0.6281 0.6320 -0.0053
阳江市 0.6334 0.6331 0.6320 0.6317 0.6325 0.6332 0.6308 0.6353 0.6328 0.0019
湛江市 0.4816 0.4834 0.4905 0.4905 0.4955 0.4954 0.4944 0.4959 0.4909 0.0143
东莞市 0.5027 0.5046 0.4766 0.4750 0.4229 0.4067 0.4017 0.4060 0.4495 -0.0967
佛山市 0.4889 0.4911 0.4994 0.4981 0.4793 0.4703 0.4645 0.4367 0.4785 -0.0522
广州市 0.5491 0.5484 0.5475 0.5477 0.5380 0.5308 0.5278 0.5277 0.5396 -0.0214
惠州市 0.6641 0.6647 0.6640 0.6634 0.6612 0.6588 0.6569 0.6567 0.6612 -0.0074
江门市 0.6081 0.6091 0.6120 0.6115 0.6102 0.6099 0.6060 0.6014 0.6085 -0.0067
深圳市 0.5829 0.5793 0.5405 0.5380 0.5073 0.4961 0.4911 0.4664 0.5252 -0.1165
肇庆市 0.7210 0.7219 0.7222 0.7223 0.7222 0.7220 0.7202 0.7199 0.7215 -0.0011
中山市 0.4525 0.4582 0.4613 0.4620 0.4326 0.4277 0.4224 0.4141 0.4414 -0.0384
珠海市 0.5460 0.5408 0.5260 0.5268 0.5312 0.5289 0.5212 0.5121 0.5291 -0.0339
全 省 0.6481 0.6486 0.6485 0.6481 0.6462 0.6456 0.6432 0.6414 0.6462 -0.0068

2.2.2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变 化 热 点 分 布 特 征 通过

ArcGIS中的热点分析,得到1980—2018年广东省生

态环境质量变化热点区空间分布格局(图3),选取的

冷热点均在95%以上置信度内具有统计显著性,从
图3可以看出除1980—1990年外,其他各阶段冷点

区面积都大于热点区,与表4的结果相吻合。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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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来看,各阶段的热点区分布均较为分散,主要集中

在粤北、粤西、粤东地区,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部

分农业生产用地退耕还林。
根据冷点区分布情况看,各阶段的冷点区主要分

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且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是经济

效益推动下,城镇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不断扩张,
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从整体来看,1980—2018
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增值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湛江,
冷点区主要分布在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呈现连片

状分布。

图2 广东省1980-2018年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分异

2.2.3 “三生”用地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广

东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同时存在,并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抵消,从而使整体生态环境质

量维持在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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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贡献率模型计算出1980—2018年期间

广东省导致生态环境改善和恶化的主要“三生”用地

转型和贡献率(表5),从表5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用地

退耕还林是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原因,占
到生态贡献率的62.82%,牧草及水域生态用地、农村

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转化为林地生态用地对生

态环境的改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占到生态贡献率的

33.40%,农村生活用地、水域生态用地及牧草生态用

地转化为农业生产用地对生态环境改善有一定的贡

献。而林地生态用地被非林地生态用地占用是促使

广东省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占比91.38%,农业

生产用地转化为城镇生活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对生

态环境质量的降低影响较小,但也是导致生态环境恶

化的原因之一。

图3 广东省1980-2018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热点区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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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广东省1980-2018年“三生”用地转型及其贡献率

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
生态

贡献率
占贡献率
比率/%

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
生态

贡献率
占贡献率
比率/%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3454 62.82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林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3379 53.84
牧草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1086 19.75 林地生态用地—牧草生态用地 -0.00973 16.07
水域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377 8.65 林地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441 8.41
农村生活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235 4.27 林地生态用地—城镇生活用地 -0.00287 4.71
农村生活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076 1.38 林地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274 4.49
水域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047 0.83 林地生态用地—农村生活用地 -0.00233 3.86
工矿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040 0.73 农业生产用地—城镇生活用地 -0.00105 1.73
牧草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030 0.54 农业生产用地—农村生活用地 -0.00098 1.61

总 计   0.05344 98.97 总 计   -0.05789 94.72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 论

本文基于“三生”用地转型分析模型,探究“三生”
用地结构及空间转型特征;借助生态环境质量分析模

型,计算不同年份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刻画生态环

境质量时空分布特征及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热点分布特

征,探讨“三生”用地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为区

域协调发展及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参考。
在生态环境质量分析部分,基于格网对生态环境

质量进行计算,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一

致[44],但以格网作为评价单元的生态环境质量与以

行政区作为研究单元的结果有细微差别[29],与以行

政区作为研究单元的结果相比,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

势一致,但广东省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偏高,而各地级

市偏低,主要是行政区边界不规整带来的影响。考虑

图幅问题以及能够使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差异性最大

化[4],选择3km格网作为评价单元,然而生态环境质

量具有很强的尺度依赖性,选择的研究尺度不同,得
到结果不同[41]。因此,生态环境质量会因为选取的

研究尺度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

1980—2018年农业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转

型明显。其中,农业生产用地面积大幅度减小,一方

面主要是转化为林地生态用地,与退耕还林相关政策

颁布实施有关;另一方面是被工矿生产用地、城镇生

活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占用,主要是经济高速发展以

及人口的急剧增加,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长,导致农

业生产用地被占用。城镇生活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
且主要来源于农村生活用地,由于城镇生活用地的经

济效益要远高于农业生产用地,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

非农业人口,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业生产用地向

城镇生活用地的转化。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高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的地类与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地类相互转

化,其中林地生态用地转化为其他非林地生态用地是

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原因,而非林地生态用地转化为

林地生态用地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原因。
基于格网尺度,分析不同空间区位上生态环境质

量变化,能够为广东省土地利用精准调控提供技术支

撑,提取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及下降明显区域,能够制

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政策实施力度得到有效提

高。但由于“三生”用地分类是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

能进行的,并未探讨同一地类各功能的比例情况,测
算出的各地类环境质量精度仍需提高。未来可对土

地利用功能进行细化,并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对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进行修正,得到更为精确的生态环境质

量。同时生态环境质量结果可与区域经济、社会数据

相结合,探寻生态环境质量良好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区域,对此区域的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为其他区域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经验。

3.2 结 论

(1)1980—2018年广东省“三生”用地转型明显。
从“三生”用地数量变化看,城镇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

地、水域生态用地增加,伴随着农业生产用地、牧草、林
地及其他生态用地、农村生活用地减少。从“三生”用
地结构转型看,农业生产用地与林地生态用地相互转

换面积最大。从“三生”用地空间转型看,农业生产用

地、城镇生活用地空间分布均衡性有所减少,而工矿生

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均衡性有所增加。
(2)1980—2018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明

显,自1990年增加后逐年递减。从生态环境质量时

空分异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内陆高—沿海低”
的分布特征;按照地级市统计,河源、梅州、肇庆、韶关

的生态环境质量位于前列,而中山、东莞、佛山排名靠

后,且深圳、东莞、佛山的生态环境质量降幅大,应引

起重视。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热点分布看,冷点区主

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热点区则分布在粤东西北

的少部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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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80—2018年广东省生态环境改善和恶化

两种趋势并存,农业生产用地退耕还林是广东省生态

环境改善的主导因素,而林地生态用地被农业生产用

地和牧草生态用地占用则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

因素。

3.3 建 议

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呈现下降趋势,反映了工业

化、城市化等因素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45]。
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区域差异显著,未来应对不同区

域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质量低

值区应进行区域联合整治,保证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

同时,对现存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两手抓,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区域可持

续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高值区则需带动其发展,与
低值区相比,其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交通可达性较低

值区低,对其发展有所制约。因此因地制宜制定土地

利用政策,对土地利用方式进行精准调控,有利于实

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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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2000-2017年荒漠化的
时空演变及其气候驱动因子

赵文博1,冯莉莉1,2,赵安周1,张兆江1,高叶鹏1

(1.河北工程大学 矿业与测绘工程学院,河北 邯郸0560382;

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

摘 要:[目的]对河北省荒漠化进行遥感监测及驱动因子分析,为该区荒漠化防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

数据支持。[方法]基于2000—2017年 MODIS13A3的NDVI数据和气象数据,以荒漠化指数为评价指标,采

用趋势分析、未来趋势变化分析、气候因子驱动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河北省荒漠化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结果]①2000—2017年河北省荒漠化呈减少趋势,减少速率为0.009/18a,其中极显著减少(p<0.01)比重

为11.13%,显著减少(p<0.05)比重为8.86%;②河北省未来荒漠化呈持续性和反持续性的比重分别为

41.29%和58.71%,其中弱持续性与弱反持续性所比例例分别为37.43%,51.35%;在现有基础上,未来趋势变

化以基本不变为主,持续性特征与反持续性特征所比例例分别为14.89%,19.6%;③研究区荒漠化指数与

生长季气温、降水的偏相关系数较小,相关性不显著。[结论]河北省2000—2017年荒漠化整体呈改善趋

势,但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荒漠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坝上高原地区,Hurst指数表明未来荒漠化在局部地

区可能呈逆转态势;就气候因子而言,气温的升高和降雨的减少对研究区内荒漠化起到推进作用。

关键词:荒漠化指数;时空演变;NDVI;趋势分析;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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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ndTemporalEvolutionofDesertificationandIts
DrivingFactorsofClimateinHebeiProvince

ZhaoWenbo1,FengLili1,2,ZhaoAnzhou1,ZhangZhaojiang1,GaoYepeng1

(1.SchoolofMiningandGeomaticsEngineering,HebeiUniversityofEngineering,Handan,

Hebei056038,China;2.KeyLaboratoryofEcosystemNetworkObservationandModeling,Instituteof
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esertificationinHebeiProvincewasmonitoredbyremotesensinganditsdriving
factors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reliabletheoreticalbasisanddatasupportfordesertificationcontrol.
[Methods]BasedonMODIS13A3-NDVIandmeteorologicaldatafrom2000to2017,takingthedesertification
indexastheevaluationindex,thetemporalandspatialevolutionoflanddesertificationinHebeiProvinceand
itsdrivingfactorswereanalyzedbytrendanalysis,futurechangeanalysis,andclimatefactorsanalysis.
[Results]①In2000—2017,thedesertificationofstudyareadecreased,withadecreasingrateof0.009/18a,

ofwhichtheproportionofextremelysignificantdecrease(p<0.01)was11.13%andsignificantdecrease
(p<0.05)was8.86%.② Theproportionsofpersistentandanti-persistentdesertificationinfutureinthe
studyareawereexpectedtobe41.29%and58.71%respectively,ofwhich,theweakpersistenceandweak



anti-persistencewasexpectedtobe37.43% and51.35%,respectively.Ontheexistingbasis,thetrend
changeinthefuturewasbasicallyunchanged,andtheproportionsofpersistentandanti-persistentcharacteristics
were14.89% and19.6% respectively.③ The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ofdesertificationindexwith
precipitationandtemperatureingrowingseasonwassmallandinsignificant.[Conclusion]Theoverall
desertificationsituationisimprovedduring2000—2017,butwithobviousspatialheterogeneity.Thedesertification
areasaremainlyconcentratedintheBashangPlateauareaandtheHurstindexindicatesthatdesertification
mightbereversedinlocalareasinthefuture.Intermsofclimatefactors,theincreaseoftemperatureandthe
decreaseofprecipitationcanpromotedesertificationinthestudyarea.
Keywords:desertificationindex;spatialandtemporalchange;NDVI;trendanalysis;HebeiProvince

  荒漠化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异和人类不合理的经

济活动,使原有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而形成的土地

退化现象[1]。荒漠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十大环境问

题之一,全球1/4的陆地表面积,2/3的国家和近10
亿的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每年有1.20×107hm2

可耕地流失[2-4]。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荒漠化

在全球局部地区呈现增长趋势[5-6]。遥感因其大面积

同步观测、时效性、数据的综合性和可比性等优势,能
够在荒漠化的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7-10]。大量的试

验数据表明,植被能够很好的表征荒漠化的状况,可
作为荒漠化监测的主要依据。如拉巴等[11]利用植被

覆盖度构建荒漠化监测模型,对2000—2017年西藏

荒漠化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全区荒漠化呈

现微弱改善趋势。贺振等[12]基于 MODIS数据,通
过像元二分法计算植被覆盖度作为监测荒漠化的主

要指标,对黄土高原8a的荒漠化土地进行动态监

测,分析了荒漠化土地的时空变化,发现黄土高原的

荒漠化呈现减少态势,但结构转化强度却处于不断发

展阶段。陈文倩等[13]利用植被覆盖度对2000—2015
年中亚地区荒漠化进行分析,得到中亚地区荒漠化程

度分布图以及荒漠化等级数据,结果发现中亚地区的

荒漠化程度依然在加剧。目前,对于河北省荒漠化的

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时段主要停留在10a前,同时相

关研究缺少对荒漠化变化的趋势预测以及驱动因子

分析。因此,本研究以2000—2017年的 MODIS数

据的NDVI产品为基础,计算荒漠化指数(DI),结合

2000—2017年生长季的降雨量与平均气温,利用趋

势分析、Hurst指数、偏相关系数等数学方法对研究

时段内的荒漠化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对研究区荒漠化

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河北位于中国的华北地区,地处北纬36°03—

42°40,东经113°27—119°50之间,西起太行山,东至

渤海区域,南邻山东、河南,西北接内蒙古高原,称为

坝上高原,东北方向为燕山山脉,且其中间包围着北

京和天津,占地总面积为188800km2。河北省气候

为温带季风气候,从整个地势上来看,南部及东部地

区气温明显高于北部地区,中部和东部的年均降雨量

要高于北部,且降雨量主要集中在夏季,春季出现阶

段性干旱。据统计,河北省年平均降水量在400~
800mm之间,其趋势主要呈现西北至东南方向逐渐

增多,且降雨多集中在6—9月,占整体降雨量的

60%~80%。

1.2 数据源

本研究采用 MOD13A3的月合成的植被指数产

品,数据来源于 USGS(https:∥lpdaac.usgs.gov/

tools/appeears/),其空间分辨率为1km×1km,研
究时间段为2000—2017年生长季(4—10月),该时

段地物热辐射较为明显,有利于将地物与荒漠进行有

效区分。采用最大值合成法(maximumvaluecom-
position,MVC)将生长季的 NDVI进行合成,获得

年度NDVI最大值,由此通过像元二分法计算植被

覆盖度。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

data.cma.cn/),采用中国气象站点月值数据集的月

平均气温和月降水量,通过62个站点进行插值,其空

间坐标系及像元大小均与NDVI相一致。土地利用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该数据基于Landsat8数

据,结合人工目视解译对河北省的土地利用进行分

类,空间分辨率为1000m,本文选取2015年河北省

土地分类中的城镇用地,将DI指数的干扰因素排除,
在此基础上对荒漠化的时空演变进行进一步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荒漠化监测方法

植被覆盖度(FVC)是指植被冠层垂直投影的面积

与统计的有效区域面积的比值[14-15],是表征地表植被

状况的重要参数,对评价生态区域环境质量、水土流

失、动态监测及荒漠化的防治等具有重要意义[16-17]。
像元二分法是基于 NDVI计算的,是一种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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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分解模型[18]。其原理是假设每个像元都包含植

被与非植被两种成分,混合像元中植被指数则表示这

两部分覆盖面积百分比的加权平均和[19]。其计算公

式为:

FVC=
S-Ssoil

Sveg-Ssoil
(1)

式中:FVC代表植被覆盖度;S 代表遥感传感器所观

测到的信息;Ssoil为裸土的纯像元信息;Sveg为全植被

覆盖的纯像元信息,且因为NDVI与植被覆盖度之间

高度相关,所以将两者进行转换得到以下公式[20]:

FVC=
NDVI-NDVIsoil
NDVIveg-NDVIsoil

(2)

式中:FVC代表植被覆盖度;NDVI代表归一化植被

指数值;NDVIsoil代表完全裸土或无植被覆盖区域的

NDVI值,理论上应该接近于0,但由于受到各种因

素影响,在-0.1~0.2之间上下波动[21-23]。NDVIveg
代表全植被覆盖像元的NDVI值。本研究选用0.5%
的累计频率的NDVI作为NDVIsoil,选用99.5%的累计

频率的NDVI作为NDVIveg,由此来估算河北省的植

被覆盖度。
荒漠化与植被覆盖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当植被覆

盖度越高时,荒漠化程度越低[24]。荒漠化指数DI的

公式为:

DI=1-FVC (3)
式中:DI为荒漠化指数;FVC为植被覆盖度。

DI指数是基于植被覆盖度来进行计算,在进行

分类过程中,会将研究区内城镇化区域统计在内,影
响分类精度。因此本文借助土地利用数据,将城镇用

地进行剔除,在此基础上对河北省的荒漠化土地进行

统计,分析荒漠化土地的时空演变。

2.2 荒漠化程度分析

参考全国荒漠化与沙化监测技术规定与以往研

究[25-26],将河北省荒漠化程度分为4个等级,即重度

荒漠化、中度荒漠化、轻度荒漠化、非荒漠化(表1)。
在将河北省进行荒漠化分级后,通过相关软件进行统

计,得出荒漠化的年际变化状况。

表1 河北省荒漠化指数分级标准

荒漠化等级 荒漠化指数(DI) 荒漠化与非荒漠化特征

重度荒漠化 >0.9 植被覆盖度<10%,特征差异明显,植被再生的可能性小,主要为裸地和盐碱光板地

中度荒漠化 0.8~0.9 植被覆盖度为10%~20%,土地生产力低下,主要为少量植被和重度盐碱化区域

轻度荒漠化 0.5~0.8 植被覆盖度为20%~50%,植被种类单一,主要为生长草原植被和盐碱化耕地区

非荒漠化 <0.5 植被覆盖度>50%,植被旺盛,地表基本被植被覆盖,主要为耕地和高植被覆盖草地

2.3 一元线性回归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像元为尺度,DI指数

为变量,对河北省2000—2017年荒漠化的变化趋势

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slope=
n∑

n

i=1
i×Ci-∑

n

i=1
i∑

n

i=1
Ci

n×∑
n

i=1
i2- ∑

n

i=1
i( )2

(4)

式中:slope为变化趋势的斜率;n 为时间序列的总长

度(n=18);i=1,2,3,…18;Ci 为第i 年的DI数

据。当slope为正(负)时,表明在研究时间内,DI值

的变化趋势增加(减少),且当slope绝对值越大时,变
化趋势越明显。
2.4 未来趋势分析

Hurst指数是一种基于重标极差(RS)的指数分

析方法,用来描述长时间序列信息的持续性及未来的

变化特征,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水文、化学、气候

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27-29],其原理为:
DI的时间序列DIi,i=1,2,3…,n,对于任意整

数m≥1,定义其均值序列为:

DIm=
1
m∑

m

i=1
DIi (i=1,2,3…,n) (5)

累计离差计算为:

X(t)=∑
m

i=1
DIi-DIm (1≤t≤m) (6)

极差:

R(m)=max1≤m≤nX(t)-min1≤m≤nX(t)

  (m=1,2,3,…,n) (7)
标准差:

S(m)=
1
m∑

m

i=1
(DIi-DIm)2

  (m=1,2,3,…,n) (8)

引入比值R
S
,若存在R

S=
(ct)H 关系,则说明时

间序列存在Hurst现象。其中,R 为数据极差,S 为

标准差,c为常数,t为研究时段。Hurst指数可采用

双对数〔ln(m),lnR
S

æ

è
ç

ö

ø
÷〕,利用最小二乘求解,主要有

以下规律:① 当0<H<0.5时,表明时间序列具有

反持续性,即未来和现在呈现负相关关系,且当 H 越

接近于0负相关性越强。②当 H=0.5时,表明时间

序列并无相关性,相对独立,现在的趋势并不足以影

响未来。③当0.5<H<1时,表明时间序列具有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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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未来的趋势可能与现在趋势呈正相关关系,且越

接近1时相关性越强,当 H 完全等于1时,则表明未

来可以由现在准确的预测到。
本研究参照上述规律,将0.5<H<1定义为持

续性,将0<H<0.5定义为反持续性并参考李双双

等[30]人以0.35,0.65为阈值对 Hurst进行进一步划

分,共定义为4类:强反持续性,弱反持续性,弱持续

性,强持续性。

2.5 气候因子驱动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衡量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

相关关系或者说是密切程度。本研究通过计算偏相

关系数,用来探究荒漠化与气候或降雨两个气象因子

之间的相关关系及显著性水平,相关系数、偏相关系

数公式为[31]:

  rxy=
∑
n

i=1
(xi-x)(yi-y)

∑
n

i=1
(xi-x)2∑

n

i=1
(yi-y)2

(9)

式中:rxy是相关系数,取值范围介于-1~1之间,当

rxy<0时,表明x 与y 两变量为负相关,当rxy>0
时,表明x 与y 变量呈正相关,当绝对值越接近于1
时,其相关程度越大。xi 表示第i年DI的值,yi 第i

年气温或降雨的值;x 与y 表示时间序列中两变量

的均值。研究年限n=18。

  r12.3=
r12-r13r23
(1-r213)(1-r223)

(10)

式中:r12.3表示在变量3不变的条件下,变量1与变量

2之间的相关性;r12表示变量1与变量2之间的相关

性;r13表示变量1与变量3之间的相关性;r23表示

变量2与变量3之间的相关性。本文采用t检验法

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其计算公式为 :

  t=
r12.3
1-r212.3

× n-m-1 (11)

式中:r12.3为偏相关系数;n 为样本数;m 为自变量

个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河北省生长季DI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1为2000—2017年河北省在去除城镇区域后

DI的空间分布。表2为荒漠化比例情况。研究表

明,近18a来河北省荒漠化的空间分布及走势,以非

荒漠化(DI<0.5)为主,占全区总面积的85.65%;其
次轻度 荒 漠 化(0.5<DI<0.8)占 全 区 总 面 积 的

13.17%;中度荒漠化(0.8<DI<0.9)占全区总面积

0.89%;重度荒漠化(DI>0.9)所占面积最小,占全区

总面积0.29%。从空间上看,研究区内荒漠化区域差

异显著,研究区内荒漠化面积主要分布在坝上高原地

区,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演化,其类型主要以轻度荒漠

化为主。而在河北平原地区荒漠化区域则主要分布

在沿海唐山、秦皇岛、沧州以及保定西南部分地区,基
本没有中度、重度荒漠化。

图1 河北省生长季荒漠化空间分布

表2 河北省荒漠化等级面积状况

荒漠化分级 像元数/个 面积/104km2 所比例例/%
非荒漠化 236554 16.43 85.65
轻度荒漠化 36366 2.53 13.17
中度荒漠化 2451 0.17 0.89
重度荒漠化 797 0.06 0.29

3.2 河北省生长季DI的时间变化特征

从时间上来看,2000—2017年河北省在去除城

镇因素DI的最高点出现在2000年(图2),最低点出

现在2006年,均值为0.298,整体呈轻微下降趋势

(0.009/18a)。分阶段来看,在2000—2008年,荒漠

化程度呈现波动状态,但整体有了明显的改善,DI的

减少斜率为-0.07/9a;2009—2017年DI的斜率为

0.02/9a,较之前9a相比,荒漠化程度有了轻微增加

的趋势,至2017年DI值达到0.3。查阅《中国林业手

册》发现,在2000年6月国家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启

动京津风沙治理工程(2001—2010年),同年10月国

家正式批准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及后续开展的

退耕还林、人工造林、封沙育林等一系列措施,对荒漠

化状况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DI的线性回归方程,

得出其斜率值与R 值,通过查阅相关系数表,将p<
0.05的参数值设定为显著,将p<0.01的参数值设

定为极显著,在像元水平上绘制 DI的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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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由图3和表3可知,2000—2017年河北省荒

漠化变化趋势呈增加和减少的面积分别占45.29%和

54.71%,其中变化不显著的地区(增加不显著与减少

不显著)所比例最大(64.48%),主要分布在以农耕作

物为主的河北平原地区;极显著增加区域(p<0.01)
与显著增加区域(p<0.05)占总面积的9.64%和

5.89%,零星分布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唐山等

城市的外围区域,而极显著减少区域(p<0.01)和显

著减少区域(p<0.05)分别占总面积的11.13%和

8.86%,主要分布在张家口市、太行山、燕山山脉、其
余较少部分分布在衡水、沧州、秦皇岛市等地。

图2 河北省2000-2017年生长季年际变化曲线

表3 河北省2000-2017年荒漠化面积变化趋势

变化趋势 像元数/个 面积/104km2 所比例例/%
极显著增加 26571 1.84521 9.64
显著增加 16227 1.12687 5.89
增加不显著 82010 5.69513 29.76
减少不显著 95693 6.64534 34.72
显著减少 24426 1.69625 8.86
极显著减少 30662 2.12930 11.13

图3 河北省2000-2017年生长季沙漠化指数(DI)显著性变化

3.3 河北省生长季DI的未来变化趋势

为分析河北省荒漠化的未来趋势变化,采用R/S
算法,在像元尺度上计算2000—2017年DI的 Hurst
指数,其结果图4a所示。河北省Hurst均值为0.48,
属于弱反持续性。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北部的 Hurst
指数高,南部的Hurst指数相对较低,但在邢台、廊坊

以及石家庄的西部也存在小面积的高分布区域。河

北省反持续性面积(0<H<0.5)比例为58.71%,其
中属于弱反持续性(0.35<H<0.5)居于主要地位,占
总面积的51.35%,数据表明未来河北省荒漠化呈现

反持续性变化,即反持续性改善或反持续性退化。而

持续性区域(0.5<H<1)比例41.29%,其中强持续

性(0.65<H)区域仅占3.86%,在研究区内零星分

布,主要集中在邢台市的东部、廊坊市的南部,以及在

石家庄的河北省边界地区。

         aHurst指数空间分布                  b荒漠化未来趋势变化

图4 河北省2000-2017年Hurst指数及未来趋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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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了解荒漠化未来趋势的变化,将 Hurst
指数结果与趋势分析结果进行耦合,得出研究区未来

变化趋势(如图4b和表4所示)。由图4和表4可

知,河北省未来趋势变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
中基本不变的(持续性与反持续性)居于主要地位,其
累计比例为60.15%。持续性显著增加与持续性轻微

增加累计比例6.29%,主要分布在邯郸、廊坊、石家庄

以及唐山等地。另外在秦皇岛也有小面积分布。这

表明未来荒漠化状况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反持续

性显著增加和反持续性轻微增加累计比例为8.41%,

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河北平原地区以及沿海地区,表明

在这些地区荒漠化将由退化转变为改善。持续性轻

微减少与持续性显著减少累计比例为8.59%,主要分

布在河北省北部地区,其中以燕山山脉和坝上高原地

区最为明显。11.18%的区域荒漠在未来可能会由减少

转变为增加,主要分布于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的高

海拔区域,在河北平原的衡水和沧州地区零星分布。
总的来说,荒漠化状况在目前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
是在未来还可能存在部分逆转,对于城市化、建筑用

地、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等方式都可能加剧荒漠化状况。

表4 河北省沙漠化指数(DI)预测类型统计

Hurst指数 斜率及显著性   DI预测类型 所比例例/%
0.5<H<1 slope>0;p<0.01 持续性显著增加 4.04
0.5<H<1 slope>0;0.01<p<0.05 持续性轻微增加 2.26
0<H<0.5 slope>0;p<0.01 反持续性显著增加 5.19
0<H<0.5 slope>0;0.01<p<0.05 反持续性轻微增加 3.23
0.5<H<1 p>0.05 持续性基本不变 24.18
0<H<0.5 p>0.05 反持续性基本不变 35.97
0.5<H<1 slope<0;0.01<p<0.05 持续性轻微减少 3.73
0.5<H<1 slope<0;p<0.01 持续性显著减少 4.86
0<H<0.5 slope<0;0.01<p<0.05 反持续性轻微减少 4.99
0<H<0.5 slope<0;p<0.01 反持续性显著减少 6.19
NodataorH=0.5 slope>0orslope<0 未来趋势不确定 5.38

3.4 河北省生长季DI与气候因子相关分析

荒漠化受气候影响显著,而气温和降水是表征气

候的重要指标[32],因此本文对河北省18a的DI与生

长季降水与平均温度进行了偏相关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荒漠化指数DI与生长季降水的平均偏相关

系数为-0.14,呈正相关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的

西部地区以及沿海的唐山和秦皇岛市,占总面积的

30.95%;呈负相关区域主要分布在坝上高原,太行

山、燕山山脉。由图5可知,荒漠化指数DI与气温呈

正相关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邯郸、张北高原的西北地

区,在内陆的石家庄、廊坊及秦皇岛市则呈现片状分

布,占总面积的42.68%;呈负相关主要集中在衡水市

以及保定市的北部地区、燕山地区。对河北省荒漠化

DI与气温和降雨进行T显著性检验,其中DI与降雨

有11.75%通过了p<0.05显著性检验,有3.43%的

区域通过了p<0.01的检验,极显著相关主要分在在

石家庄市和张家口市西北边界地区,其余在河北平原

内零星分布;DI与气温有4.71%通过了显著性性检

验(p<0.05),有1.08%通过了显著性p<0.01的检

验,极显著相关区域分布在张家口市的南部区域。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本文以 MODIS数据为数据源,基于植被覆盖度

构建荒漠化指数DI,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土地利用数

据剔除城镇区域对荒漠化区域统计的影响,对河北省

的荒漠化区域进行长时间序列的监测和评价。与现

有成果相比[33-34],荒漠化面积及空间分布与上述研究

成果基本一致。整体来看,2000—2017年研究区内

荒漠化整体呈改善状况,但未来还可能存在部分逆

转,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急剧增

加,耕地、林地等植被景观破碎化可能会造成植被退

化[35-36],进而使得荒漠化程度加深。另一方面在全球

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荒漠化同样受到自然因素的影

响,干旱的气候条件也可能导致荒漠化程度加深。从

其局部来看,荒漠化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北坝上高原地

区,该地区是我国北方地区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多
年来土地利用处于不稳定态势,发生较大改变[37],其
土壤类型主要以沙壤土和沙质地表土为主,气候恶劣

等一系列因素使得研究区内该地区荒漠化最为严重。
自2000年以来,为遏制荒漠化进一步发展,河北省于

2000年在张家口市、承德坝上地区试点实施退耕还

林政策,2001年开展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38],2002
年启动黄河故道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以及后续建

立的三北防护林及封山育林等相关条例都使得荒漠

化情况得到改善,这与本研究所得荒漠化变化趋势相

符。荒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叠加的结果[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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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从气温和降雨量作为荒漠化变化的影响因子,
并未对人为因素对荒漠化的贡献程度进行分析,并且

荒漠化是一种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土地退化过程,因难

以量化的气候区域、相关政策以及人为因素,无法判

定各种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在以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

进行讨论。

图5 荒漠化指数(DI)与气温和降水的偏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4.2 结 论

(1)河北省荒漠化主要以轻度荒漠化为主,主要

分布在坝上高原地区。变化趋势表现为从河北省由

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递减,在张家口、太行山脉等地

呈极显著减少趋势,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外围区

域呈现极显著增加。
(2)Hurst指数结果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反持续性

比重比例58.71%,持续性比例41.29%,持续增加与

反持续增加所比例例分别为6.29%和8.41%,持续减

少与反持续减少所比例例分别为8.59%和11.18%,
未来变化趋势反持续性特征比重略强于持续性特征。
表明未来河北省荒漠化在局部地区可能呈逆转态势。

(3)研究区荒漠化指数DI与生长季气温、降水

的偏相关系数较小,相关性不显著。但存在明显的空

间异质性,呈片状分布,坝上地区气温的升高和降雨

的减少对研究区内荒漠化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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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2008-2018年可持续发展评价与
系统协调发展分析

史习习,杨 力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232001)

摘 要:[目的]对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评价和分析,为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理论参考。[方法]基于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科技5个系统选取37项指标构建黄河流域可持续发

展指标体系,以2008—2018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综合确定指标

权重,并计算5个子系统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最后,对其耦合协调度使用灰色GM(1.1)模型进行预测。
[结果]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在2008年和2018年分别为0.2145和0.4102,整体上呈现

上升趋势;2008—2018年9个省份的系统耦合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有4个省份的耦合度处于磨合

阶段,有4个省份的耦合度处于高水平磨合阶段,只有甘肃省的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2018年耦合度发生

改善,9个省份的耦合度都处于高水平磨合阶段,但耦合度数值各省间存在差距。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未来7a的发展均为上升态势。[结论]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逐年改善,但在空间分布上黄河

流域各省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值存在差距。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灰色预测;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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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DevelopmentEvaluationandSystemCoordinationDevelopment
AnalysisofYellowRiverBasinDuring2008-2018

ShiXixi,YangL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Huainan,Anhui232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system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Yellow
Riverbasinwasevaluatedandanalyz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
theYellow Riverbasin.[Methods]Accordingto5systemsofresources,economy,society,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scienceandtechnology,37indexeswereselectedtoconstruct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
indexsystemoftheYellowRiverbasin.NineprovincesalongtheYellowRiverbasinfrom2008to2018were
selectedastheresearchobjects.Entropyweightmethodandgreycorrelationanalysismethodwereusedto
determinetheindexweight,andthecouplingdegreeand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thefivesubsystems
werecalculated.Finally,thegreyGM(1.1)modelwasusedtopredict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
[Results]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of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was
0.2145and0.4102in2008and2018,respectively,showinganupwardtrendonthewhole.From2008to
2018,thesystemcouplingdegreeofthe9provincesshowedanupwardtrend.In2008,thecouplingdegreeof
4provinceswasintherunninginstage,andtheother4provinceswasinthehighrunninginstage,onlythe
couplingdegreeofGansuProvincewasintheantagonisticstage.In2018,thecouplingdegreeofallthe9
provinceswasimproved,andthecouplingdegreeofthe9provinceswasatahighlevelofrunningin,butthe



couplingdegreebettwentheprovinceswasdifferent.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the9provinces
wouldbeincreasedinthenext7years.[Conclusion]Thelevelof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Yellow
Riverbasinhasbeenimprovedyearbyyear,buttherearedifferencesinspatialcouplingandcoordination
amongprovincesintheYellowRiverbasin.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uplingcoordination;greyprediction;YellowRiverbasin

  黄河流域在中国的生态安全格局和社会经济运

行体系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黄河流域具有

适合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

源,但受环境污染和长期高强度开发的影响,黄河流

域的生态环境正在遭受严重威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

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之间产生的问题日益严峻。在此

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成为一条必由之路。黄河流域的

可持续发展更是保障中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科
技可持续发展以及5个系统的协调发展。为促进黄

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需立足于协同性,实现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创

新的耦合协同,促进区域的均衡、绿色发展。基于黄

河流域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发展所遭遇的困境,积极

探索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变化态势及资源、经济、
社会、生态环境和科技等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对促进

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有着

重要意义。
近年来,众位学者对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的研

究兴趣颇厚,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例如,刘家

旗[1]在生态足迹理论的基础上,对2010—2017年黄

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评价;王慧亮[2]构建了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从系统能值流、经济发展、水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能值

等方面对其可持续力进行评价;还有许多学者从耦合

协调的角度对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如,
崔盼盼[3]构建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

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弹性系数方法,对
两者间的耦合进行评价;宁朝山[4]利用改进的“纵横

向”拉开档次法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评价,同时,采用复杂系统耦合协同度模型来

测度两者的协同度;赵建吉[5]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模型,对2005—2016年黄河流域

两者间的耦合协调进行分析。刘琳轲[6]把省份作为

研究的单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

合协调度进行评价。葛世帅[7]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

和城市化的指标体系,从时、空两个维度对2008—

2016年黄河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化耦合协

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评价。
当前关于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一般为定

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研究也很多,但通过对黄河流域

的协同发展状况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文献较为稀

缺,深入分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等系统间

的协调程度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因此,为全面分析中

国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状态,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和灰

色关联分析法定量评价黄河流域9个省份2008—

2018年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引入耦合协

调度模型测算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等5个系

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并从时间、空间两个不同的维度

进行对比分析,并对黄河流域未来7a的耦合协调发

展进行预测。望可以为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一些参照。

1 研究区概况

黄河的发源地为青藏高原,其奔流途中流经9个

省份,包括青海、四川、宁夏、甘肃、内蒙古、山西、陕
西、河南、山东等省,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是东经

96°—119°,北纬32°—42°,东西长约为1900km,南
北宽约为1100km。黄河流域的面积7.95×105km2。
到2018年底,总人口大约为4.2亿,占全国30.3%左

右;GDP大约为23.9万亿元,占全国26.5%左右。
流域内的生态系统种类复杂多样,包括森林、草原、荒
漠、湿地等,但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森林覆盖率低、水
土流失严重、草地退化等问题亟待解决。矿产资源丰

富,无论是煤炭、石油,还是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储量

都较大。目前,黄河流域的生态与社会经济不协调,
黄河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发展存在差距,会阻碍黄河

流域长远的发展。因此,积极探索黄河流域可持续发

展动态及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科技等系统的

协调发展有着长远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设计和数据来源

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5者间的耦合协

调分析的前提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参照已有

的研究[5-8,9-10],遵循科学、合理和可操作等准则,以
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为5大子系统,选取37
个指标,构建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体系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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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黄河流域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指标及权重

目标层 子系统 指标层        权重

可
持
续
协
调
发
展

资
源

人均水资源量(m3/人) 0.054120
人均土地面积(km2/人) 0.048456
森林覆盖率/% 0.023485
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0.033735
人均森林面积(hm2/人) 0.040204

经
济

人均GDP(元/人) 0.068185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元/人) 0.010413
人均进出口总额(元/人) 0.007896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元/人) 0.002526
第三产业比重/% 0.001221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 0.001383

社
会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 0.018367
城镇人口失业率/% 0.021489
城市人口密度/(人·km-2) 0.021911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022540
每万人口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人 0.029225
每万人病床数/张 0.026928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0.036922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m2 0.022618

生
态
环
境

自然保护区面积/104m2 0.03681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1284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0.021207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人) 0.012250
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t/人) 0.011866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t/人) 0.010159
人均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t/人) 0.010249
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t/人) 0.007828
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例/% 0.01998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12007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18530
人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人) 0.026255

科
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0.05646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时量/(人年) 0.048950
每万人专利申请受理量/件 0.037552
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件 0.037263
教育经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例/% 0.019773

  注:R&D为研究与实验发展。

依据指标数据的可得性、连续性原则,选择黄河

流域的9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具体为青海,四川,宁
夏,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9省。主

要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8年)》,
青海、四川、宁夏、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
东各省的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中缺

失的部分数据,使用了插值或者线性趋势的方法进行

填缺补漏。

2.2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2.2.1 熵值法 熵值法可以对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

客观赋值,通过计算指标项的信息量获得指标的信息

熵,确定各指标权重。熵值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将原始数据整理成一个矩阵形式:

A=(aij)m×n
(2)对矩阵A,运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采

用如下公式:

正向指标:Xij=
aij-min(aj)

max(aj)-min(aj)
(1)

负向指标:Xij=
max(aj)-aij

max(aj)-min(aj)
(2)

式中:Xij是代表标准化后的第i个评价单元下

的第j个指标的数据;aij是第i个评价单元下的第j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为避免0对数据的影响,本文参

考其他相关文献后,用0.00001替代标准化矩阵中

的0。
(3)确定各指标的熵值。

  ej=-
1
lnm∑

m

i=1
(pijlnpij) (3)

其中,pij=
xij

∑
m

i=1
xij

式中:ej 是各指标的熵值;m 为研究单元的个数。
(4)确定各指标权重。

w1j=
1-ej

∑
n

j=1
1-ej

(4)

2.2.2 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组合权重 假设由灰色关

联分析法确定出的权重为W2,则权重的确定过程包括:
(1)选取各个指标的最优集为 X0,即 X0=

(X01,X0j,…X0n)其对应的实际数据为:

  X=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

xt1 xt2 … xtn

(5)

式中:X 表示第i个评价单元下的第j个指标对应的

原始数据xij,i=1,2,3,…,t;j=1,2,3,…,n。

(2)将最优集和原始数据按公式 Mij=
xij

x0j
标准

化得

  Mij=

m11 m12 … m1n

m21 m22 … m2n

︙ ︙ ︙ ︙

mt1 mt2 … mtn

(6)

(3)经过以上过程对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可通过

如下公式进行关联系数的计算:
把规范化的序列 M0〔M0=(m01,m02,…m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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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考序列,Mij作为比较序列,则其关联系数公

式为:

δij=
minmin M0i-Mij +ρmaxmax M0i-Mij

M0i-Mij +ρmaxmax M0i-Mij

(7)
式中:λij为关联系数;ρ为分辨系数,取值介于0~1,
一般取0.5。

则其对应的关联度为:

   δ=
1
n∑

t

i=1
δij (8)

式中:δ为关联度;n 为指标个数。
(4)由关联度可知其权重为:

   W2j=
δij

∑
t

i=1
δij

(9)

式中:δij为各指标的关联度。
(5)用拉格朗日乘数法确定熵权法和灰色关联

分析法的组合权重wj。

   wj=
w1j·w2j

∑
m

j=1
w1j·w2j

(10)

式中:w1j为熵值法确定的权重;w2j为灰色关联分析

法确定的权重。

2.3 综合评价指数测算

(1)建立资源指数(f1)、经济指数(f2)、社会指数

(f3)、生态环境指数(f4)、科技指数(f5)等系统指数

测度模型。

f1=∑
m

a=1
waxa, f2=∑

n

b=1
wbyb, f3=∑

s

c=1
wczc,

f4=∑
p

d=1
wdud, f5=∑

q

e=1
wqvq

式中:m,n,s,p,q 为系统内的指标数;w 为各指标

对应的权重;x,y,z,u,v 为各指标对应的标准化值。
(2)通过5个系统的指数可以确定可持续发展

综合评价指数。
  F=(f1+f2+f3+f4+f5)/5 (11)

2.4 耦合度计算

在物理学中,耦合度,用来表示不同的系统间相

互影响的程度。参考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理论建

立的多系统耦合度模型,即C=
f1,f2,…,fn

∏(fi+fj)

1
n
,

令n=5,构建系统耦合度计算模型:

   C=
f1f2f3f4f5

(f1+f2+f3+f4+f5)5

1
5
(12)

式中:f1,f2,f3,f4,f5 分别指得是资源指数、经济

指数、社会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科技指数。
为了避免某一系统的评价值为0或过小,造成

耦合度结果的误差过大,参考周振等的研究[11],引入

变异系数Cv 用以对原模型进行改进,使5个系统间

的变异系数越小越好:

        Cv=
(f1-F)2+(f2-F)2+(f3-F)2+(f4-F)2+(f5-F)2

5

1
2
/F (13)

式中:F 为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Cv= 3-(8× ∑
5,5

i=1,j=1,i≠j
fifj)/(∑

5

i=1
f1)2

1
2 (14)

令C1=(8× ∑
5,5

i=1,j=1,i≠j
fifj)/(∑

5

i=1
f1)2

当C1 越大时,变异系数Cv 越小。正常情况下0
≤Cv≤1,2≤C1≤3,以此构建函数模型:

C2=(8× ∑
5,5

i=1,j=1,i≠j
fifj)/(∑

5

i=1
f1)2-2 (15)

式中:C2∈[0,1],C2 越大,则不同系统间的离散程

度越小,表明系统的耦合度越高。为便于计算,进一

步简化为:

C3=2-
5(f2

1+f2
2+f2

3+f2
4+f2

5)
(f1+f2+f3+f4+f5)2

(16)

为了使函数值更具有层次性,系统开发耦合度计

算模型如下:

C= 2-
5(f2

1+f2
2+f2

3+f2
4+f2

5)
(f1+f2+f3+f4+f5)2

(17)

式中:C∈[0,1]。C 的值越高,5个子系统间的离散

程度就越小,耦合度相应的越高,能更好地表示5个

子系统间的耦合程度。

2.5 耦合协调度计算

耦合度可以表示5个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的大小,
并不能体现出不同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而协调度是

对不同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衡量的依据,因
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D= C•T (18)

  T=αf1+βf2+λf3+δf4+θf5 (19)
式中:C 为耦合度[12](表2);T 为综合评价系数;D
为耦合协调度(表2);f1,f2,f3,f4,f5 为指资源、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科技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α,β,γ,δ,θ为待定系数,α=β=γ=δ=θ=0.2。

2.6 GM(1.1)灰色预测法

灰色预测是分析和预测系统不确定影响因素的

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数列预测,具体步骤如下:
(1)设时间序列 X0={x0(1),x0(2),…,x0

(m)}有m 个观测值,通过累加生成新的序列 X1=
{x1(1),x1(2),…,x1(m)},则相应的微分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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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1

dt +bX1=ε (20)

(2)将â设置为待估参数向量;̂a=(bε)用最小

二乘法求解,得â=(BTB-1)BTYn,对微分方程求

解,即可得到预测模型:

 xT
1̂X1(k+1)= x0(1)-

ε
b e-bk+

b
ε

(21)

3 结果与分析

3.1 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出2008—2018年中国黄

河流域9个省份的可持续发展指数(表3)。

表2 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及评价标准

耦合度区间 耦合等级 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 评价等级

[0.0,0.1) 极度失调

0~0.299 低水平耦合 [0.1,0.2) 严重失调

[0.2,0.3) 中度失调

0.300~0.499 拮 抗
[0.3,0.4) 轻度失调

[0.4,0.5) 濒临失调

0.500~0.699 磨 合
[0.5,0.6) 勉强协调

[0.6,0.7) 初级协调

[0.7,0.8) 中级协调

0.700~1.000 高水平耦合 [0.8,0.9) 良好协调

[0.9,1.0) 优质协调

表3 2008-2018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可持续发展指数

年份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河南 山东 黄河流域均值

2008 0.2864 0.1912 0.1666 0.1693 0.2770 0.1808 0.2095 0.1626 0.2869 0.2145
2009 0.3044 0.2146 0.1793 0.1948 0.3007 0.1924 0.2282 0.1844 0.3109 0.2344
2010 0.2906 0.2360 0.1950 0.2066 0.3212 0.2100 0.2535 0.1998 0.3471 0.2511
2011 0.3061 0.2528 0.2133 0.2136 0.3339 0.2249 0.2821 0.2230 0.4149 0.2738
2012 0.3436 0.2888 0.2277 0.2261 0.3609 0.2431 0.3174 0.2506 0.4229 0.2979
2013 0.3382 0.2996 0.2498 0.2463 0.3860 0.2559 0.3370 0.2653 0.4561 0.3149
2014 0.3525 0.3149 0.2626 0.2786 0.3988 0.2530 0.3501 0.2735 0.4651 0.3277
2015 0.3561 0.3410 0.2753 0.2924 0.4179 0.2628 0.3842 0.3049 0.4938 0.3476
2016 0.3718 0.3553 0.2964 0.3193 0.4392 0.2767 0.4053 0.3299 0.5100 0.3671
2017 0.3987 0.3822 0.3128 0.3483 0.4451 0.2909 0.4146 0.3604 0.5256 0.3865
2018 0.4392 0.4089 0.3337 0.3702 0.4718 0.3093 0.4239 0.3909 0.5441 0.4102

  由表3可知,从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均值来看,
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

趋势。从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图

1)来看,2008—2011年,变异系数有较大波动,其中

2010年相对于2009年的变异系数有明显的下降,说
明2010年相对于2009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可持

续发展趋势相对稳定,差异化在减小,促进了黄河流

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整体性。从2011—2018年,变
异系数在持续下降,说明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可持续

发展的差异化程度在不断缩小,同时,表明各系统间

的协调性在增加,这让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

整体上保持一致性成为可能。其中山东省的可持续

发展综合指数在2008—2018年均居于首位,变化趋

势最为稳定,逐年呈现稳定上升态势。内蒙古、四川、
河南、陕西、甘肃和山西省综合指数在2008—2018年

持年增长。青海综合指数在2008—2018年上下波

动,但波动幅度不大,总体上也是呈现上升趋势。截止

到2018年山东综合指数达到0.5441,其余8个省份

也都达到0.3以上,说明中国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状

况在逐年不断改善,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黄

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东西方向上存在巨大差异。

图1 2008-2018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指数及变异系数

由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比重

大,青海黄河源区域、宁夏西海固地区、甘肃陇东地区

等都是中国极其贫困的地区;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

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正面临着资源紧张、环
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上中下游发展不平衡、区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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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机制不完善等难题。黄河流域9个省份需积

极转换以资源换发展的错误心态,鼓励大众创新,加
快产业转型,形成生态与经济两手抓的良好形势。

3.2 可持续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

由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2008—2018年中国黄河

流域9个省份可持续发展系统协调指数(表4)。
由表4可知,2008—2018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

系统耦合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

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并且存在耦

合度大于耦合协调度的情况,说明在未来的协调发展

上具有上升的潜力。虽然协调度值比耦合度值低,但
是两者均呈现向上的态势。

各省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情况见表5。青海、四
川、甘肃的耦合协调度的跨度最大(为4个等级),宁
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6省(区)的耦合协

调度跨度为3个等级。

表4 2008-2018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可持续发展系统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指数(D)

年份
青海

C D
四川

C D
甘肃

C D
宁夏

C D
内蒙古

C D
山西

C D
陕西

C D
河南

C D
山东

C D
2008 0.523 0.387 0.664 0.356 0.403 0.259 0.613 0.322 0.771 0.462 0.726 0.362 0.789 0.407 0.620 0.318 0.824 0.486
2009 0.532 0.402 0.731 0.396 0.508 0.302 0.622 0.348 0.778 0.484 0.740 0.377 0.793 0.425 0.706 0.361 0.832 0.509
2010 0.595 0.416 0.812 0.438 0.572 0.334 0.677 0.374 0.823 0.514 0.757 0.399 0.856 0.466 0.780 0.395 0.847 0.542
2011 0.684 0.458 0.853 0.464 0.631 0.367 0.726 0.394 0.845 0.531 0.813 0.428 0.896 0.503 0.833 0.431 0.930 0.621
2012 0.710 0.494 0.902 0.510 0.734 0.409 0.735 0.408 0.858 0.557 0.838 0.451 0.910 0.537 0.846 0.461 0.845 0.598
2013 0.748 0.503 0.910 0.522 0.747 0.432 0.762 0.433 0.873 0.581 0.828 0.460 0.925 0.558 0.852 0.476 0.845 0.621
2014 0.779 0.524 0.921 0.539 0.745 0.442 0.727 0.450 0.871 0.589 0.818 0.455 0.928 0.570 0.870 0.488 0.845 0.627
2015 0.820 0.540 0.917 0.559 0.748 0.454 0.743 0.466 0.877 0.606 0.799 0.458 0.923 0.595 0.861 0.512 0.833 0.641
2016 0.844 0.560 0.925 0.573 0.754 0.473 0.759 0.492 0.877 0.621 0.789 0.467 0.922 0.611 0.859 0.532 0.833 0.652
2017 0.854 0.584 0.931 0.597 0.753 0.485 0.802 0.528 0.873 0.624 0.797 0.481 0.929 0.621 0.859 0.556 0.835 0.663
2018 0.872 0.619 0.935 0.618 0.767 0.506 0.827 0.553 0.882 0.645 0.815 0.502 0.924 0.626 0.860 0.580 0.839 0.676

表5 2008-2018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D)及评价等级

省 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青 海
D 0.387 0.402 0.416 0.458 0.494 0.503 0.524 0.540 0.560 0.584 0.619

评价等级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四 川
D 0.356 0.396 0.438 0.464 0.510 0.522 0.539 0.559 0.573 0.597 0.618

评价等级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甘 肃
D 0.259 0.302 0.334 0.367 0.409 0.432 0.442 0.454 0.473 0.485 0.506

评价等级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宁 夏
D 0.322 0.348 0.374 0.394 0.408 0.433 0.450 0.466 0.492 0.528 0.553

评价等级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内蒙古
D 0.462 0.484 0.514 0.531 0.557 0.581 0.589 0.606 0.621 0.624 0.645

评价等级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山 西
D 0.362 0.377 0.399 0.428 0.451 0.460 0.455 0.458 0.467 0.481 0.502

评价等级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陕 西
D 0.407 0.425 0.466 0.503 0.537 0.558 0.570 0.595 0.611 0.621 0.626

评价等级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河 南
D 0.318 0.361 0.395 0.431 0.461 0.476 0.488 0.512 0.532 0.556 0.580

评价等级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山 东
D 0.486 0.509 0.542 0.621 0.598 0.621 0.627 0.641 0.652 0.663 0.676

评价等级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表5中只有山东省在2011年便率先达到初级协

调阶段,是黄河流域9个省份中耦合协调最好的省

份,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科技之间的发展越来

越协调。截止到2018年,有5个省份已经进入初级

协调阶段,山东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意味着,资源的

科学开发、经济的转型、科技的创新以及环保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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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生态环境,缓和环境压

力。但是仍然有进步的空间。需加速产业转型,寻求

更适合各省份独特的发展模式,鼓励创新型产业的出

现,实现5系统内部协调发展。
耦合度空间分布来看,2008年,只有甘肃的耦合

度处于拮抗阶段,4个省份的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4
个省份的耦合度处于高水平磨合阶段,但是相应的耦

合度数值有差别。其中,耦合度值较高的地区为山

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省(区)。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

状况良好,资源禀赋丰裕,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同时,
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而言较少,生态环境状况较

好。因此,这些省份的耦合度较高。耦合度最低的地

区为甘肃省。由此可以发现,低耦合度地区多是经济

欠发达地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生态状况

本就与其他省份有一定的差距,也没有对生态给予足

够的重视,更在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也没有及时修

复。2018年,耦合度发生改善,9个省份的耦合度都

处于高水平磨合阶段,但耦合度数值各省还是存在差

距。各省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长期处于极

其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用资源换经

济的发展模式,否则,会继续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降
低环境承载力。同时,工业技术需要进行革新,减少

资源的浪费和工业污染对环境的破坏,修复当地已被

破坏的环境,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发展新兴

行业,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以促进经济、社会、资源、
环境、科技的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

3.3 耦合协调发展预测

通过使用 Matlab分析软件,以黄河流域9个省

份2008—2018年5大系统耦合协调度为数据,得到5
大子系统耦合协调未来7a的预测结果(表6)。

表6 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预测

省 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青 海 0.6470 0.6767 0.7077 0.7401 0.7740 0.8094 0.8465
四 川 0.6578 0.6871 0.7177 0.7496 0.7830 0.8179 0.8543
甘 肃 0.5482 0.5763 0.6059 0.6370 0.6697 0.7041 0.7402
宁 夏 0.5779 0.6072 0.6381 0.6704 0.7045 0.7403 0.7778
内蒙古 0.6735 0.6935 0.7142 0.7355 0.7574 0.7800 0.8032
山 西 0.5142 0.5275 0.5411 0.5551 0.5695 0.5842 0.5993
陕 西 0.6780 0.7047 0.7326 0.7615 0.7915 0.8227 0.8552
河 南 0.6154 0.6452 0.6763 0.7090 0.7432 0.7791 0.8167
山 东 0.7056 0.7238 0.7425 0.7616 0.7813 0.8015 0.8221

  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未来7a的发展均呈上升

趋势,其中,青海省的耦合协调度从初级协调迈入良

好协调;四川省从初级协调迈入良好协调;甘肃省从

勉强协调迈入中级协调;宁夏地区从勉强协调迈入中

级协调;内蒙古地区从初级协调迈入良好协调;山西省

仍处于勉强协调,但数值有所增加;陕西省从初级协调

迈入优质协调;河南省从勉强协调迈入良好协调;山东

省从初级协调迈入优质协调。预测结果显示,9个省份

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科技未来7a内的协调发

展情况虽总体上有所改善,但部分省份改善的速度有

待进一步提高,达到各省5大系统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就需要各省在未来,寻找突破限制

自身发展因素的方法,实现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生态

环境保护、资源发展、科技创新这五者间的协调发展。

4 结 论

构建黄河流域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科技

等5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利用熵权

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综合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并计算

5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最后,对其未

来的耦合协调度使用灰色 GM(1.1)模型进行预测。
得到的结论如下。

(1)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指数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山东省的可持续

发展综合指数在2008—2018年均居于首位,且逐年

呈现稳定上升态势。综合看来,9个省份当中可持续

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水平改善幅度

最慢的是山西省。
(2)2008—2018年9个省份的系统耦合度整体

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只有甘肃省的耦合度处于

拮抗阶段,4个省份的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另外4
个省份的耦合度处于高水平磨合阶段,2018年,耦合

度发生改善,9个省份的耦合度都处于高水平磨合阶

段,但耦合度数值各省间还是存在差距。
(3)9个省份的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科技

耦合协调度未来7a的发展均呈现上升的趋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如今在处理黄河流域可持续

发展当中的问题时可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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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托资源优势来发展区域特色产业,以绿色

采选技术为支撑,对黄河上游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利

用;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态景观为侧重点,拓展全

区的旅游业;发挥历史文化的优势,形成以文化旅游

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牧

业,实现人、工业经济、居住区和自然文化生态的

融合。
(2)要加大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科技

人才的投入,加快传统产业更新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扩

张,以新经济的快速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坚持以生态为优先、绿色发展,且立足于城市的地域

特色,重塑各产业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并且减轻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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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田颖1,张仲伍1,乔旭宁2,张玉芳1

(1.山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山西 临汾041000;2.河南理工大学,土地经济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454000)

摘 要:[目的]研究黄河流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三生空间)土地利用转型的结构、空间特征及其

生态环境效应,定量权衡土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决策支持。[方法]以黄河流域为例,利用ArcGIS空间分析与制图技术、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土地利

用转型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指数等模型方法。[结果]①2000—2020年黄河流域“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结构表

现为生产用地面积减少,生态用地面积相对稳定,生活用地面积不断增加。②200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0.4502,0.4505和0.4567,呈稳定上升趋势。③200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差异性,表现为由东南向北部递增。④2000—2020年黄河流域牧草生态用

地对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贡献率最高。20a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存在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前者大于后者,

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结论]城乡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的占用是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应合理规划“三生”空间,优化国土资源空间配置,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重大战略。

关键词:三生空间;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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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UseTransformationandItsEco-environmentEffectsof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SpacesinYellowRiverBasin

ChangTianying1,ZhangZhongwu1,QiaoXuning2,ZhangYufang1

(1.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hanxiNormalUniversity,Linfen,Shanxi041000,China;

2.He’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LandEconomyandUrban-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Jiaozuo,He’nan45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landusetransformationstructure,spatialcharacteristics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
effectsofthe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spaceintheYellowRiverbasinwerestudied,inordertobalance
landresourcedevelopment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providedecision-makingforthe
ecologicalprotection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YellowRiverbasin.[Methods]TakingYellow
Riverbasinasthestudyarea,thelandtransformationwasanalyzedbyusingspatialanalysisandmapping
functionsofArcGISplatform,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indexandthecontributionindexoflanduse
transitiontotheecologicalenvironment.[Results]①From2000to2020,thelandusestructureshowedthat
productionlandareawasdecreasing,ecologicallandremainsrelativelystableandlivinglandareawas
increasing.②In2000,2010and2020,theeco-environmentalqualityindexoftheYellowRiverbasinwas
0.4502,0.4505and0.4567respectivelyandshowedastableupwardtrend.③Therewereobviousdifferencesin



thespatialdistribut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indexfrom2000to2020,andtheoveralltrendis
increasingfromthesoutheasttothenorth.④ From2000to2020,forageecologicallandcontributedthe
mostto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oftheYellowRiverbasin.Inlasttwodecades,thereexistedtwo
trendsofdeteriorationandimprovementofecologicalenvironment,andthelatterwasmorethantheformer.
Consequently,ecologicalenvironmentofYellowRiverbasinhadbeenimproved.[Conclusion]Theoccupation
ofagriculturalproductionlandbyurbanandrurallivingland,andindustrialandminingproductionlandis
themainfactorthatcausedeco-environmentaldeterior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Thedecisionmakers
shouldrationallyplanthe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spacesandoptimizethespatialallocationofland
resources,soastopromotethemajornationalstrategyforecologicalprotection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in
theYellowRiverbasin.
Keywords: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spaces;landusetransformation;ecologicalenvironmenteffect;the

YellowRiverbasi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

率由1978年的18%上升至2019年的60.6%。但仍

然有许多城市主要依赖占用大量耕地、森林、牧草地

和水域的方式提高城市化水平[1],这些不合理的土地

利用造成了生物多样性降低[2]、土壤质量退化[3]、大
气污染[4]、水环境恶化等[5]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
在地区生态与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分析土地利用变

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研究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重

要内容,也是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6]。土地利

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已经吸引了环境学、生态经

济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的兴趣,成为国内外学者们研

究的重点。在研究尺度上,大多集中于全球[7-8]、国
家[9-10]、省市[11]和流域等[12]单个尺度的土地利用转

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对流域尺度和市域范围相结合

的研究较少,流域作为复合系统,其生态环境更敏

感[13],将其与市域叠加更能反映行政单元的生态环

境质 量。在 研 究 对 象 上,主 要 集 中 于 农 业[14]、林
业[15]、生活用地等[16]单一土地要素以及区域多地类

转型变化[17-18]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中区域多地类转

型变化更能体现区域转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学者采用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

阵、土地利用动态度研究土地转型结构、数量占比等

特性[19-20],采用数理统计法、综合评价法、空间计量

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土地利用转型和生态环境

的关系[21-23],这些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党

的十八大着眼于土地利用功能视角,提出要构建“生
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的“三生”空间[24],指明土地的生产功能、生态

功能和生活功能的协调发展是未来国土空间有序开

发的目标。因此,基于“三生”空间将土地利用转型与

国土空间开发相联系,是研究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

环境效应的重要视角。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横贯我国东中西

三大区域,其串联着中国7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

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
呼包鄂榆城市群、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城市群和兰西

城市群等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区,承载着我国社会经

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近几十年,黄河流域

部分地区高速城镇化导致流域用水总量负荷过大,资
源利用方式粗放,土地质量持续恶化,土地承载力处

于超载或严重超载状态,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的良性

发展[25],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环境质量非常

紧迫。因此,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结合GIS
空间分析技术,研究2000—2020年黄河流域“三生”
空间土地利用转型的规律、空间结构特征与生态环境

效应,定量权衡土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

关系,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

支持。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域位于东经96°—119°,北纬32°—42°,发
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流域幅员辽

阔,包括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
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9个省

区,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黄河流域跨

越我国三大阶梯,形成干旱、半干旱、半湿润的气候,
各区地貌、降水、蒸发等天然条件差异明显。参考相

关研究对黄河流域研究范围的划定[26-27],本文以青海

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不包含

蒙东地区)、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8省90
市为研究对象,研究黄河流域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

环境效应。

1.2 数据来源

黄河流域2000,2010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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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
www.resdc.cn),该数据为基于 LandsatTM/ETM
遥感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成,空间分辨率为

1000m×1000m。杨清可在研究长江三角洲核心区

的土地利用转型时,基于“三生”空间和土地利用主导

功能的思考,建立“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方

案,包括3个一级用地类型和8个二级用地类型[6]。
本文将依据杨清可建立的“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

分类方案对土地利用类型基础数据进行重新划分;同
时,参考冉端[28]、李晓文等[29]制定的地类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值,对“三生”空间功能分类生态环境质量进

行修正与赋值(表1)。

表1 黄河流域“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分类及其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三生”空间
(一级地类)

土地利用分类
(二级地类)

基础数据土地利用分类
(二级地类)

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

生产用地
农业生产用地 水田、旱地 0.28
工矿生产用地 工矿建设用地 0.15

林地生态用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 0.86

生态用地
牧草生态用地 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0.75
水域生态用地 河渠、湖泊、水库和坑塘、冰川和永久积雪地、海涂、滩地 0.59
其他生态用地 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裸岩石砾地 0.04

生活用地
城镇生活用地 城镇用地 0.20
乡村生活用地 乡村用地 0.20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转型矩阵 土地利用转型矩阵是将

研究期初至期末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面积以矩阵

方式加以表示,它是土地利用变化方向和数量分析的

基础,能够表现土地利用转型的具体变化[30]。计算

公式为:

   Sij=
S11 … S1n

︙ ︙ ︙

Sn1 … Snn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1)

式中:S 表示土地面积;n 表示用地类型数;i表示研

究期初的土地利用类型;j表示研究期末的土地利用

类型。

1.3.2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是评估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指数,通过对各土

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计算得出,其与生态环境质量呈

正相关。经典的生态环境质量模型考虑各用地类型

的生态质量指数和面积比例[21-30],本文利用“三生”空
间将各用地类型分类,借鉴经典生态环境质量模型定

量测算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状况,并将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质量分类。计算公式为:

   EVt=∑
n

i=1
LUAi×EVi/TA (2)

式中:EVt 为第t 时期区域生态质量指数;LUAi,

EVi 分别为第t时期区域的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及其生态环境质量指数;TA为土地利用总面积。

1.3.3 土地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指数 土地

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指数能定量表示某种土

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31]。计算

公式为:

   LEI=(LEt+1-LEt)LA/TA (3)
式中:LEI为土地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指数;

LEt+1,LEt分别为研究末期和初期生态质量指数;

LA为发生变化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黄河流域土地利用基本情况

2000—2020年黄河流域“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结

构转型中,生产用地面积从2000年的494929.4km2

降至2020年的481793.6km2,减少了13135.8km2;

生态用地面积基本稳定,数量约为2000000km2;生
活用地面积从2000年的41994.1km2 增长至2020
年的59691.7km2,其年均增长1.9%。从黄河流域

“三生”空间土地用地二级分类来看,牧草、其他生态

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的分布最为广泛,牧草、其他生

态用地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内蒙古高原区和黄土高

原区,主要包括内蒙古(不包含蒙东地区)大部分区

域、山西省与河南省西部、陕西省中北部、甘肃省中东

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以及青海省东部;农业生产

用地则集中在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宁夏平原等地

区,2020年黄河流域牧草、其他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

用地面积分别为41.1%,27.1%和18.5%;在快速城

镇化过程中,黄河流域乡村生活用地呈增加趋势,凌
乱分散在各省;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生活用地面积

为19708.6km2,是2000年的2.5倍,这是黄河流域

近20a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迅速扩张的结果,也
是农业生产用地与其他生态用地锐减的结果(表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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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0-2020年黄河流域各地类面积及其变化 km2

年 份 
农业生产

用 地
工矿生产

用 地
林地生态

用 地
牧草生态

用 地
水域生态

用 地
其他生态

用 地
城镇生活

用 地
乡村生活

用 地

2000 491017.0 3912.4 204273.0 1030340.0 47871.7 719981.0 7739.4 34254.7
2010 483678.0 5494.4 207122.0 1028600.0 49143.7 719110.0 11016.7 35236.4
2020 470403.0 11390.6 209086.0 1043760.0 57276.8 689754.0 19708.6 39983.1
2000—2010 -7339.0 1582.0 2849.0 -1740.0 1272.0 -871.0 3277.3 981.7
2010—2020 -13275.0 5896.3 1964.0 15160.0 8133.1 -29356.0 8691.9 4746.7
2000—2020 -20614.0 7478.2 4813.0 13420.0 9405.1 -30227.0 11969.2 5728.4

  2000—2020年黄河流域土地格局发生了显著变

化,农业生产用地和其他生态用地面积大幅减少,分
别减少了20614和30227km2,牧草生态用地和

城镇生活用地面积增长较快,分别增加了13420和

11969.2km2,其中城镇生活用地年均增幅达到5%,
说明伴随着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的逐步展开,黄河流域

生活用地需求逐步增长,用地矛盾凸显,需合理开发

其他生态用地等土地后备资源;水域生态用地和工矿

生产用地随着区域经济政策、发展战略、交通便捷程

度等的影响,各区域用地分布和变化程度各不相同

(图1)。

2.2 黄河流域土地利用转型分析

利用 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对黄河流域

四期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叠加,获得黄河流域土地利

用转型矩阵(表3),发现2000—2010年各用地变化率

远低于2010—2020年,说明2010年后黄河流域土地

转型规模空前巨大,人类影响活动愈演愈烈。
(1)生产用地。2000—2020年黄河流域农业生

产用地呈持续减少状态,其主要向牧草生态用地和乡

村生活用地转移,转移率分别为16.2%和5.7%,这与

国家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及2017年十九大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政策密切相关。2000—2020年黄河流域工

矿生产用地呈增加状态,其中,2010—2020年增长幅

度最大,占总增加量的78.8%,增加来源主要源于对

农业生产用地和牧草生态用地的侵占,分别占总增加

量的35.9%和29.8%。
(2)生态用地。2000—2020年黄河流域林地生态

用地总体呈增加态势,主要增加来源为农业生产用地

和牧草生态用地,其贡献率分别为10.4%和23.7%。

2000—2020年黄河流域牧草生态用地总体呈上升态

势,增加了13420km2,主要增加来源为农业生产用

地和其他生态用地。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域生

态用地呈增加态势,2010—2020年增长幅度大,占总

增长面积的86.5%,主要来源于牧草生态用地和其他

生态用地。2000—2020年黄河流域其他生态用地总

体呈减少态势,主要转向牧草和水域生态用地。

图1 黄河流域2000-2020年“三生”土地利用状况

(3)生活用地。2000—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生

活用地呈持续增加状态,其中2010—2020年增加幅

度最大,占总增加量的72.6%,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

用地,对其增加的贡献率为38%。2000—2020年黄

河流域乡村生活用地变化与城镇生活用地类似,尽管

增加面积低于城镇生活用地,但也呈持续增加态势,
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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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黄河流域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变

化呈现农业生产用地和其他生态用地的逐渐减少和

其余用地逐渐增加的特点。随着各项发展战略的推

动,如西部大开发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目前黄

河流域土地的主导转移方向逐渐以发展城镇和工矿

业为主。

表3 黄河流域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km2

项 目  
2020年

农业生产
用 地

工矿生产
用 地

林地生态
用 地

牧草生态
用 地

水域生态
用 地

其他生态
用 地

城镇生活
用 地

乡村生活
用 地

变化率/
%

农业生产用地 336632.0 4240.7 21658.6 79439.3 7431.4 3355.8 9785.6 28138.1 31.40
工矿生产用地 714.7 830.8 86.9 246.7 1334.2 94.1 406.8 168.4 78.60

年 林地生态用地 19048.8 574.1 132774.0 46623.5 1086.0 2492.8 415.7 1052.8 34.94

0002

牧草生态用地 77690.2 3593.3 49487.9 808102.3 10263.2 75922.5 852.2 3884.6 21.53
水域生态用地 5808.3 235.0 872.1 7972.8 26961.6 4960.2 320.3 658.1 43.58
其他生态用地 6211.6 1497.9 3264.0 97636.0 9314.9 601073.0 179.4 534.7 16.48
城镇生活用地 860.4 42.4 88.3 126.6 69.6 7.4 6399.4 133.1 17.18
乡村生活用地 23018.1 343.1 614.5 2724.3 593.4 298.0 1291.2 5334.7 84.41

2.3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公式(2)计算得出黄河流域2000,2010和

202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0.4502,0.4505
和0.4567,整体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定,
呈上升趋势。为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计算出黄河流域90个地级市2000—2020年的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并利用ArcGIS的自然断点法将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低质量区、

较低质量区、中质量区、较高质量区和高质量区。各

级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有所差异(表4),2000—2020年

高质量区面积比重保持在28.7%,成为黄河流域土地

利用生态环境状况的主体;较高质量区面积急速增

长,比重增加8.7%,这与国家近年来极度重视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质量有关。中质量区和较低质量区面积

减少,比重分别下降7.7%和2.2%;低质量区面积

稳定。

表4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面积及比重

类 型 
2000年

面积/km2 比重/%
2010年

面积/km2 比重/%
2020年

面积/km2 比重/%
低质量区 370116.3 14.2 370116.3 14.2 373274.9 14.3
较低质量区 469984.5 18.0 393964.5 15.1 413456.9 15.8
中质量区 729319.7 27.9 549604.2 21.0 526953.1 20.2
较高质量区 294268.9 11.3 550004.4 21.0 550004.4 21.0
高质量区 750713.6 28.7 750713.6 28.7 750713.6 28.7

  1990,2010和2020年3个时期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差异性,整体呈现

由东南向北部递增趋势(图2)。生态环境高质量区

和较高质量区主要位于青海南部三江源草原草甸湿

地生态屏障区、内蒙古的一系列草原区及农业区,其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生态用地,受地形地貌制约,生
产用地和生活用地较少,受人类活动影响小,因此生

态环境质量高。
生态环境中质量区和较低质量区主要分布于甘

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分区域、山西省和陕西省

北部等经济和工业较发达区域,但随着政策对生态环

境的要求提升,例如2010年以前的退耕还林还草制

度和2010年后的国家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其比重有所下降。生态环境低质量

区从2000—2020年增长3158.6km2,主要分布在城

市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连片分布明显,如各省

省会附近和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

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宁夏沿黄城

市群、兰西城市群为主的黄河流域城市群,其主要土

地利用类型为农业、工矿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
这些用地挤压了绿色生态用地,密集的人口和仍以工

业为先导的产业结构导致土地利用强度超过了生态

利用承载力。
2.4 黄河流域土地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指数

在黄河流域2000,2010和2020年3个时期土地

利用类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中(表5),牧草生态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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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贡献率均为最高,占比

67%左右,其次为林地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林
地生态用地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随时间推移

而递增,农业生产用地则相反,其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从2000年的0.0541减小到2020年的0.0518,贡献

率从12.03%减小到11.35%。水域生态用地、城镇和

乡村生活用地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较小,但呈

现上升趋势。

表5 黄河流域2000-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环境质量指数和贡献率

土地利用类型
2000年

指数变化 贡献率/%
2010年

指数变化 贡献率/%
2020年

指数变化 贡献率/%
农业生产用地 0.0541 12.03 0.0533 11.84 0.0518 11.35
工矿生产用地 0.0002 0.05 0.0003 0.07 0.0007 0.15
林地生态用地 0.0692 15.37 0.0701 15.57 0.0708 15.49
牧草生态用地 0.3023 67.15 0.3018 66.98 0.3060 66.99
水域生态用地 0.0111 2.47 0.0114 2.53 0.0133 2.91
其他生态用地 0.0099 2.20 0.0099 2.20 0.0095 2.08
城镇生活用地 0.0006 0.14 0.0009 0.19 0.0016 0.34
乡村生活用地 0.0027 0.60 0.0028 0.62 0.0031 0.69

总 计  0.0541 12.03 0.4505 100.00 0.4567 100.00

图2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布

  生态环境质量往往存在着改善和恶化两种相反

的发展趋势,这两种趋势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使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维持相对稳定,但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的稳定并不代表生态环境未改变[32-33]。
据公式(3)计算得出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的主要用地变化类型及贡献率(表6)。2000—2010
年农业生产用地转型为林地和牧草生态用地,其他生

态用地转型为农业生产用地、牧草生态用地,以及水

域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转型为牧草生态用地是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原因,这6种用地

转型对黄 河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的 贡 献 率 达

96.75%。牧草生态用地的减少,城镇和乡村生活用

地对农业生产用地的占用则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

量恶化的主要原因,前6种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

量恶化的用地转型贡献率达90.4%。

2010—2020年的用地转型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的前6种用地转型类型贡献率上升为97.69%,导
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前6种用地转型类型贡献率

上升为90.99%,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生态用

地转为牧草生态用地成为黄河流域环境质量改善的

主导因素,贡献率占比排名第一。农业生产用地对牧

草生产用地的占用对环境质量的负作用开始凸显,贡
献率占比逐步提高,至2020年达到31.66%。总体而

言,黄河流域20a间生态环境存在改善和恶化两种

趋势,恶化的趋势小于改善的趋势,但改善力度仍需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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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黄河流域2000-2020年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土地利用转型类型及贡献率

模式
2000—2010年

土地利用转型类型(X—Y) 贡献率 比重/%
2010—2020年

土地利用转型类型(X—Y) 贡献率 比重/%

导
致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1—4 0.000493 44.09 6—4 0.011228 43.91
6—4 0.000446 39.90 1—4 0.007617 29.79
3—4 0.000061 5.48 3—4 0.004413 17.26
5—4 0.000045 4.06 1—3 0.000931 3.64
6—1 0.000023 2.10 5—4 0.000456 1.78
1—3 0.000013 1.12 8—1 0.000336 1.31
总 计 0.001083 96.75 总计 0.024982 97.69

导
致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4—6 -0.000537 38.32 4—6 -0.008482 31.68
4—1 -0.000369 26.31 4—1 -0.007526 31.66
4—3 -0.000178 12.71 4—3 -0.004463 18.77
4—5 -0.000085 6.04 4—5 -0.001111 4.67
1—7 -0.000054 3.83 1—8 -0.000548 2.30
4—2 -0.000045 3.19 4—8 -0.000452 1.90
总计 -0.001268 90.4 总计 -0.022582 90.99

  注:X-Y表示土地利用类型由X转型为Y。数字1—8分别代表农业生产用地、工矿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牧草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其他生态用地、城镇生活用地和乡村生活用地。

3 讨论与结论

(1)2000—2020年黄河流域“三生”空间土地利

用结构转型整体呈现生产用地面积减少,生态用地面

积相对稳定,生活用地面积不断增加的格局。从二级

地类角度分析,农业生产用地和其他生态用地面积大

幅减少,牧草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和城镇、乡村生

活用地面积增长较快,其中城镇生活用地增幅最大,
年均增长5%。

(2)200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分别为0.4502,0.4505和0.4567,整体上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定,呈上升趋势。2000—2020年

高质量区面积比重保持在28.7%,构成了黄河流域土

地利用环境状况的主体;较高质量区面积急速增长,
比重增加8.7%;中质量区和较低质量区面积减少,比
重分别下降7.7%和2.2%;低质量区面积稳定。

(3)200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差异性,整体呈现由东南向北

部递增趋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区和较高质

量区主要位于青海南部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屏

障区、内蒙古的一系列草原区及农业区;生态环境中

质量区和较低质量区广泛分布于经济和工业较发达

区域,但比重有所下降;生态环境低质量区范围相对

稳定,主要分布在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连

片分布明显。
(4)2000—2020年黄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中,牧草生态用地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贡献率最高,其次为林地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

地,水域生态用地、城镇和乡村生活用地对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的贡献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黄河流域

20a间生态环境存在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恶化的趋

势小于改善的趋势,农业生产用地和其他生态用地转

为牧草生态用地是生态环境改善的主导因素,城镇和

乡村生活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的占用是生态环境恶

化的主导因素,农业生产用地对牧草生产用地的占用

对环境质量的负作用开始凸显。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生态环境安

危事关国家盛衰和民族复兴,对于目前出现的城乡生

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的占用以及

各市生态环境质量差异明显等问题,黄河流域应合理

规划“三生用地”空间,并适当利用生态补偿机制引导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各地级市也要依据自身的资源条

件、产业发展水平、主体功能区定位等规划好对自身

的土地利用方案,促进“三生用地”的合理布局,优化

国土资源空间配置,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重大战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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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2008-2019年水生态服务功能评价
齐 娜1,孙威威1,阚海明2,刘 磊1,邹俊亮2,庞 卓2,张国芳2

(1.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 林业管理所,北京101512;2.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北京100097)

摘 要:[目的]对重要饮用水源地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动态变化及其受南水北调工程的影响进行

分析,为该水库生态系统平衡和水资源保护提供依据。[方法]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工程法、替代成本法、

碳交易法、支付意愿法、比例折算法和成果参照法,定量研究密云水库水资源供给,提供水产品,调蓄洪水,

增加湿度,夏季降温,净化水质,涵养水源,固定CO2,释放O2,保护生物多样性、旅游休闲和科研教育等生

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结果]2008—2019年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价值介于709.96~1003.60亿元之

间,呈先小幅波动后增大的趋势,其中,支持服务价值(尤其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占主导地位(64%~80%);

调节服务价值处于次要地位(18%~33%),主要表现为涵养水源、增加湿度、夏季降温和调蓄洪水;供给服

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合计比例不足5%。南水北调工程使密云水库的增加湿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涵
养水源价值、净化水质价值、旅游休闲价值、科研教育价值和水生态服务总价值极显著提升(p<0.01),调
蓄洪水价值极显著下降(p<0.01)。[结论]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功能除了取决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外,还受

南水北调工程、交通便利程度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建议加强密云水库水量水质监测和文化生态潜能开发,

以保障北京市饮用水储备安全可靠。

关键词:水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南水北调工程;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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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nWater-relatedEcosystemServicesof
MinyunReservoirDuring2008-2019

QiNa1,SunWeiwei1,KanHaiming2,LiuLei1,ZouJunliang2,PangZhuo2,ZhangGuofang2

(1.ForestManagementBranch,MiyunReservoirManagementDepartment,Beijing101512,China;2.Researchand
DevelopmentCenterforGrassandEnvironment,BeijingAcademyofAgricultureandForestrySciences,Beijing100097,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ynamicsofwater-relatedecosystemservicesanditsinfluencesbysouth-to-north
waterdiversionprojectwereanalyzed,inordertoprotectwaterresourcesandecosystembalanceofMiyun
Reservoir.[Methods]Themethodsofmarketvalue,alternatingengineering,alternativecost,carbon
trading,willingnesstopay,proportionapportionmentandbenefittransferwereusedtoevaluatethewater-related
ecosystemservicesofwaterresourcessupply,aquaticproductprovision,floodregulationandreservation,air
humidityimprovement,summerheatamelioration,waterpurification,waterconservation,CO2sequestration,O2
release,biodiversityprotection,tourismandleisureandscientificresearchandeducationofMiyunReservoir.
[Results]Thewater-relatedecosystemservicevaluesofMiyunReservoirrangedfrom70.996to100.360
billionduring2008—2019,whichfluctuatedslightlyatfirstandthenincreased.Asforcomponentsofwater-
relatedecosystemservices,thevalueofsupportingservices,especiallybiodiversityprotection,playeda
dominantrole(64%~80%).Thevalueofregulatingserviceswasinthesecondaryposition(18%~33%),



whichwasmainlymanifestedinwaterconservation,humidityimprovement,summerheatameliorationand
floodregulationandreservation.Thevalueofprovisioningservicesandculturalservicestogetheraccounted
forlessthan5%.Moreover,thesouth-to-northwaterdiversionproject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valuesof
airhumidityimprovement,summerheatamelioration,waterconservation,waterpurification,tourismand
leisure,scientificresearchandeducationandtotalecosystemservices (p<0.01),whilesignificantly
decreasedthevalueoffloodregulationandreservation(p<0.01).[Conclusion]Thewaterecologicalservice
functionofMiyunReservoirisaffectednotonlybynaturalfactorssuchasclimate,butalsobyhumanfactors
suchassouthtonorthwaterdiversionprojectandtrafficconvenience.Themonitoringofwatervolumeand
qualityandthedevelopmentofculturalandecologicalpotentialofMiyunReservoirshouldbestrengthened,

soastoguaranteethesecurityandreliabilityofdrinkingwaterreservesforBeijingCity.
Keywords:water-relatedecosystemservices;evaluationoffunctions;south-to-northwaterdiversionproject;

MiyunReservoir

  水生态系统服务将水体的生态过程与人类福利

牢固地联系在一起[1-2]。一方面,人类活动是水陆景

观转换的驱动因素,进而影响支撑水生态系统服务的

各种生态、水文过程;另一方面,水生态系统服务的实

际水平反过来又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潜

力[3]。水生态系统服务既包括供水、水产品生产、发
电、航运等直接使用价值,还包括区域气候调节、调蓄

洪水、固碳释氧、休闲娱乐等间接价值[4]。目前将河

流、水库、湖泊、沼泽(或湿地)等不同类型水生态系统

作为整体,进行区域水生态服务综合评价的研究较为

系统充分[5-10]。然而,对于水库生态系统,尤其是作

为重要饮用水源地的水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鲜

有报道,尚缺乏针对性的评价方法。
密云水库作为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资

源战略储备基地,其水生态服务功能对首都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2015年,随着南水

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调蓄工程的启用,密云水库成

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间接调节库,提高了供水保证

率和水资源战略储备量,保证了北京市安全供水格局

的构建[11]。然而,水资源供需矛盾依然是制约北京

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完善水生态服务功能评价

是加强水源保护、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重要基础。针

对密云水库的水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尚未见报道。因

此,本文因地制宜地运用生态服务评估方法对密云水

库水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受南水北调工

程的影响,为基于服务效能的密云水库生态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密云水库在北京市东北部燕山群山丘陵之中,距
离北京城区80km,建于1960年,拦蓄潮河、白河上游

来水而成,控制流域面积1.55×104km2,是北京主要的

饮用水供应源地。密云水库总库容量为4.38×109m3,
对应水面面积为188km2,汛限库容为2.34×109 m3,
防洪作用明显。密云水库所处经纬度为40°20'—

41°45'N和115°25'—117°30'E,属于大陆性季风气

候,其广阔的水面具有显著的小气候调节作用,库区

夏季平均气温比纬度相近的北京市区低3℃。此外,
密云水库还具有提供水产品、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
护生物多样性、固碳释氧、休闲娱乐、科研教育等重要

生态服务功能。密云水库水生态系统保护状况是为

北京市提供更可靠、更优质水源供给和其他生态服务

的决定因素。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密云水库饮用水供给量、水库蓄水量、全年和夏

季水面蒸发量、国家级和北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种

类、水产品捕获量和投放量以及浮游植物密度从密云

水库管理处获得;旅游休闲收入信息来自《北京密云

年鉴》;密云水库水面面积由卫星遥感监测获取;北京

市水价信息、电价信息来自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相关通知;水质数据来自《北京市水务统计年鉴》;水
产品单价来自《北京统计年鉴》;固定CO2 成交价由

北京绿色交易所提供。
本文基于功能分类法对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功

能进行评价。结合研究目的、水库生态系统的特点和

可获取数据的情况,对供给服务中的水资源供给和提

供水产品功能,调节服务中的调蓄洪水、增湿降温、净
化水质和涵养水源功能,支持服务中的固定CO2,释
放O2 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功能以及文化服务中的旅

游休闲和科研教育功能,分别采用市场价值法、替代

工程法、替代成本法、碳交易法、比例折算法进行价值

核算,有针对性地对密云水库的水生态服务功能进行

评价。具体分析方法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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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方法

服务功能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供给服务
水资源供给 市场价值法 密云水库管理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提供水产品 市场价值法 密云水库管理处、《北京统计年鉴》

调蓄洪水 替代工程法 密云水库管理处、参考文献[12]
增加湿度 替代成本法

调节服务
夏季降温 替代成本法 卫星遥感影像、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水务统计

年鉴》、参考文献[13—15,17]涵养水源 替代工程法

净化水质 替代成本法

固定CO2 碳交易法 
支持服务 释放O2 市场价值法

密云水库管理处、北京绿色交易所、卫星遥感影像、《北京市统
计年鉴》、参考文献[12,14—18]

保护生物多样性 支付意愿法

文化服务
旅游休闲 比例折算法

《北京密云年鉴》,参考文献[14—15,19]
科研教育 成果参照法

2.1 供给服务

(1)水资源供给价值(Vw):

Vw=Sw·Pw (1)
式中:Vw 为水资源供给价值(亿元);Sw 为水资源供

给量(108m3);Pw 饮用水水价,依据《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的通

知(京发改[2014]865号)》(5元/m3)。
(2)提供水产品价值(Vf):

Vf=
(Y-Q)×Pv

104×O
(2)

式中:Vf为提供水产品价值(亿元);Y 为水产品捕获

量[17](t);Q 水产品投放量[17](t);Pv为水产品产值,
《北京统计年鉴2020年》(亿元);O 为水产品产量,
《北京统计年鉴2020年》(104t)。

2.2 调节服务

(1)调蓄洪水价值(Vr):

Vr=(Rt-Rs)×C (3)
式中:Vr 为调蓄洪水价值(亿元);Rt 为总库容[17]

(4.38×109m3);Rs为水库蓄水量[17](108m3);C 为

蓄洪成本[12](0.67元/m3)。
(2)增加湿度价值(Vh):

Vh=A×Eyear×103×SPve×Pe×10-8 (4)
式中:Vh为增加湿度价值(亿元);A 为水面面积[14]

(km2);Eyear,全年累计水面蒸发量,1960—2016年

多年平均值[13],1214.2mm;SPve为单位体积水汽化

消耗电量[15],125kWh/m3;Pe 为电价,依据依据《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居民生活用电实

行阶梯电价的通知(京发改[2012]831号)》〔0.48元/
(kW·h)〕。

(3)夏季降温价值(Vtm):

Vtm=
A×Esummer×103×SPvh×Pe

3.6×103×EER×108
(5)

式中:Vtm为夏季降温价值(亿元);Esummer为夏季累计

水面蒸发量,1960—2016多年平均值[13](510.1mm);

SPvh为水在标准状况下汽化热[15](2.26×106kJ/m3);

EER为空调能耗比[15](3.2)。
(4)涵养水源价值(Vwstore):

Vwstore=Rs·Pwstore (6)

式中:Vwstore涵养水源价值(亿元);Rs为水库蓄水量[17]

(108m3);Pwstore单位贮水价值[15](6.11元/m3)。
(5)净化水质价值(Vwp):

Vwp=(RN×PN+RP×PP)×Rs×10-3 (7)

式中:Vwp为净化水质价值(亿元);RN,RP 分别为密云

水库出库水相对于进库水总氮和总磷的浓度减少量

《北京市水务统计年鉴》(g/m3);RN 和RP 为去除总

氮和总磷处理成本[22],其值分别为1.5和2.5元/kg。

2.3 支持服务

(1)固定CO2价值(VCO2):

  VCO2=Cc×Dpp×10-3×A×

depth×44/12×Pt×10-8 (8)

式中:VCO2 为固定CO2价值(亿元);Cc为浮游植物单细胞

生物量碳含量[16](1.71×10-4μg/cell);Dpp为浮游植物密

度[17](104cell/L);depth为有效深度(表层水取样深度

0.5m的2倍[20],1m);Pt为CO2成交价,依据《北京碳市

场年度报告》2014—2018年平均值(北京绿色交易所,

https:∥www.cbeex.com.cn/article/xxfw/xz/bjtscndhq/,

52.518元/t);44/12为由C 到CO2质量转换系数。
(2)释放O2价值(VO2):

  VO2=Cc×Dpp×10-3×A×
depth×32/12×PO2×10-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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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O2 为释放O2 价值(亿元);PO2 为制造O2价格[12]

(400元/t);32/12为根据植物的光合作用化学方程式

确定的释放O2与固定C 的质量比。
(3)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Vbiod):

Vbiod=∑
3

i=1
ri×Ni×Pi×R×10-4 (10)

式中:Vbiod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亿元);i=1,2,3为国

家一级保护物种,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和北京市一级保护

物种;ri为保护级别系数[15],r1=10,r2=5,r3=1;Ni为

保护物种种数,根据密云水库管理处调查 N1=3,N2=
8,N3=8;Pi为物种保护支付意愿[18]〔元/(人·a)〕,针
对野生动物P1=44.56,P2=35.23,P3=31.58;R 为北

京市常住人口(万人)。

2.4 文化服务

(1)旅游休闲价值(Vtour):

Vtour=V·N (11)
式中:Vtour为旅游休闲价值(亿元);V 为地区旅游休闲

总收入(包括旅游区景点收入和民俗旅游收入两部分),
来自《北京密云年鉴》2008—2019年(中国经济社会大数

据研究平台,https:∥data.cnki.net/yearbook/Single/N
2020030054)(亿元);N 为水景观在地区旅游休闲总

收入中所比例例,根据问卷调查[19]结果,取值为32.7%。
(2)科研教育价值(Vre):

Vre=A·Pre (12)
式中:Vre为科研教育价值(亿元);Pre为水生态系统单

位面积科研教育价值(以2002年3.8402×105元/km2

为基础,取8%的社会折现率,算得2008—2019年的Pre

值)[15](亿元/km2)。

3 结果与分析

3.1 密云水库供给服务价值

由图1可以看出,2008—2019年密云水库供给服务

中的水资源供给价值和提供水产品价值都呈现不规则、

大幅度 波 动 的 变 化 趋 势。水 资 源 供 给 价 值 平 均 为

13.8355±7.5699亿元,最低值出现在2016年;最高值

出现在2014年。提供水产品价值平均为0.2506±
0.0468亿元,最低值出现在2016年;最高值出现在2017
年。南水北调工程启用后,水资源供给价值降低,提供

水产品价值提高,但是两者的变化均不显著。密云水库

是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因此,水资源供给服务

是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的核心内容。水资源供给服务

价值由淡水供应能力和饮用水需求量共同决定,供需平

衡、储量有可靠保障是水库生态系统水资源供给服务所

要实现的最终目标[21]。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用之前,密
云水库是除地下水外北京市唯一的饮用水供给来源,水
资源供给服务价值随着饮用水需求量的增加而增大,到
2014年达到峰值。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15年开始向北

京市供给饮用水后,密云水库的水资源供给压力得到缓

解,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也大幅减少。2016年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开始向密云水库补充水,密云水库成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间接调节库,淡水供应能力显著增强,其
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也随着需求量的增加而恢复逐年

上升的趋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现供水后,密云水库

的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总体上有所降低(图1),但是密

云水库的供水来源更加多样化,其淡水供应能力对局地

气候因素的依赖性明显下降,从而提升了北京市饮用水

供应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更有利于实现水资源供需平

衡。密云水库提供的水产品主要是滤食性鱼类。通过

定期投放和捕捞,这类鱼可以滤食浮游植物、移除水体

中富营养化物质,达到改善水环境、促进水库生态系统

平衡的效果[17]。密云水库的提供水产品价值在南水北

调工程启用后有所提升,在补水初期的2016和2017年

分别出现了最低值和最高值(图1),这可能与供水来源

多样化以后,密云水库蓄水量和水质的变化有关,需要

通过加强监测指导更科学合理的滤食性鱼类投放和捕

获方案[17]。

注:柱状图中,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

图1 密云水库2008-2019年供给服务价值变化

3.2 密云水库调节服务价值

由图2可知,2008—2019年密云水库调节服务

中的调蓄洪水价值呈现先小幅波动,后逐渐减小的变

化趋势;增加湿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和涵养水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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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则都呈现先小幅波动,后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净
化水质价值先小幅波动,再增大而后又降低。调蓄洪

水价值平均为20.3016±3.7682亿元,最低值出现在

2019年;最高值出现在2015年。增加湿度价值、夏
季降温价值和涵养水源价值平均分别为60.5190±
18.0999亿元、39.9027±11.9341亿元和82.1738±

34.3638,最低值都出现在2015年;最高值都出现在

2019年。净化水质价值平均为0.0287±0.0157亿

元,最低值出现在2009年;最高值出现在2016年。
南水北调工程启用后,密云水库调蓄洪水价值极显著

降低(p<0.01),增加湿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涵养水

源价值和净化水质价值则都极显著升高(p<0.01)。

图2 密云水库2008-2019年调节服务价值变化

  水库调蓄洪水价值与蓄水量呈负相关〔式(3)〕,
增加湿度价值和夏季降温价值都与水面面积呈正相

关〔公式(4)—(5)〕,涵养水源价值与蓄水量呈正相关

〔公式(6)〕,而对于特定的水库,水面面积随蓄水量的

增加而增大,因此,调蓄洪水价值与增加湿度价值、夏
季降温价值、涵养水源价值呈负相关。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启用对密云水库各项调节服务价值都有极显

著的影响。南水北调工程开始补水后,密云水库的供

水压力减轻,同时密云水库自身的来水量增加,因此,

水库蓄水量和水面面积逐年增大,导致调蓄洪水价值

极显著降低,增加湿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和涵养

水源价值却极显著提高。密云水库是重要饮用水源

地,入库河流、引水渠受到严格保护,污染物浓度低,
水库生态系统水质净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因此,水
质净化价值较低。然而,南水北调工程开始补水后,
初期由于机械混合作用导致氮、磷元素浓度上升,水
质净化功能发挥作用,使得水质净化价值在2016和

2017年升高,后期随着水库水位逐渐稳定,机械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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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影响减弱,氮、磷浓度下降,水质净化价值也随之

下降,与吴晓辉等[11]预测分析的水质变化趋势相

吻合。

3.3 密云水库支持服务价值

由图3可知,2008—2019年密云水库支持服务

中的固定CO2 价值和释放 O2 价值呈现相似的小幅

度稳态波动变化趋势,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则呈缓慢

上升的变化趋势。固定CO2 价值和释放 O2 价值平

均分别为0.00018±0.00003亿元和0.00101±
0.00018亿元,最低值都出现在2013年;最高值都出

现在2018年;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平均为618.9918
±40.5611亿元,最低值出现在2008年,最高值出现

在2019年。南水北调工程启用后,密云水库固定

CO2 价值、释放O2 价值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都有

不显著的升高,同时固定CO2 价值和释放O2 价值波

动幅度增大、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波动幅度变小。

图3 密云水库2008—2019年支持服务价值变化

  水库生态系统固定CO2 功能和释放 O2 功能主

要通过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实现,其价值的大小都由

浮游植物的生物量决定[16]。浮游植物的生物,量一

方面取决于支撑浮游植物生长和繁殖的水体中营养

元素的含量,另一方面受制于摄取浮游植物的滤食性

鱼类的数量[17]。由于密云水库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

水Ⅱ类水平,而且管理处定期向水库中投放和捕获滤

食性鱼类,因此,浮游植物的生物量总体保持稳定,导
致密云水库固定CO2 价值和释放 O2 价值相应地呈

现稳定波动的变化趋势。南水北调工程使密云水库

的来水更加多元化,对水质和水生生物均造成一定的

冲击,使浮游植物生物量、固定CO2 价值和释放 O2
价值波动增强,具体影响过程与机制还需要更长时间

的监测。
本文采用碳交易法而非碳税法进行水库生态系

统固定CO2 功能的价值评价,碳交易价格远低于碳

税价格,导致估算的固定CO2 价值偏低[12,15],但是基

于碳交易法获得的固定CO2 价值市场认可度更高,
更具有实操性。

密云水库已被列入国家重点湿地名录,由于来水

的多元化,水库水位趋于稳定,水库周边的湿地也将

形成稳定的生境,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密云水

库涉及的国家一级、二级和北京市一级保护生物全部

为鸟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3种:大鸨(O-
tistarda)、黑鹳(Ciconianigra)、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8种:毛脚鵟

(Buteolagopus)、大鵟((Buteohemilasius)、白尾鹞

(Circuscyaneus)、红隼(Falcotinnunculus)、猎 隼

(Falcocherrug)、红脚隼(Falcoamurensis)、大天鹅

(Cygnuscygnus)、灰鹤(Grusgrus),北京市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有8种:灰喜鹊(Cyanopicacyana)、红嘴

蓝鹊(Urocissaerythrorhyncha)、黑卷尾(Dicr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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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cercus)、星头啄木鸟(Dendrocoposcanicapillus)、
鸿雁(Ansercygnoides)、大白鹭(Egrettaalba)、中白

鹭(Egrettaintermedia)、凤头(Podicepscrista-
tus)。随着密云水库周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

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认识的深入,密云水库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将维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3.4 密云水库文化服务价值

由图4可以看出,2008—2019年密云水库文化

服务中的旅游休闲价值呈现先快速上升后逐渐趋稳

的变化趋势,科研教育价值则呈现先小幅波动,后快

速上升的趋势。旅游休闲价值平均为3.5252±1.885
4亿元,最低值出现在2008年;最高值出现在2017
年;科研教育价值平均为0.8506±0.4992亿元,最低

值出现在2008年;最高值出现在2019年。南水北调

工程前后,密云水库旅游休闲价值和科研教育价值都

极显著提高(p<0.01)。
密云水库是密云区旅游休闲的一张名片,独特的

山—水—林—库风光对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交通

便捷程度对旅游潜力的释放具有决定性作用,2009
年北京至承德高速公路全线开通后,密云区旅游进入

飞速发展阶段,密云水库旅游休闲价值也大幅增加;

2015年以后高速公路的旅游带动作用趋于饱和,旅
游休闲价值进入稳定平衡期。为了加强水源地保护

工作,密云水库宜适当限制与保护水源无关的旅游开

发活动。密云水库是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典范,
也是密云水库精神的重要载体,对于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引导全社会爱水护水有重要推动作用,因
此,密云水库的科研教育价值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图4 密云水库2008-2019年文化服务价值变化

3.5 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总价值和不同水生态服务

价值所比例例

由图5可知,2008—2019年密云水库水生态服

务总价值呈现先小幅波动,后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

水生态服务总价值平均为840.3808±86.4274亿元,
最低值出现在2008年;最高值出现在2019年。南水

北调工程启用后,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总价值极显著

提高(p<0.01),并且波动幅度也增大。

图5 密云水库2008-2019年水生态服务总价值变化

  密云水库各项水生态服务功能按照价值由大到

小依次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增加湿度>
夏季降温>调蓄洪水>水资源供给>旅游休闲>科

研教育>提供水产品>水质净化>释放 O2>固定

CO2(图1—4)。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由支

持服务功能中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所主导,其所比

例例合计达64%~80%,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最
大比例出现在2015年;调节服务功能中的涵养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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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增加湿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和调蓄洪水价值

处于次要地位,其所比例例合计为18%~33%,呈现

逐年增大的趋势;供给服务功能和文化服务功能价值

比例合计不足5%,分别呈现不规则波动和逐年增大

的变化趋势(图6)。
水生态服务价值因为研究对象、选取的生态服务

功能和价值计算方法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位于

珠江流域下游的广东省广州市2005—2010年水生态

服务价值在699.62~879.07亿元之间、深圳市2013
年水生态服务价值为864.51亿元[7,8],位于长江流

域上游的重庆市2001—2015年水生态服务价值在

555.99~1340.30亿元之间[10],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

流域2008年水生态服务价值为910亿元[6],而处于

永定河流域上游的河北省张家口市2017年水生态服

务价值仅为55.14亿元[12]。密云水库2008—2019年

水生态服务价值为709.96~1003.60亿元,与珠江流

域和长江流域的区域水生态服务价值相当,同时显著

高于永定河上游的区域水生态服务价值。这可能是

由于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又大于永定河上游的水资源

供给量和水库蓄水量。

图6 密云水库2008-2019年不同水生态服务

价值所比例例变化趋势

4 结 论

(1)本研究运用替代成本法、替代工程法、市场

价值法、碳交易法、支付意愿法、比例折算法和成果参

照法评估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在

研究时段内,密云水库的水资源供给价值、提供水产

品价值和水质净化价值呈现大幅度、不规则波动的变

化趋势,调蓄洪水价值先小幅波动后逐年下降,增加

湿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涵养水源价值和科研教育

价值则都先小幅波动后逐年上升,固定CO2 价值和

释放O2 价值均在平均值附近小幅波动,保护生物多

样性价值逐年平稳上升,旅游休闲价值先快速上升后

稳定于高位,水生态服务总价值的变化趋势与增加湿

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涵养水源价值和科研教育价

值相似。
(2)南水北调工程对密云水库各项水生态服务

功能有不同的影响:南水北调工程启用后,水资源供

给价值、提供水产品价值、固定CO2 价值、释放O2 价

值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与启用前相比,变化不显

著;调蓄洪水价值极显著减小;增加湿度价值、夏季降

温价值、涵养水源价值、水质净化价值、旅游休闲价值

和科研教育价值都极显著增大。水生态服务总价值

也极显著增大,从792.9958±47.6261亿元增加至

935.1507±64.2935亿元。
(3)密云水库水生态服务价值达709.96~1003.60

亿元,其中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涵养水源价值、增加

湿度价值、夏季降温价值和调蓄洪水价值居于支配地

位。为保障饮用水储量和水质安全可靠、维护水库生

态系统持久稳定,建议密切监测南水北调对水库水量

水质的长期影响,并据此调整滤食性鱼类的投放量和

捕获量,同时加强密云水库文化、生态价值的挖掘和

宣传力度,提升科研教育价值,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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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
生态足迹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韩 琭,杨 勇
(山东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目的]统计分析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生态足迹与各类型土地利用状况,为该区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19县市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和

因子探测器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生态足迹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①研究区生态足迹自2010—2019年呈现较快上升态势,生态承载力缓慢提升,赤字有所扩大。

②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足迹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区域发展阶段可分为平稳期、上升期和转型

期,其中中部和西北部生态足迹明显高于东部和西南部。③ 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耕地生产和工业

化发展对黄河三角洲区域生态足迹影响最强,其余因素影响程度依次为: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城镇化率

>水产养殖。[结论]①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均生态足迹整体变化趋势稳定,耕地与化石能源用

地足迹占区域生态足迹较大比重;②区域生态足迹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增趋势,且高值区多集中于内陆

地区和黄河沿线城市;③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核心发展要素,水域开发利用

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应从耕地保护、产业链升级、数字赋能、生态修复方面寻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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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EcologicalFootprintEvolutio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
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During2005-2019

HanLu,YangYo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Policy,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footprintandvarioustypesoflanduse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
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
YellowRiverdelta.[Methods]Taking19cities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
astheresearchobjects,theecologicalfootprintmodelandfactordetectorwereusedtoquantitativelyanalyze
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theecologicalfootprintinthehighefficiencyeco-
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from2005to2019.[Results]① Theecologicalfootprintincreased
rapidlyfrom2010to2019,theecologicalcarryingcapacityincreasedslowly,andthedeficitexpanded.②The
spatialdistributionofecologicalfootprint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was
obviouslydifferent.Theregionaldevelopmentcouldbedividedintostableperiod,risingperiodandtransition
period.Theecologicalfootprintinthemiddleandnorthwest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eastand
southwest;③ 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influencingfactors,amongwhich,cultivatedland



productionandindustrialdevelopmenthadthestrongestinfluenceontheecologicalfootprintofthehigh
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andtheinfluencedegreeofotherfactorswasintheorder
ofpopulationdensity>roaddensity>urbanizationrate>aquaculture.[Conclusion]① Theoveralltrendof
percapitaecologicalfootprint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isstable,andthe
footprintoffarmlandandfossilenergylandaccountforalargeproportionoftheregionalecologicalfootprint.
② Theregionalecologicalfootprintincreasedfromtheeastto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andthehigh
valueareasaremainlyconcentratedintheinlandareasandthecitiesalongtheYellowRiver.③ 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industrialproductionarethecoredevelopmentfactorsinthe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
ofYellowRiverdelta.Water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canpromoteregional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
Therefore,measuresandstuafegiesshouldbeputforwardfromtheviewpoints,suchasfarmlandprotection,

industrialchainupgrading,digitalempowermentandecologicalrestoration.
Keywords:highefficiencyeco-economiczoneofYellowRiverDelta;ecologicalfootprint;evolutioncharacteristics;

highqualitydevelopment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保护屏障和经济地带[1],在
国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作为黄河入海口的重要屏障,
如何优化黄河三角洲区域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带动产

业链供应链升级转换,以推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生态足

迹是全球通用衡量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
也是用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状况是否和

谐稳定的关键指标[2],可有效评价区域生态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现状。生态足迹模型由Ress[3]于1992
年引出并由 Wackernagel[4]完善模型运算,结合各国

自然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开展针对全球和地区

生态足迹的测算。
随着生态足迹模型日趋成熟,其在促进区域高质

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生态足迹研究尺度、研究对象及

研究方法做了大量探索。①研究尺度。当前国内外

生态足迹研究以面向国家地区[5]、省域[6-7]、特大城市

等[8-9]为主要研究尺度。随着国家区域性战略的转

变,生态足迹模型逐渐应用于对跨流域地区和城市群

的相关研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设提供了理论参

考。②研究对象。生态足迹研究包括不同类型土地、
不同行业,涉及范围广泛。其中研究热点集中于农业

生态足迹[10-12]、旅游业生态足迹[11]、水资源生态足

迹[13]和碳足迹[14]研究,探寻生态足迹与各行业发展

间相互作用关系。正是借助学者们将生态足迹应用

与不同行业发展构建联系,优化了生态足迹研究路

径,同时也为研究开拓了新思路。③研究方法。学者

们将不同学科技术手段应用于生态足迹测算,典型模

式包括了投入产出模型[15]、三维生态足迹模型[16]、
最小偏二乘法[17]、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18-19]方法引

入生态足迹研究,一方面,借助不同模型和方法应用,
体现了资源利用程度与人类生产活动间存在密切关

联,人类活动的扩张会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压力,在
生产生活过程中应当减少生态赤字,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另一方面,优化了生态足迹自身测算准确度,提升

了数据精度,使得生态足迹更为便捷的应用于不同自

然特征的区域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综上,已有研究对

生态足迹领域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仍然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且由于存在土地资源开发程度差异大、
产业结构失衡、生态保护严峻等问题,阻碍黄河三角

洲高质量发展建设。鉴于此,本研究借助2005—

2019年各类土地生物生产性资源和化石能源数据,
分析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足迹与承载力的时

空演变格局。借助因子探测器,探明造成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整体生态足迹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
最后,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为推动黄河三角洲因地制宜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述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17'—119°10'和北纬37°20'—38°10',是山东省面

向渤海湾的重要门户,区域周边海洋物产资源丰富,
湿地生物多样性复杂,是国家重要湿地保护区域。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涵盖了东营和滨州两市全

部辖区及其周边潍坊市、德州市、淄博市和烟台市的

19个县市区,全域人口2018年达1023万人,地区生

产总值为9686.6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6.0%,区域内

各县市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土地开发利用强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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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长期呈现出以二产拉动一三产业发展的形式,
但由于黄河三角洲区域地下矿水化程度高,土壤盐碱

化程度高且植被覆盖率低,偶有干旱和洪涝灾害,破坏

区域地表稳定性,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尤为脆弱[20]。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对

象,研究时间跨度为2005—2019年,包括了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内19县市区。研究数据涵盖化石

能源消费量和生物资源消费量,分别指代化石能源用

地、建筑用地、耕地、林地、草地以及水域。由于黄河

三角洲区域液化石油气利用量明显高于其他能源,因
此,液化石油气为本研究主要能源参考依据。生物生

产性土地面积借助FAO发布的全球生物资源作物

平均产量进行折算。研究数据基于2005—2019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县市

区统计年鉴为计算依据,考虑到部分数据缺失,为保

证数据准确性,因此采用部分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等作为数据源。

1.3 研究方法

指标法将生态足迹涵盖的土地类型进行细分,各
类生物资源和化石能源消费量折算为生产性土地面

积,更准确地表现出区域资源利用状况和土地开发强

度。因子探测器在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上将生态

足迹土地类型与区域发展指标紧密结合,将影响因子

与足迹指标相关联以突出区域发展趋势。

1.3.1 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表示某一时期维持相对

稳定人口数量的条件下,人类不同需求消耗量与消费

产生废弃物总量通过均衡因子折算成为生产性土地

面积[21],其计算公式为:

EF=N·ef=N·rj·∑
n

j

Ci

Pi
 (j=1,2,…,6) (1)

式中:EF 为黄河三角洲总生态足迹;N 为区域总人

口数;ef 为人均生态足迹;rj 为各类型土地均衡因

子,研究采用谢高地等[22]修正的中国生态足迹均衡

因子,保证不同土地折算过程中的可比性,也更为体

现出我国实际生物资源生产能力;j 指代黄河三角

洲地区不同生产性土地类型;Ci 为黄河三角洲区域

内i种生物资源的人均消费量;Pi 为i种生物资源

的全球平均产量。其中,化石能源用地面积需要借助

折算系数(参考徐中民等[23]统计)对各类能源发热量

进行测算,以全球能源平均产量为基本单位,加总求

得化石能源用地生产性面积(表1)。

表1 生态足迹模型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

土地类型 选取指标数据 均衡因子 产量因子

耕 地 粮食作物、棉花、蔬菜、瓜果、油料 2.52 0.36
林 地 林果(苹果、梨) 1.29 1.13
草 地 牛肉、羊肉 0.46 1.26
水 域 水产品总产量 0.37 1.26
化石能源用地 液化石油气、原油、煤炭、柴油、汽油 1.29 0
建设用地 电力、城市道路面积 2.52 0.36

1.3.2 生态承载力 本研究中生态承载力代表了黄

河三角洲区域土地承载能力,其对应所选区域的相应

生态容量[24],各类型生产性土地用途多样,其生产能

力也存在较大差距。其计算公式为:

EC=N·ec=N·rj·yi·aj (j=1,2,…,6)(2)
式中:EC 为区域总生态承载力;ec 为区域内人均生

态承载力;yi 为各类型土地产量因子,本研究产量因

子采用刘某承等[25]计算的中国生态足迹产量因子,
更为契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生产能力,保证了研究数据

的可靠性;aj 代表黄河三角洲区域内各类型生物生

产性土地面积。

1.3.3 因子探测器 因子探测器是地理探测器中主

要用来探测因变量y 在各影响因子x 的地理层上的

空间一致性以及影响因子x 对因变量y 的解释程

度[26],用q度量,计算公式为:

q=1-
∑
L

h
Nhσ2h

Nσ2
(3)

式中:h 为变量y 或因子x 的分层数,在本文中变量

的分类为6类,其中包括了常住人口数、人均 GDP、
道路密度、耕地面积、工业产值、水产品产量;L 为变

量y 或因子x 的分层;N,Nh 分别代表为全域和某

一层的单位数,在本文中表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全域单位数和每一类中单位数;σ2,σ2h 分别指黄

河三角洲全域和各层h 的y 值的方差;q 值范围为

0~1,所得q越大表示因变量存在更为显著的空间分

异性,空间分异性与自变量存在正相关情况下,q 值

越大则越说明该变量对区域生态足迹变化解释力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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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时间演变分析

2.1.1 整体生态足迹时间变化趋势 测算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人均足迹与承载力

状况,结果详见表2。其人均生态足迹在2005—2019
年整体呈现明显降低趋势,2005年黄河三角洲人均

生态足迹值从3.974hm2/人减少到2015年的3.534
hm2/人,减少幅度达11.07%,尤以2005—2010年下

降明显。而2015—2019年,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存

在一定程度上升,区域内人均足迹由3.534hm2/人上

升至人均足迹值3.866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维

持相对稳定,从各年承载力数值分析,得出黄河三角

洲区域承载力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

1.883hm2/人上升到2019年的2.455hm2/人,整体

呈现出黄河三角洲地区承载能力一定程度提升,但区

域赤字仍有扩大趋势,表现为资源利用与土地开发的

不协调,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2.1.2 不同类型土地生态足迹时间演变 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状况具有明显差异,各类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区域生态足迹存在密切关联。耕

地和建设用地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其中耕地生态足迹

在区域总生态足迹中占比较大,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走

势。该区域充分利用黄河水源充足灌溉便捷的优势,
播种面积逐年提升该区域的耕地使用率,导致耕地开

发利用强度提升;2005—2019年,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值

变化幅度不大,多数县市区整体城市化发展水平仍处

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而在2015—2019年,建设用地足

迹较前一阶段有一定程度回落,但基本维持相对稳定,
表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城市扩张并不明显。

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占据区域内整体足迹的

49.7%,表明黄河三角洲区域最大驱动力依然是工业

能源产业。在2005—2015年呈现出明显减少趋势,
为改善空气质量关闭不达标的重化工型企业,迫使黄

河三角洲地区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较其他生产性

土地足迹有明显下降。2015—2019年,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空气质量逐年好转,各县市

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借助工业园区建

设、工业生产技术革新、优化工业布局等方式发展第

二产业,在治理源头进行有效控制,为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实现高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2005—2015年,林地和水域人均生态足迹值呈

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走势,自2010年以来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出台林地海域抵押融资,加快港口建

设、推动高新企业入驻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有效实现节制型资源利用模式,使得黄河三角洲水域

和林地生态足迹有一定程度上升。2015—2019年,
林地和水域生态足迹基本维持稳定且有降低趋势,是
基于黄河三角洲产业布局基本定型,打造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产品品牌效应,一定程度上缓解沿海地区生

态环境压力。草地生态足迹在区域整体生态足迹中

也占据较大比重,变化趋势较其他类型土地更为平

稳,表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常年关注湿地草地保护,充
分体现出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表2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各类型土地人均生态足迹及承载力 hm2/人

土地类型   
2005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2010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2015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2019年

人均足迹 人均承载力

耕 地 1.291 1.115 1.716 1.566 1.745 1.599 1.806 1.679
林 地 0.015 0.015 0.058 0.057 0.062 0.062 0.049 0.048
草 地 0.583 0.647 0.598 0.663 0.525 0.582 0.548 0.607
水 域 0.081 0.09 0.081 0.09 0.098 0.109 0.093 0.103
化石能源用地 1.985 0 1.116 0 1.083 0 1.352 0
建设用地 0.018 0.017 0.018 0.016 0.021 0.019 0.019 0.017
区域人均生态足迹 3.974 1.883 3.586 2.392 3.534 2.37 3.866 2.455

2.1.3 不同类型土地承载力时间变化趋势 黄河三

角洲区域不同类型土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保持相对

稳定的状态,各类型土地的承载力变化幅度较小。其

中,耕 地 在6类 生 产 性 土 地 足 迹 中 占 比 最 大,在

2005—2019年常年占有率维持在67.2%,耕地承载

能力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由2005年的1.115hm2/人

上升到2019年的1.679hm2/人,说明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耕地承载能力得以提升,借助农业生产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改进种植生产方式,优化农田

分配带动区域承载能力逐步提升。水域和草地生态

承载力逐步提升,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政策注

重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保护水源和牧草地,加大对

湿地生态系统的防护,以提高土地植被覆盖能力,维
护黄河三角洲区域湿地生物多样性。黄河三角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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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生态经济区在开发过程中,推进可持续发展项目投

资建设,有效开展了区域内水源的源头防治工作;推
动发展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保护机制,退耕还林还

草,减少不同类型土地无序开发以提升承载能力。建

设用地有所增长但整体变化程度不大,也说明黄河三

角洲城市化发展较省内其他区域仍存较大差距,建设

用地在黄河三角洲区域承载力中尚未起到决定性

作用。

2.2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空间演变分析

2005—2019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19
县市区人均生态足迹值,结果见表3。为进一步探究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足迹演变特征,运用

ArcGIS10.6 Arctoolbox 中 空 间 数 据 功 能 中 的

“NatureBreak”功能,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2005—2019年各地人均生态足迹值划分为5个等

级,分区涵盖足迹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

区、高值区,依据各地不同年限生态足迹值可以将黄

河三角洲发展分成3个时间阶段。

表3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

各县市区人均生态足迹值 hm2/人

县 区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9年

东营区 0.443 0.563 0.648 0.439
河口区 0.625 0.659 0.843 1.046
垦利县 0.857 1.027 1.141 1.607
利津县 1.199 1.857 1.819 2.329
广饶县 1.145 1.453 1.274 1.165
滨城区 0.516 0.670 0.626 0.881
惠民县 0.891 1.166 1.225 1.547
沾化县 1.034 1.062 1.168 1.571
无棣县 0.772 1.068 0.887 1.475
阳信县 1.603 2.084 2.199 2.513
博兴县 0.730 1.009 1.031 1.089
邹平县 0.777 1.135 1.119 1.090
乐陵市 1.143 1.796 2.031 1.992
庆云县 0.752 1.198 1.235 1.202
高青县 1.763 1.935 2.064 1.943
寿光市 1.128 0.812 0.812 0.708
寒亭区 0.787 1.143 0.852 0.796
昌邑市 0.825 1.206 0.699 1.148
莱州市 1.251 1.074 1.067 0.961

2.2.1 黄河三角洲发展平缓期(2005—2010年) 
2005年位于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高值区的县市区包

括高青县、阳信县,沾化区、利津县、广饶县、西北部乐

陵县和东部沿莱州湾的莱州市、寿光县为较高值区,
昌邑市、惠民县、垦利区位于中值区,寒亭区、邹平市、

无棣县、庆云县分布于区域生态足迹较低值区,区域

低值区有河口区、滨城区和东营区。黄河三角洲生态

足迹呈现出由四周高值区向中心递减的分布特征,其
中变化明显的区域为莱州市、河口区等沿海区域,由
于黄河三角洲地区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应用港口码头

发展贸易经济,导致其生态足迹在2005年排名靠前。
而中部县市区经济发展多依赖于农业生产,第一产业

占城市发展主导地位,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使得其足

迹较周边地区低。

2.2.2 黄河三角洲发展上升期(2010—2015年) 
2010—2015年,各县市区生态足迹分布较2005年变

化显著,生态足迹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的趋势,形成了中西部高东部低的分布特征,其中

生态足迹高值区多集中于黄河流经区域,阳信县、利
津县、乐陵市生态足迹位居前列,而发展平缓期足迹

较高的莱州市、寒亭区呈现下降趋势,惠民县、庆云

县、邹平市有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明显,其他区域基

本维持稳定,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以滨州市和德州市

周边县市工业产业密集分布,依托黄河水源供给在产

能、工业消耗水平上逐年提升,化石能源用地足迹居

高不下。2015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中部

和西北部县市区足迹有上升趋势,而东部多数县市区

生态足迹降低。

2.2.3 黄河三角洲发展转型期(2015—2019年) 
2015—2019年,各县市区生态足迹整体生态足迹虽

呈上升趋势,表现为生态足迹高值区逐渐向内陆偏移

趋势,形成了环渤海湾生态足迹低值区向中西部内陆

县市递增的分布状况。本阶段,以高青县、垦利区、沾
化区、无棣县为代表县市区生态足迹上升显著,升至

高值区;莱州市、寿光市、寒亭区和河口区转为较低值

区,其他区域变化差异不大。沿海城市创新自身发展

模式,引入高新技术型产业,构建多边贸易投资体系,
使得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高值区多集中于中西部和

中部地区,莱州湾周边县市区多为生态足迹中低值

区,且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趋于缓解。高值区集中于中

部城市如滨州市和德州市以及东营市西部辖区,集中

发展于第二产业生产,以液化石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耗

量居黄河三角洲区域各项能源利用前列。同时,人口

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引起生物生产性产品需求扩充,
直接导致该区域生态足迹增加。

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5—2019年

人均生态足迹分布特征(图1),从开发利用和生态保

护角度分析,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划分为东

部优先开发区、西北部限制开发区、西南部协调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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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部优化开发区。东部优先开发区汇集莱州湾地

区,包含莱州市、寒亭区、寿光市等沿海地区,其生态

足迹处在区域生态足迹较低值区,其中以莱州市、寒
亭区、寿光市化石能源用地和耕地在2005—2015年

人均生态足迹呈现下降趋势,水域和草地生态环保与

经济发展间呈现盈余状态,表明该区域城市化发展模

式转型取得一定成效,各县市区间协调发展成为主流

趋势。中部优化开发区多以第二产业模式发展为主

导,其中包括了滨州市除邹平县外的全部辖区、垦利

区、河口区、利津县、广饶县和高青县。西北部限制开

发区主要包括了德州的庆云县和乐陵市,该区域自

2015年以来整体有上升趋势,由于中部区域生态足

迹相互影响,工业发展也给德州市自身生态环境形成

巨大压力;庆云县和乐陵市在近10a间一直处于生

态足迹中高值区,限制当地资源型工业,转变产业布

局成为当地转移生态压力的关键举措。西南部协调

开发区为邹平县,在经济发展,还是交通运输方面均

优于滨州市其他辖区,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和较为完善

的产业结构使其生态足迹一直处于中值区,并有逐年

降低的趋势。

图1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人均生态足迹值分布

2.3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各类型生产性土地用途将影响因素进行分

类,其中包含人口密度、城镇化率、道路密度、粮食生

产、工业化水平、水产养殖。借助因子探测器的结果

显示(表4所示),各影响因子的决定力(q)存在明显

差异,由高向低依次为:粮食生产(0.81)、工业化水平

(0.72)、人口密度(0.68)、道路密度(0.37)、城镇化率

(0.26)、水产养殖(0.19)。

表4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足迹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
因素

人口
密度

城镇
化率

水产
养殖

粮食
生产

道路
密度

工业化
水平

q值 0.68 0.26 0.19 0.81 0.37 0.72
p 值 0.049 0.077 0.084 0.007 0.065 0.029

  注:q值为各影响因子对生态足迹变化的解释程度,p 值为各影响

因子对生态足迹变化的显著程度。

  粮食生产的耕地和工业生产的化石能源用地在

影响因素中占比最大,说明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依然

是黄河三角洲地区构建经济发展体系的基石,其中以

寿光市、广饶县、乐陵市等地粮食生产量明显高于周

边城镇,促成黄河三角洲区域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粮

仓。借助工业用地和农地利用,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有

所提升,但较黄河三角洲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由

于工业分布密集也导致了黄河三角洲中部地区县市

区空气污染严重,优化资源配置,重塑产业链、再造供

应链成为了当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和城镇化率代表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城市现代化建设指标,与耕

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相比,建设用地指标所占整体比重

较低,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并非影响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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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足迹的决定性因素。黄河三角洲区域城市人口

比重相对较少,消费能力较省内中东部县市区存在较

大差距,各县市区城市化扩张并不明显,产业仍多集

中于一二产业;同时黄河三角洲地区道路交通较省内

其他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公路交通进行运

输,铁路交通较其他区域仍有不足,也在一定程度限

制经济发展。
水产养殖代表黄河三角洲区域水域的开发利用

度,其在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影响因素中占比最小。
结合2005—2019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水产

业生产量可知,该区域水产品产量较为稳定,与其他

产品的产量相比较低;国家逐步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渔业发展更为遵循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减少了

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对缓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

境污染和优化黄河三角洲区域生物多样性有着较明

显成效。

3 讨论与结论

3.1 结 论

(1)从时间演变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人均生态足迹在2005—2015年呈现出下降趋势,且
减少趋势明显,2015—1019年有略微上升趋势,但整

体变化程度维持相对稳定;从生产性土地类型来看,
影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的关键要素土

地类型为化石能源用地与耕地,而建设用地、水域、草
地和林地变化稳定,耕地与化石能源用地主导了当前

黄河三角洲发展的整体方向,其他类型土地并非影响

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变化的关键要素。
(2)从空间演变看,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演变呈

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增的趋势,其中高值区多集中于

中部和西北部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莱州湾沿岸

和西南部分地区。黄河三角洲生态足迹呈现由沿海

向内陆地区转移趋势,且黄河沿线足迹有上升趋势。
同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各类型土地利用与

各时期规划存在对应关系,政策引导成为推动区域土

地资源利用的重要驱动力。
(3)从因子探测器结果可知,农业生产和工业生

产是黄河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意味着耕地、
化石能源用地依然是黄河三角洲发展的根基,表明黄

河三角洲整体城市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集中于一二

产业,同时,水域开发利用相对稳定也对生态环境保

护起到促进作用。

3.2 讨论与建议

(1)合理控制耕地资源开发阈值,严守黄河三角

洲区域耕地保护红线,遏制黄河三角洲耕地非农化、

农地非粮化,以提升黄河三角洲耕地质量,增强土地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处理好耕地利用与城市化扩展间

的协同关系,发展“互联网+”农业,推动农业提质增

效,提升土壤肥力,优质优量的推动黄河三角洲耕地

生态保护。
(2)在双循环背景下,以工业互联网为主线推动

引入高新产业技术产业,实现产业化集聚,着力拉动

新能源材料建设、食品加工生产和化石能源等优势产

业项目,形成高效持续性的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加

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内各县市的交流与合

作,集中引入生态绿色、附加值高、经济效益长远稳健

的发展项目,拉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从5G、物联网、云计算等角度实现产

业链和供应链转换升级,以推动区域工业合理布局,
降低工业生产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3)从数字赋能角度,对产品和工艺设计创新降

低生态环境成本,拉动绿色生产、智慧制造以实现区

域专业化分工,优化市场影响评估制度,将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按照不同发展程度分区规划,结合

地区发展实际制定资源利用和城市化发展方向。
(4)强化黄河三角洲区域生态修复,增进资源承

载能力。深度构建黄河三角洲资源开发模式,建立健

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自然资源信息共享平

台,形成以各县市区为基础单位的区域发展经济链,
实现信息共享平台下的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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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雾霾城市绿地空气净化服务与景观格局的关系
———以河南省安阳市区为例

位贺杰1,杨一鸣1,3,吴 群2,3

(1.河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2.南京农业大学

不动产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95;3.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

摘 要:[目的]探究多雾霾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对空气净化服务的影响,为城市绿地景观的结构优化和布

置提供理论指导。[方法]基于河南省安阳市区2009和2019年土地利用数据,测算城市绿地景观对二氧

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净化效能,并从空间角度探索景观格局与空气净化服务之

间的关系。[结果]①2009—2019年安阳城市绿地景观面积共减少3492.18hm2,主要去向为建设用地。香

农多样性指数、景观形状指数、蔓延度指数分别由0.5727,44.2721,78.98%变更为0.8758,90.3345,66.88%。

②2009—2019年初、末期空气净化服务价值分别为5.65,26.70亿元,滞尘功能价值比例从97.19%提高到

99.07%,林地景观对总价值的贡献从88.99%提升到94.54%。③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高、中、低值区呈

现镶嵌分布状态,研究时段初期生态价值低值区偏多,末期中、高值区增多。④2009年香农多样性指数、景
观形状指数、蔓延度指数与空气净化服务价值的双变量莫兰指数为0.281,0.458,-0.305,而2019年相应值

为0.403,0.411,-0.408。[结论]城市绿地景观多样性的增加以及景观形状的复杂化会提升空气净化服

务,而绿地景观的蔓延度下降则起抑制作用。

关键词:河南省安阳市;城市绿地景观;景观格局;空气净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双变量莫兰指数;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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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AirPurificationServiceandLandscape
PatternofUrbanGreenSpaceinCityswithMoreHaze

-TakingAnyangUrbanAreaofHe’nanProvinceasanExample

WeiHejie1,YangYiming1,3,WuQun2,3

(1.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He’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450002,China;2.RealEstateResearchCenter,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China;3.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urbangreenspacelandscapepatternonairpurificationservicewere
studiedtoprovidetheoreticalguidanceforthestructuraloptimizationandlayoutofurbangreenspace
landscape.[Methods]Basedonthelandusedataof2009and2019intheurbanareaofAnyangCity,He’nan
Province,thepurificationefficiencyofurbangreenlandscapeforSO2,NOxandPM10wasmeasured,andthe
relationshipbetweenlandscapeconfigurationandairpurificationserviceswasexploredfromaspatialperspective.
[Results]① ThelandscapeareaofurbangreenspaceinAnyangCitydecreasedby3492.18hm,mainlyfor
constructionland.Shannon’sdiversityindex,landscapeshapeindexandcontagionindexchangedfrom
0.5727,44.2721and78.98%to0.8758,90.3345and66.88%.②Theservicevalueofairpurificationatthe



beginningandtheendofthestudiedperiodwas565millionyuanand2.67billionyuanrespectively.The
proportionofdustretentionfunctionvalueincreasedfrom97.19% to99.07%,andthecontributionof
forestlandlandscapetothetotalvalueincreasedfrom88.99%to94.54%.③ Thehigh,mediumandlow
valueareasofgreenlandscapeairpurificationservicepresentedamosaicdistributionstate,andthelowvalue
areasofecologicalvalueweremoreintheearlystage,andthemediumandhighvalueareasincreased
significantlyinthelatestage.④ ThebivariatemoranindexofShannon’sdiversityindex,landscapeshape
index,contagionindexandairpurificationservicevaluewas0.281,0.458and-0.305in2009,whilethe
correspondingvaluewas0.403,0.411and-0.408in2019.[Conclusion]Theincreaseoflandscapediversity
andthecomplexityoflandscapeshapecouldimprovetheairpurificationservice,whilethedecreasingspread
ofgreenspacelandscapewouldinhibittheairpurificationservice.
Keywords:AnyangCityofHe’nanProvince;urbangreenlandscape;landscapepattern;airpurification;

ecosystemservicevalue;bivariatemoranindex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汽车尾气

及工业废气过量排放导致雾霾天气增多,危害人类的

生产、生活活动及生态空间。由于气体污染物释放源

的分布特点,城市的空气污染现象要远多于农村等受

人为扰动少的生态系统。城市绿地作为城市自然生

态系统的主体部分,具有调节小气候、降温增湿、净化

空气等生态功能[1-4],对治理雾霾天气有显著作用,探
究城市绿地景观与空气净化之间的关系对改善空气

质量和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研究普遍认为城市绿地可以显著减少大气

污染物[5-6]且绿地周边的空气污染低于交通设施周

边[7],而关于绿地净化污染物的测算方法,以i-Tree
模型[8]应用较为广泛,部分采取构建单项污染物消减

核算模型的方法[9],有研究[10]结果表明空气污染物

的清除量与树种的组合及结构有关。国内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于大气污染物浓度监测[11],不同方法(物质

量和价值量模型)对城市绿地空气净化及其气候调节

服务评估[12-15]以及影响因素评价[14,16]。研究结果表明

同一区域的绿地对不同的大气污染物(例如硫化物、氮
氧化物等)或大气成分(例如二氧化碳、氧气等)调节作

用有高低区分,不同绿地类型包括不同种类的植被、不
同植被的配置组合对大气污染物的削减量有所区

别[11-12,16],与季节的关系也被一些学者关注[14]。梳理

国内外研究文献发现城市绿地对区域大气环境调节

的作用已被广泛关注,但是目前关于城市绿地空气净

化作用的量化研究较少且缺少时间跨度分析,有关城

市绿地景观格局与空气净化之间的关系鲜有研究。
河南省安阳市作为“2+26”重点监测城市,《河南

省生态环境质量年报》显示2013年以来安阳市空气

质量在河南省持续最低,且污染程度均在轻污染以

上。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安阳市空气质量指数在168个排名城市

中位列年度倒数第一。安阳市工业产业结构偏重,传

统支柱产业钢铁、建材、煤化工等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

度高,又地处京津冀大气污染物传输通道上,加之地形

的影响,极易形成污染物的聚集效应。因此,本文以安

阳市辖区为例,研究城区绿地空气净化效能并对其价

值量进行测算,探究景观格局与其功能发挥的关系,旨
在为城市绿地景观的结构优化和布置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安阳 市 位 于 河 南 省 最 北 部,地 理 位 置 介 于

35°41'—36°21'N和113°38'—114°59'E。东接濮阳市,
南连鹤壁县,西隔大行山与山西长治相望,北濒漳河与

河北邯郸毗邻,素有“豫北要冲、四省通衢”之称。地处

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的过渡地带,地势西高东低,
呈阶梯状分布。安阳市地处北暖温带,属大陆性季风

气候,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气温12.7~13.7℃,多年平

均降水量560.60mm。研究区域为安阳市市区,含4
个市辖区,分别为文峰区、北关区、殷都区、龙安区。
截至2019年,市区土地总面积为54360.00hm2,其中

城市绿地面积31971.33hm2,所占比例为58.81%。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包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为

2009—2019年SO2,NOX,PM10的区域总量变化,来
源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河南省环境统计年

报》(http:∥sthjt.henan.gov.cn/);社会经济数据主

要为2009—2019年安阳市统计年鉴,来源于安阳市

统计局;城区2期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安阳市自然资

源局,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Google遥感影像,验证得

到该土地利用数据准确率在90%以上,根据安阳市

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景观类型特点,将城市景观分为耕

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道路7类,前5
类归纳为城市绿地景观;气象数据包括月降水量、蒸
发量、月平均温度、太阳总辐射和净辐射等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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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土地覆盖

数据从中国地区土地覆盖综合数据集中提出,空间分

辨率100m,来源于寒旱区科学大数据中心(http:∥
bdc.casnw.net/)。

1.3 研究方法

1.3.1 城市空气污染物变化分析 为证明安阳市城

区具有空气净化服务的需求,首先分析了安阳市排放

的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变化,选取2009—2019年的雾

霾主成分〔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及可吸

入颗粒物(PM10)〕区域总量的面板数据,通过折线图

分析各雾霾主成分的变化情况。

1.3.2 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城市绿地景观

数量变化主要采用转移矩阵[17]表征研究时段初、末
期景观类型之间的转移状况。景观格局指数是对研

究区域内所有景观类型的综合分析,能够通过数据信

息反映景观结构组分和空间分布特征[18]。香农多样

性指数(Shannon’sdiversityindex,SHDI)能够反映

景观异质性和多样性,可以表征景观内部丰度。景观

形状指数(Landscapeshapeindex,LSI)主要凸显景

观边缘形状的复杂程度,反映景观的形状特性。蔓延

度指数(Contagionindex,CONTAG)则描述景观斑

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展趋势,可用来探究绿地景观

内部及外部的蔓延状况。因此在景观水平上选择

SHDI,LSI,CONTAG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城市绿

地景观空间特征。利用Fragstats4.2软件中的移动

窗口法[19]计算研究区的空间景观格局指数。

1.3.3 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价值初步评估 
首先结合地域特点对已有研究中的城市绿地对雾霾

主成分单位吸收量进行修正、计算,然后利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

中相关数据将气体污染物吸收量转化为统一污染当量

值,最后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环境保护

税我省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的议案》中
治理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4.80元,即可计算出绿地

景观所吸收雾霾当量的治理费用,该值即为绿地景观

空气净化服务初步评估价值(表1)。其中水域景观

的减霾效应几乎为零,故本次研究中不做测算。

Mij=Ai·Gij·e (1)
式中:Mij为第i类绿地景观类型对第j 类雾霾成分

的吸收量的污染当量(kg/a);Ai为第i类景观类型

的面积(hm2);Gij为单位面积第i类绿地景观类型

吸收第j类雾霾成分的吸收量〔kg/(hm2·a)〕;e为

标准污染当量值(SO2,NOX,PM10当量值分别为

0.95,0.95,4)。

U=∑
4

i=1
∑
3

j=1
Mij·Kij (2)

式中:U 为绿地景观空气净化生态系统服务初步评估

价值(元/a);Kij为河南省应税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

量税额,取常数4.80元/kg。

   表1 单位面积绿地景观对雾霾主要

成分的吸收量 kg/(hm2·a)

城市绿地
景观类型

物质吸收量

吸收SO2 吸收NOX 阻滞PM10
耕 地 45.00 33.50 0.95
园 地 88.65 380.00 10110.00
林 地 152.13 380.00 21655.00
草 地 279.03 6.00 1.20

  注:单位面积耕地吸收SO2,吸收 NOX、阻滞PM10能力,根据马

新辉等[20-21]、杨志新等[22]研究结果;单位面积园地吸收SO2,吸收

NOX、阻滞PM10能力取阔叶林相关参数[23];单位面积林地吸收SO2,

阻滞PM10能力取针叶林和阔叶林相关参数的均值[24-25],吸收 NOX
能力,根据彭建等[26]研究结果;单位面积草地吸收SO2,吸收 NOX、

阻滞PM10能力,根据柳碧晗等[27]、韩晔等[28]研究结果。

1.3.4 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修正 植被

净初级生产力(NPP)能够体现植物群落生产能力的

强弱,较好反映同一地类植物丰度的差异。为凸显同

一地类因植被差异所导致的空气净化服务价值的变

动,采用CASA 模型[29]计算出初期和末期的 NPP
后,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求得修正系数,利用修正系

数对初步评估的空气净化价值进行修正(图1)。

  NPP(x,t)=APAR(x,t)×ε(x,t) (3)
式中:NPP(x,t)为植物t月份在像元x 处的净初级

生产力〔g/(m2·a)〕;APAR(x,t)为t月份像元x
处的光合有效辐射〔MJ/(m2·a)〕;ε(x,t)为t月份

像元x 处的实际光能利用率(g/MJ)。

     T=
NPP(x,t)
NPP(x,t)

(4)

     UT=U·T (5)

式中:T 为修正系数;NPP(x,t)为研究区域净初级

生产力的均值〔g/(m2·a)〕;UT 为修正后的绿地景

观空气净化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

1.3.5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空间

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探究

整个研究区域变量之间的相关度,而双变量全局空间

自相关分析则可以揭示研究区域内不同变量之间的

空间关联性和显著性[30-31],借助GeoDa1.16.0.16计

算研究区域内城市绿地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与其景观

格局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性。一般采用 Moran’sI 指

数来描述空间自相关性[32]。

   I=
∑
n

i=1
∑
n

j=1
wij(xi-y)(xj-y)

S2S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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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双变量莫兰指数;n 为空间单元总个数;

wij为空间权重;xi,xj 分别为第i个空间单元、第j
个空间单元第一变量的属性值;y 为第二变量属性

值的均值;S2=
1
n×∑

n

i=1
(xi-y)2;S0=∑

n

i=1
∑
n

j=1
wij是所

有变量的空间权重之和。

图1 基于NPP的安阳市区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修正系数空间分布

2 结果与分析

2.1 城市空气污染物排放变化

通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的区域

总量反映安阳市空气污染物排放状况(图2)。SO2
除2011和2014年有小幅增长外,整体变化趋势呈

现为下降,末期较初期减少了140025.85t,减幅

92.06%。NOX 变化趋势大体呈现先增加后下降,末
期较初期减少了9607.56t,减幅26.11%。由于初期

NOX 的区域总量并不多,所以末期减幅不明显,但是

与峰值年2015年相比,4a期间减少了77761.88t。

PM10变化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几”字形状

趋势,在2014和2015年区域总量达到顶峰之后开

始急速下降。整体来说,PM10末期较初期减少了

104473.65t,减幅79.03%。SO2,NOX,PM10这3类

指标的区域总量均在2014和2015年达到重要“拐
点”,“拐点”之后3类指标的排放都呈现下降态势。
受环保政策影响,以安钢集团为代表的重工业企业工

厂迁出或停产是空气污染物区域总量下降的主要原

因。由于以上数据未考虑到空气污染物的传输,所以

下降态势并不意味着安阳城区空气质量的明显好转。
安阳市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及带来的环境风险说明市

区公众有空气净化服务的需求,为下一步市区绿地景

观空气净化服务具有价值评估的潜力提供了基础。

2.2 城市绿地景观数量及格局变化

表2表征了2009—2019年安阳市区各景观类型

之间相互转移的情况。2009和2019年安阳城市绿

地景观面积分别为35463.51hm2 和31971.33hm2,
共减少了3492.18hm2,减幅9.85%。城市绿地转出

面积6991.28hm2,其中76.59%转为建设用地、

23.41%转为道路,这与城市建成区的扩张、大型基础

设施的修建、城市路网的完善密切相关。城市绿地转

入面积3499.09hm2,87.09%来 源 于 建 设 用 地,

12.91%来源于道路。就绿地景观内部转移情况来

看,耕地的转出面积最大为11320.97hm2,转移的主

要绿地景观去向为林地,比例33.71%。从转出比例

来看,草地的转出比例最大,87.74%的草地转为其他

景观类型,其中有53.61%转移为耕地。转入面积最

多的是林地,共有5660.49hm2,其来源比例大小依

次为耕地、水域、草地、园地。转入比例分列首次的是

园地和林地,两者的比例分别为91.66%和91.61%,
其他均不足90%。

图2 安阳市2009-2019年雾霾主成分区域总量变化

香农多样性指数是景观丰富度的表征(表3),其
值由初期0.5727提升到末期0.8758,说明安阳市绿

地景观异质性不断提高,城区扩张和植树造林不断削

减耕地的景观比例,从而改变较为单一景观类型的

状态。景观形状指数大幅上升,由44.2721增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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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345,说明安阳市内的斑块形状趋于复杂化,这是

由于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增多,造林绿化形成的疏林地

散乱镶嵌在其他景观上,以及路网的丰富破坏了原有

斑块形状。城市绿地的蔓延度指数自初期78.98%下

降到末期66.88%,这是由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中,城乡建设用地不断侵占、蔓延其周边的绿地,导致

城乡建设用地的蔓延程度超过了绿地,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绿地景观的蔓延。

表2 安阳市区2009-2019年景观类型转移矩阵 hm2

项 目  
2019年

耕 地 园 地 林 地 草 地 建设用地 水 域 道 路

耕 地 19222.32 500.78 3816.49 233.92 4662.22 635.98 1471.57
园 地 59.19 60.82 46.55 2.50 58.60 15.94 11.26

年 林 地 342.99 13.63 518.32 13.49 241.72 59.85 56.53

9002

草 地 624.95 13.33 314.41 162.86 143.96 31.30 37.78
建设用地 1725.31 100.77 927.57 76.60 12831.87 217.28 1435.65
水 域 560.32 24.93 347.58 20.84 248.20 828.92 59.45
道 路 196.98 14.68 207.88 5.48 597.50 26.54 532.37

表3 安阳市区2009和2019年绿地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年份
香农多样性
指数(SHDI)

景观形状
指数(LSI)

蔓延度指数
(CONTAG)/%

2009 0.5727 44.2721 78.9806
2019 0.8758 90.3345 66.8793

2.3 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价值数量变化

安阳城市绿地景观研究期初、末空气净化服务价

值分别为5.65亿元和26.70亿元,按价值量计算可分

别达到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1.81%和4.13%。纵向

来看,安阳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主要体现在阻

滞PM10上,其对生态服务总价值的贡献率从2009年

的97.19%提升到了2019年的99.07%,而吸收SO2
和吸收NOX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总价值的贡献始

终处于微弱状态,无论是在研究期初或末,两者之和

均不足3%。由此可见,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的主

要功能是滞尘,其次才是吸收硫化物和氮氧化物。各

绿地景观对空气净化服务的价值贡献差异较大,林地

景观对总价值的贡献最大,从88.99%提升为94.
54%,其次为园地、耕地,最少为草地。研究期初和

末,安阳市区各绿地景观面积虽有变化,但服务价值

构成结构较为稳定。2019年城市绿地面积较2009
年减少3492.18hm2,减幅9.85%,服务总价值却增长

了3.73倍。原因在于林地和园地面积的大幅增加,尤
其是林地结构比例的提升。林地景观单位面积空气

净化价值最大,为41.82万元/hm2,而园地、耕地、草
地的依次为19.62,0.04,0.13万元/hm2。林地空气

净化服务价值增长20.22亿元,占新增总价值的

96.03%。安阳市区新增林地上的树木多为乔木,乔
木往往枝干高大,树冠茂密,对可吸入颗粒物的阻挡、
停滞作用十分显著,同时由于枝叶茂盛,对氮、硫等气

体污染物吸收作用明显。另外,以林地为基础的林地

生态系统植被丰富且密度大,植物的蒸腾作用强烈,
导致其上空的大气湿度要高于其他地区,这对其生态

系统功能的发探具有积极作用(表4)。

表4 安阳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价值量 104 元/a

生态系
统服务

吸收SO2
2009年 2019年

吸收NOX
2009年 2019年

阻滞PM10
2009年 2019年

总价值

2009年 2019年

耕 地 617.15 466.70 459.43 347.43 57.28 41.48 1133.86 855.62
园 地 9.73 28.13 41.73 120.57 4867.64 13506.88 4919.10 13655.59
林 地 83.42 418.78 208.39 1046.09 50001.33 251003.55 50293.14 252468.42
草 地 165.09 67.68 3.55 1.46 2.99 1.17 171.63 70.30
合 计 875.40 981.29 713.10 1515.55 54929.24 264553.09 56517.74 267049.93

2.4 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价值空间变化

利用自然断点法对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

价值强弱进行分级,在整个研究时期中,价值分布呈

现南多北少,西南部龙安区的空气净化服务价值始终

居4区首位。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高、中、低值区

呈现镶嵌分布状态,并未有明显的分界现象,研究末

期较初期空气净化服务空间差异明显,整体提升幅度

较大,不同等级功能区的镶嵌现象更为凸显(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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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安阳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低值区

域集中连片,占据全区大部分面积,这是由于耕地景

观作为基质绿地景观,其覆盖的作物往往茎杆低矮致

使滞尘能力低下,使整体的净化能力不够凸显。栅格

尺度空气净化服务中值区主要聚集在安阳河上、中游

以及南水北调中线渠中段东侧三片区域。安阳河上

游中值区的形成源于多个传统村庄所属的耕地集聚,
田块规整、植被丰富,该处以耕地为基础的生态系统

规模大且稳定性高,除了粮、经农作物外还有防护林、
果树等多种植被。安阳河中游中值区与殷墟王陵遗

址区域基本套合,遗址景区的修建改变了原本单一生

态系统,使景观及植被多样性增加,提升了空气净化

服务效能。而南水北调中线渠中段东侧由于洹水湾

温泉旅游区项目的建设,通过人工定向植树造林营造

的园林生态系统显著提高空气净化功能。高值区域

主要破碎地分布在西南部龙安区,此处海拔较高且多

为丘陵地形受人为扰动少,自然状态下树木散乱生

长,其叶片吸收氮硫气体污染物、枝干相互遮挡滞尘

效果好。

2019年空气净化服务价值显著提升,中、高值区

呈现多点高密度式增加。栅格尺度新增中值区城市

环线内少有分布,以近郊分布居多,其中北部最为明

显。这与城市功能区的划定关系密切,安阳河以北地

区并非城市扩展主方向,作为郊区承担生态涵养与调

节功能,北部出现了农家乐、采摘园等新型农业休闲

区,形成了耕、园、林3种地类交织的现象,景观及植

被的替换提升了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京港澳高速北部

沿线的新增中值区的形成机制与此处相似。研究时

段末期新增高值区的分布具有明显“贴附”现象,即以

南林高速、京港澳高速和南水北调中线渠3条带状景

观外侧最为明显。实地调研发现,由于京港澳、南林

高速贴近居住区,其噪声、污染严重,市政府增加了周

边防护林。为了涵养水源、保障饮水水质安全,在南

水北调中线干渠两侧加强了防护林带建设,形成了沿

线生态保育带。另外龙安区的高值区增加点较多,此
处属太行山余脉的低山丘陵区,原有大量无立木林地

和疏林地,10a间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

等措施,显著地促进了空气净化服务价值的提升。

图3 安阳城市绿地空气净化服务价值栅格尺度及街道尺度分布

2.5 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与景观格局构型关系

为明晰绿地景观格局的组成及构型对空气净化服

务价值的影响,采用两期的景观指数分别与对应的空

气净化服务价值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9
年SHDI,LSI,CONTAG 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
的双变量莫兰指数分别为0.281,0.458和-0.30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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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相应双变量莫兰指数分别为0.403,0.411和

-0.408,置 信 度 均 大 于90%,说 明 SHDI,LSI与

ESV始终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而CONTAG
则与ESV始终呈现显著的负向空间自相关。①香农

多样性与空气净化服务价值始终呈现正相关,说明景

观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空气净化能力的提升,这也反

映了单一绿地景观对空气的净化效能不如景观类型

多样、植被类型复杂的绿地景观。2009年耕地景观

的景观类型比例为86.10%,2019年下降为71.11%,
而林地景观由初期的3.51%增长为末期的19.32%,
增幅高达4.5倍。安阳市城市绿地景观的景观多样

性显著增加,其植被类型也有了较大改观,由低矮农

作物变更为高大乔木或灌木。景观多样性的增加促

进生物多样性的提高,使生态系统更稳定、生态功能

更显著。②景观形状指数与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也始

终为正相关,随着景观形状指数的提高空气净化服务

价值提升,可见形状规则的绿地景观不如形状复杂的

绿地景观空气净化功能强。安阳市的国土绿化工程

显著提升了整个市区的绿植覆盖率,但由于技术和地

质特点,新增林地难以成块规整地出现而是零星点缀

在固有景观上,以西南部龙安区为例,林地斑块的出

现极大地破坏了耕地景观的形状。随着安阳市产业

转型以及生态文明的推进,安阳市整治了许多小块的

工业用地,将其转化为各种类型的绿地,另外在工业、
交通用地周围增加了许多绿地,这些整理措施使原有

地类斑块形状的完整性造成了破坏,但提高了整体景

观空气净化服务。③蔓延度指数与空气净化服务价

值始终为负相关,可见一种景观对另一种景观的蔓延

对于景观整体空气净化的能力会产生抑制作用。在

城市生态系统中不同地类景观相互交织、交错,景观

之间相互蔓延,在安阳市的具体表征为城乡建设用地

的蔓延侵占了其周边原有的绿地景观,而城市绿地景

观的蔓延程度要低于建设用地景观,直接削减绿地景

观的规模,不利于空气净化服务功能的发挥。

表5 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与景观指数的双变量莫兰指数变化

年份
ESV与SHDI

Moran’sI Z 值

ESV与LSI
Moran’sI Z 值

ESV与CONTAG
Moran’sI Z 值

2009 0.281 1.8214 0.458 2.9205 -0.305 1.9504
2019 0.403 2.4407 0.411 2.7268 -0.408 2.4581

3 讨 论

本研究基于功能价格法测算安阳城市绿地空气

净化服务价值,根据201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环

境保护税我省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的

议案》对空气净化物质量定价,并利用NPP对评估结

果进行修正。研究揭示了安阳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

化的价值较高,按价值量计算最高可达当年地区生产

总值的4.13%。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呈现了绿

地景观空气净化高、中、低值区的镶嵌分布,并非高、
中、低之间界线明显,尤其高值区具有明显的“贴附”
现象。在空间依赖度分析上,利用双变量莫兰指数探

讨了景观空间构型对空气净化服务的影响,空间自相

关分析考虑了空间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性,使结果

更加科学准确。
景观格局指数可以定量化、直观表征景观构型,

但由于地域性差异,等量的景观指数可能反映出不同

的空间格局特征,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显著

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如孙滢展等[33]与杨延成等[34]的

研究中散布与并列指数增幅均在6%~7%,前者具

体表现为与耕地地块临近的沟渠、农村道路增多,而
后者则表征草地、林地等景观受制于水的分布与体量

增大彼此邻近。在本研究中,由于单位面积空气净化

效能最高的林地景观面积不断提升、分布不断扩张,
导致整体景观的异质性增加,其他地类斑块的形状破

损,使得SHDI,LSI始终对ESV表现为正向影响。
而绿地景观的扩张、蔓延的程度不及建设用地景观,
致使CONTAG对ESV表现为负向影响。因此,要
结合地域性特征和实际情况,探讨绿地景观构型对空

气净化效能的影响,从而选择最佳的景观构型。
政府行为对安阳市绿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空气

净化服务价值具有重要影响,无论在空气质量的改善

还是景观格局变动中政府行为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区扩张、大型基础设施修建和路网

完善,导致城市绿地景观大量向建设用地和道路转

移,致使景观的形状趋于复杂、绿地的蔓延度不断下

降。道路绿化、植树造林、森林城市等政府措施增加

了林地等绿地景观比例,改变了原有较为单一的景观

结构,提高了景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由于政府行为

的影响,单位面积空气净化效能较大的林地和园地景

观面积不断增加,促进安阳市区整体景观空气净化能

力的提升。南林高速、京港澳高速和南水北调中线渠

等大型基础设施及其周边立体绿化和生态保育带的

修建,形成了空气净化服务高值区“贴附”在其周边的

现象,另外,遗址公园、温泉旅游区、休闲农业区等项

目营造的人工园林生态系统对于提升景观空气净化

服务有重要作用。政府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退耕还

林制度、蓝天工程实施方案、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

施方案等深刻影响着安阳市绿地景观变化和空气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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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价值。因此,政府行为是城市生态系统改变的

主导性因素,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通过政策措施直接

或间接影响着城市景观格局及其生态服务功能。

4 结 论

(1)从2009年到2019年,安阳城市绿地景观总

面积减少3492.18hm2,而绿地景观内部林地转入面

积最多,为5660.49hm2,其中由耕地转变为林地的

面积为3816.49hm2。景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增加,
斑块形状趋于复杂,而蔓延度下降。

(2)安阳城市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价值由5.65
亿元提升到26.70亿元,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滞尘上,
林地景观对空气净化服务的贡献最大。研究期内绿

地景观面积减少,但空气净化服务价值却增长了3.73
倍,说明景观规模不是影响空气净化的主要因素。

(3)绿地景观空气净化服务高、中、低值区呈现

镶嵌分布状态,研究时段初期低值区占据大部分面

积,末期中、高值区面积有了显著增长。其中新增高

值区对带状景观有明显向周边“贴附”的现象,源于其

周边乔灌草立体绿化形成的生态廊道。
(4)景观多样性的增加以及景观形状的不规则

有助于提升空气净化服务,具体表现为林地等空气净

化服务较强的绿地景观比例提升并破坏了固有景观

形状。作为空气污染源的建设用地景观蔓延度超过

了绿地景观,不利于空气净化服务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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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
土地利用效益关系的时空特征

林树高1,刘少坤1,陆汝成1,2,叶宗达3,王有小1,王嘉佳1

(1.南宁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广西 南宁530001;2.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 南宁530001;3.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广西 南宁530022)

摘 要:[目的]探明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交互关系,为促进地区新型城市化和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提供依据。[方法]在推演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指标体系,以广西壮族自

治区为例,运用加权求和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3—2018年二者关系的时空特征。[结果]①2003—

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呈波动上升趋势,紧凑度指数由0.301升至0.433,高紧凑度城市主要在桂中和桂

北,低紧凑度城市集中于桂西北和桂东南两侧,中紧凑度城市环高紧凑度城市分布;②广西城市土地利用

效益经历了“稳步优化—加速增长”的梯度提升过程,评分由0.363跃至0.574,土地利用效益呈现“南北

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③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由0.408低速升至0.504,协调类

型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过渡,各市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演变过程,协调类型总体

上呈现“点面—簇团—线性带状”的格局演变。[结论]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相互促进作用偏

弱、协调关系不紧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对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紧凑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新型城市化;广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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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RelationshipBetweenUrban
CompactnessandLandApplicationEfficiencyin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egionDuring2003-2018
LinShugao1,LiuShaokun1,LuRucheng1,2,YeZongda3,WangYouxiao1,WangJiajia1

(1.SchoolofNaturalResourcesandSurveyingandMapping,NanningNormalUniversity,

Nanning,Guangxi530001,China;2.KeyLaboratoryofEnvironmentChangeandResources
UseinBeibuGulf,MinistryofEducation,Nanning,Guang530001,China;3.NaturalResources

EcologicalRestorationCenterof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Nanning,Guangxi5300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betweenurbancompactnessandlanduseefficiencywas
explor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promotingnewurbanizationandhigh-qualitysustainabledevelopmentin
theregion.[Methods]Theindexsystemwasestablishedbasedonthemodelofcouplingurbancompactness
andlanduseefficiency,andthe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in
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from2003to2018wereanalyzedbyusingtheweightedsummation
method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Results]①Theurbancompactnessof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egionfrom2003to2018showedafluctuatedupwardtrend,andthecompactnessindex
increasedfrom0.301to0.433.ThehighcompactnesscitiesweremainlydistributedincentralandNorthern



Guangxi,thecitiesoflowcompactnesswereconcentratedinNorthwestGuangxiandSoutheastGuangxion
bothsides,andthecitiesofmediumcompactnesswereringedaroundthecitiesofhighcompactness.②The
landuseefficiencyofcitiesinGuangxihadexperiencedthegradientimprovementprocessof“steady
optimization-acceleratedgrowth”,andthescoreshadrisenfrom0.363to0.574.Thelanduseefficiency
showedthespatialpatternofhighinthenorthandsouth,andlowintheeastandwest.③Thecoordination
degreeofcouplingbetweenurbancompactnessandlanduseefficiencyinGuangxiareaincreasedfrom0.408
to0.504atalowspeed,thecoordinationtypetransitionsfrombarelycoordinatedtoprimarycoordination.
Eachcityexperiencedtheevolutionprocessof“onthevergeofdisorder—barelycoordinated—primary
coordination”.Ingeneral,thecoordinationtypeshowedthepatternof“pointsurface—cluster—linearbelt”.
[Conclusion]ThemutualpromotionroleofurbancompactnessandlanduseefficiencyinGuangxiareais
weak,andtheircoordinationrelationshipisnotclose.Promoting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mplays
animportantroleinsolvingthenegativeproblems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
Keywords:compactness;landuseefficiency;couplingandcoordination;newurbanization;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egion

  城市规模无序扩张迫使城镇空间挤占生态和农

业空间引起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失衡导致了人地

关系矛盾愈发显现[1]。如何在有限的城市国土空间

上实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环境友好的紧凑发展和

协调好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关系是破解上述难题的关

键,对促进地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是当前学者关注的热点[3]。在城市紧凑发展研究方

面,伴随城镇化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导致国

土空间开发效能下降的城市问题一直为政府和学术

界关注,因此,“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等针对城市形

态扩张的新式理念应运而生。紧凑城市是一种基于

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精致发展的新思维,由西方学者

Dantizg和Satty[4]在1973年首次提出后被欧共体所

提倡并在学术界引发一场大讨论[5],相关研究集中在

紧凑城市的概念界定[6]、空间形态变化[7]及其与建筑

高度[8]、住宅用地[9]和能源性能[10-11]的关系等方面。
中国学者在21世纪初开始关注紧凑城市理论,已有

研究成果集中在城市形态空间演变[12]、城市紧凑度

水平评价[13-14]以及紧凑度与城市[15]、能源[16]、交通

效率[17]和城镇化[18]的关系等方面。在城市土地利

用效益研究方面,学者对土地利用效益及其结构与城

镇化、精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土地利

用效益的研究上,学者遵循“土地效益、效率和可持续

性”的规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19],采用神经网络方

法、改进TOPSIS、物元模型以及空间计量等模型对

县域、市域、省域和全国的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评

价[20],研究内容由单项效益[19]向经济、社会和生态

的综合效益[21]转变;在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的相互关系研究上,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城市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动态耦合

规律[22],近年开始关注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之间协调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尺度投向省

域、经济区和城市群[23];此外,近年来学者还就土地利

用效益与城市化[24]、城市精明增长[25]的关系进行了实

践探索。中国学者对紧凑度和土地利用效益从多角度

开展了有益探索,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但在已有研究中,对于城市紧凑发展多倾向于城市空

间扩展和形态演变的分析、归纳、总结,而土地利用效

益的研究多从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入手,较少对高质

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紧凑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内在机

理推演和交互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基于此,本文以

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城

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在不同时间系列上两者耦合

协调关系的时空特征,以期为建设“壮美广西”和推动

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广西地处中国南疆,东邻粤、港、澳地区,北靠湘、
贵两省,西与云南省接壤,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

毗邻,位 于 东 经 104°28'—112°04',北 纬 20°54'—
26°24'。广西下辖南宁、柳州和桂林等14个地级市,
是北部湾城市群、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也
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广西聚居壮、汉、瑶、
苗、侗、仫佬等民族,壮族人口约占全区户籍总人口的

32.50%。岩溶区面积占广西国土面积的35.20%,城
市区域土地面积5.45×104km2。近年通过“开山造

城”式的城市扩张日益加剧人地矛盾,研究城市紧凑发

展与土地利用效益的时空规律可为今后制定城市发展

战略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具有借鉴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机制

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作为城市发展系统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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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展现和质量表征,城市紧凑发展的基础目标是提升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利用效益的提高为城市紧凑

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

在城市发展中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的非均

衡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在新型城市化与高质量发展背

景下二者存在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交互耦合关系

(图1)。①土地利用效益提升为城市紧凑发展奠定物

质基础,城市紧凑发展为土地利用效益提升提供外部

动力,二者相互促进、此呼彼应。首先,土地利用效益

提升可以推动城市紧凑发展,表现为效益要素拉力的

传递机制: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越高,表
明城市经济水平、社会治理能力和生态环境占据优

势,能够吸引城市人口和投资要素聚集,为推进城市

紧凑发展所需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奠定

物质基础;其次,城市紧凑发展助推土地利用效益提

升,表现为空间规模的传导机制:一定规模下的城市

土地、经济、人口和交通紧凑发展,要求通过提升土地

利用效益有效满足用地需求,减少土地消耗,为提升

土地利用效益提供外部动力。②土地利用效益欠佳

给城市紧凑发展增压,引起的城市无序扩张直接导致

土地利用效益下降,二者相互胁迫、彼此制约。一方

面,当城市土地粗放利用、效益不高时,需要扩张城市

规模以满足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出现的城镇人口集

聚和产业发展对建设用地提出的更高需求,土地利用

效益欠佳带来的规模扩张压力制约了城市紧凑发展;
另一方面,当城市无序扩张,城市人口密度低、地均承

载固定资产不高和交通拥堵造成的土地退化、人地关

系矛盾突出等问题随之凸显,缩窄土地利用效益提升

空间,胁迫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因此,实现城市紧凑

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发展对解决城市化过程

中所产生的负面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简言之,土地利

用效益为城市紧凑发展提供了发展基础和目标导向,
而城市紧凑发展完美切合了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土地

利用效益提升的总体要求,是实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的有效途径。通过城市紧凑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益“形
态—质量”式的驱动—传导—响应机制,形成相辅相

成、有机统一的城市紧凑度—土地利用效益交互耦合

系统,推动城市系统运作、演化与发展。

图1 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机制

2.2 指标体系与权重确定

结合广西城市发展水平和土地利用实际状况,遵
循科学性、可操作性、代表性和可比性原则,从城市紧

凑度和土地利用效益两个子系统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紧凑发展是通过对城市的基础设施、交通、土地

乃至于绿化等方面的有序规划,提高城市开发效率与

居民生活质量。参照相关成果[18,25],从土地、经济、
人口和交通紧凑4个维度选取12个指标刻画城市紧

凑度:广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城市空间扩展成

本相对较大,故选取市区开发强度和城市用地利用率

等指标表征城市土地紧凑,反映城市形态变化情况;
选取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等指标表征城市经

济紧凑发展情况,反映经济紧凑发展动能;选取人口

密度和就业人员结构反映城市人口紧凑水平;选取道

路面积和公共出行工具数量表征城市通勤成本和效

率,反映城市交通紧凑水平。参照相关成果[20-21],从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3个方面选取15个指标测评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土地经济效益中选取地均GDP、
二三产业比重等5个指标分别表征土地利用的经济

产出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贡献;考
虑到广西作为后发展地区,故选取城镇化率、城镇最

低生活保障人数、人均住房面积等5个指标表征土地

利用的人口承载能力、就业满足程度和住房需求情

况,反映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广西属于西部生态脆弱

区,提升城市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对城市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故土地生态效益中选取地均工业废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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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5个指标表征土地利用的生

态环境承载压力和生态环境改善水平。因评价指标

存在正负属性,在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后,使用主观方法中的层次分析法(AHP)和客

观方法中的熵值法[20]相结合计算各指标综合权重

(表1)。

表1 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权重

熵值法 AHP
综合
权重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权重

熵值法 AHP
综合
权重

城
市
紧
凑
度

土地紧凑

市区开发利用强度 0.069 0.122 0.096
用地利用率 0.040 0.097 0.069
居住用地占比 0.116 0.077 0.097

经济紧凑

人均GDP 0.098 0.055 0.076
人均工业总产值 0.090 0.069 0.080
GDP密度 0.115 0.087 0.101

人口紧凑

市区人口密度 0.040 0.109 0.074
第二、三产业人员占比 0.059 0.095 0.077
人口就业密度指数 0.190 0.043 0.117

交通紧凑

道路面积占市区面积比例 0.082 0.101 0.091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0.055 0.081 0.068
每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 0.045 0.064 0.054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经济效益

地均GDP 0.060 0.094 0.077
地均财政收入 0.076 0.056 0.066
地均社会零售额 0.059 0.036 0.047
二三产业比重 0.034 0.070 0.052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0.083 0.077 0.080

社会效益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0.082 0.075 0.078
地均从业人员 0.039 0.043 0.041
城镇化率 0.083 0.086 0.084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0.063 0.084 0.073
人均住房面积 0.072 0.046 0.059

生态效益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42 0.099 0.07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076 0.082 0.079
污水处理率 0.079 0.044 0.062
地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0.096 0.049 0.073
地均工业粉尘排放量 0.056 0.059 0.057

2.3 数据来源

研究时段为2003—2018年,因当年度的年鉴次

年统计发布,故所用的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关部门出版

的2004—2019年《广西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
及相关市对应年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对于异常或缺失值,通过平均增长率进行插值。
2.4 研究方法

2.4.1 综合评分 结合指标标准化值及其权重系数,
求得广西城市紧凑度和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值。计算

公式为[18]:

f(x)=∑
n

i=1
ai·wi, g(y)=∑

m

j=1
aj·wj (1)

式中:f(x),g(y)分别表示城市紧凑度以及土地利用

效益评分;ai,wi 分别为紧凑度子系统中第i个指标

的标准化值和权重;aj,wj 分别是土地利用效益子系

统中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和权重。参考相关研究

成果[18,23],采用自然断裂法将综合评价值分为低、中、
高3个等级。
2.4.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了揭示城市紧凑度与土

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的关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

度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指数。计算公式为[18]:

   C=
f(x)×g(y)
f(x)+g(y)

(2)

   T=αf(x)+βg(y) (3)
   D=(C×T)1/2 (4)

式中:C 为耦合度;T 为综合协调指数;D 为耦合协

调度;f(x),g(y)分别表示城市紧凑度、土地利用效

益评分;α,β为待定系数,当前城市紧凑发展和土地

利用效益存在差异,土地利用效益对城市发展的贡献

程度相对较高,此处α和β取值分别为0.4,0.6。根据

测度结果并结合已有文献[25],按0.10的区间间隔将

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严重失调(Ⅰ)、中度失调(Ⅱ)、轻
度失调(Ⅲ)、濒临失调(Ⅳ)、勉强协调(Ⅴ)、初级协调

(Ⅵ)、中级协调(Ⅶ)、良好协调(Ⅷ)、优质协调(Ⅸ)和
极度协调(Ⅹ)共10种类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紧凑度的时空格局变化

3.1.1 城市紧凑度变化趋势 2003—2018年广西城

市紧凑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紧凑度指数由2003
年的0.301升至2018年的0.433(表2)。其中,紧凑

度指数的中位数由0.271提高到0.392,变异系数由

2003年的0.284降至2018年的0.249,表明广西城市

紧凑度的离散程度逐渐下降,城市间紧凑度指数差距

呈缩小之势。研究期内,广西城市紧凑度呈现明显的

阶段性变化特征:2003—2008年为缓慢提升阶段,紧
凑度指数升幅为8.33%,紧凑度变异系数和极值差上

升,各市紧凑发展水平差距拉大;2008—2014年为高

速增长阶段,紧凑度指数由0.326增加到0.407,升幅

为24.63%,各市紧凑发展水平差距开始缩减,城市形

态调控成效开始显现;2014—2018年为优化调整阶

段,各市紧凑发展水平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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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西城市紧凑度综合指数描述性统计

指数类型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均 值 0.301 0.302 0.308 0.328 0.328 0.326 0.336 0.359 0.380 0.380 0.398 0.407 0.399 0.405 0.418 0.433
中位值 0.271 0.276 0.279 0.308 0.295 0.277 0.291 0.305 0.318 0.322 0.331 0.336 0.333 0.343 0.365 0.392
标准差 0.086 0.092 0.090 0.099 0.103 0.116 0.119 0.124 0.119 0.098 0.118 0.121 0.123 0.119 0.113 0.108
变异系数 0.284 0.305 0.293 0.303 0.314 0.354 0.352 0.345 0.314 0.259 0.297 0.296 0.310 0.295 0.271 0.249
极大值 0.486 0.517 0.537 0.594 0.597 0.632 0.663 0.716 0.698 0.649 0.710 0.719 0.743 0.753 0.727 0.742
极小值 0.210 0.190 0.225 0.229 0.246 0.226 0.235 0.255 0.259 0.289 0.296 0.286 0.273 0.276 0.293 0.324
极值差 0.276 0.328 0.312 0.365 0.350 0.406 0.428 0.461 0.439 0.360 0.414 0.433 0.470 0.477 0.433 0.418

  从城市紧凑度的各个维度来看,差距逐渐收窄,
波 动 变 化 情 况 与 紧 凑 度 演 化 特 征 具 有 一 致 性。

2003—2018年各维度评价值均呈提高之势,增长幅度

表现为:交通紧凑>人口紧凑>经济紧凑>土地紧

凑,对城市紧凑度的贡献率由基期年 的 土 地 紧 凑

(39.95%)>经济紧凑(38.22%)>人口紧凑(17.14%)

>交通紧凑(4.69%)演变为末年的经济紧凑(30.97%)

>土地紧凑(26.09%)>人口紧凑(22.31%)>交通紧

凑(20.63%)。研究期内,土地紧凑度保持平稳,以

2008年为节点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动态调整

中优化提升,原因是第二次土地调查彻底“摸清家底”
之后,促进了城市土地合理利用;受金融危机和经济

刺激政策影响,经济紧凑在2008年出现最低值后开

始探底回升,当前经济紧凑在城市紧凑结构中占比最

高;人口紧凑经历了 W 型变化后,在2015年开始稳

速提升,广西作为石漠化分布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相

对较差,人口紧凑度提升与人居环境改善密不可分;
交通紧凑以年均13.77%的速度高速提升,近年来广

西注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行公共通勤模

式,推动了城市紧凑发展。广西城市紧凑发展由2003
年的“土地—经济”协同促进转为2018年的“经济+
土地”两翼带动,符合当前广西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发

展已由粗放式发展模式向集约式、高效式转变(图2)。

图2 广西城市紧凑度各维度评价值变化趋势

3.1.2 城市紧凑度时空格局 2003—2018年除桂林

市外,其余城市紧凑度以不同幅度上升。由图3可

知,各市紧凑度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总体上高

紧凑度城市主要在桂中和桂北部,低紧凑度城市主要

分布在桂西北、桂东南两侧,中紧凑度城市环高紧凑

度城市分布。从紧凑度的空间分布来看,高紧凑度城

市包括南宁、柳州和北海市,以上3市是广西资本要

素集聚区、知识经济汇集区和高新技术发展优势区,
城市紧凑发展水平较高;低紧凑度城市有钦州、贵港

和贺州市,这些城市在地形区位、交通设施和经济发

展等方面略处弱势,城市转型发展面临土地利用粗放

低效和高质量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中紧凑度城市包

括桂林、来宾、梧州、玉林、防城港、崇左、百色和河池

市,以上城市在高紧凑度城市的经济带动和资源辐射

下,城市紧凑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从紧凑度变化的时

间跨度来看,2003—2008年有78.57%的城市紧凑度

提升,低紧凑度城市数量减少、区域差异减弱;2008—

2013年所有城市紧凑度提高,但低紧凑度城市增加,
极化现象明显;2013—2018年有92.85%的城市紧凑

度增长,紧凑度格局优化成效显著,呈现片状、带状的

分布特征。

3.2 土地利用效益特征

3.2.1 土地利用效益变化趋势 由图4可知,广西城

市土地利用效益评分由2003年的0.363提升到2018
年的0.574,升幅为57.98%,经历了“稳步优化—加速

增长”的过程,实现了效益梯度提升,社会、生态效益

逐步提高,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快速优化,分项效益对

土地利用总效益的累计权重表现为: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分系统来看,2014年以前土地经济

效益稳步增长,得益于2003—2007年广西与我国一

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2008—2014年的经济刺激政

策驱动,2015年土地经济效益开始调整优化,原因“十
三五”期间广西坚持以“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为主

线谋篇布局,城市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但当前土地经济效益较低,提升土地经济效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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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土地利用总效益的着力点。城市经济发展优化

了产业布局和用地结构,促进城市人口聚集,带动人

口就业,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推动了土地社会效

益小幅提升。土地生态效益变化特征与社会效益

基本一致,在土地利用效益结构中占比达47%以上,
近年广西发展聚焦“三大生态,两个建成”目标,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石漠化地区自然生态修复工作,

城市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土地生

态效益加速提升。广西城市土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今后发展中,在确保土地生态效

益不降低、质量有提升的前提下,通过走高质量发展

路径改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大力

发展绿色循环产业,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

发展。

图3 2003-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格局分布

图4 广西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值变化趋势

3.2.2 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格局 2003—2018年广西

各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大幅提升,其中工业城市柳州

土地利用效益最高、升幅最大,北部湾经济区各市土

地利用效益提升优势最明显。由图5可知,广西城市

土地利用效益呈现“南北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

2003年有35.71%的城市土地利用处于高效益区,
原因是在土地生态效益方面占据优势,柳州因土地生

态效益欠缺,百色、钦州市因土地经济效益不佳而处

于土地利用低效益区,有1/2城市位于土地利用中效

益区;至2008年位于高效益区的城市减少,低效益区

城市数量增加,区域差异扩大;到2013年广西各市土

地利用效益呈现明显的“北高南中西低”极化现象;
相比2013年,2018年低效益区城市数量增加,显现

“南北夹逼、东西追赶”的发展格局,作为广西经济社

会发展引擎的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组团土地利用效益

高速提升,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差异明显,
效益由西向北呈现“低—中—高”的阶梯级差距,由城

市地形区位、发展水平、投资偏好和区域发展政策差

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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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3-2018年广西土地利用效益格局分布

3.3 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

3.3.1 协调度变化趋势 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

益存在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交互关系,实现城市紧

凑与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机统一协调发展是解决城市

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问题的重要路径[25]。2003—

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综合协调指

数上升,对系统协调发展的贡献度提高。从耦合情况

(表3)来看,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

度保持在0.49左右,属于中度耦合状态,处于颉颃阶

段,表明两个子系统一直处于互抗衡阶段。从协调发

展情况来看,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指导下,广西推动城市之

间协调发展、强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优化城市空间

结构、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城市紧凑

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双提升”,二者耦合协调度由

2003年的0.408慢速升至2018年的0.504,协调类型

从勉强协调(Ⅴ)向初级协调(Ⅵ)过渡,侧面反映出两

个子系统相互促进作用仍偏弱、协调程度较差,尚未

达到同步增长状态,耦合协调指数有待提高,协调发

展状态亟待改善。

3.3.2 协调度时空格局 2003—2018年广西各市紧

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度普遍提高,经历了“濒
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演变过程。选取

2003,2008,2013和2018年4个时段的耦合协调类型

分析广西各市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

的时空特征(图6)。

表3 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关系

年份 紧凑度
土地利用

效益
综合发展

指数
耦合度

耦合
协调度

协调
等级

2003 0.301 0.363 0.338 0.493 0.408 Ⅴ
2004 0.302 0.367 0.341 0.493 0.409 Ⅴ
2005 0.308 0.381 0.352 0.494 0.416 Ⅴ
2006 0.328 0.391 0.366 0.495 0.424 Ⅴ
2007 0.328 0.410 0.377 0.493 0.430 Ⅴ
2008 0.326 0.418 0.381 0.491 0.431 Ⅴ
2009 0.336 0.436 0.396 0.492 0.440 Ⅴ
2010 0.359 0.464 0.422 0.493 0.454 Ⅴ
2011 0.380 0.478 0.439 0.493 0.464 Ⅴ
2012 0.380 0.505 0.455 0.493 0.472 Ⅴ
2013 0.398 0.518 0.470 0.494 0.479 Ⅴ
2014 0.407 0.526 0.478 0.494 0.484 Ⅴ
2015 0.399 0.523 0.473 0.493 0.481 Ⅴ
2016 0.405 0.549 0.492 0.492 0.490 Ⅴ
2017 0.418 0.556 0.501 0.492 0.495 Ⅴ
2018 0.433 0.574 0.517 0.493 0.504 Ⅵ

2003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

为0.408,属于勉强协调型,协调度呈现桂西、桂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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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桂东北—桂西南沿线高的“点面”格局特征。其中

河池、百色、贵港、玉林和钦州市协调度较低,属于濒

临失调型,百色市是一个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

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六位一体”的
特殊区域,加上受制于资源环境和交通区位,市区开发

程度低,使得城市紧凑度和土地利用效益发展处于“双
低”阶段,二者协调发展等级不高;河池、贵港、玉林和

钦州因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呈现“一低一高”的现

象,二者耦合协调度较低。其余9市紧凑度与土地利

用效益属于勉强协调发展型,二者尚未形成紧密的协

调关系,城市发展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扩张城市规模

的过程中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00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

为0.431,属于勉强协调型,协调发展类型以“簇图状”
分布,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其中柳州和桂林市由勉

强协调转为初级协调,二者进一步聚合形成较强形式

的关联关系,此时期柳州市建成区面积扩张28.74%,
但土地利用效益提高了68.72%,带动了城市紧凑度

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差异增长,二者差距相较2008年

减小,协调发展水平提高;2003—2008年桂林市着力

实现紧凑发展,桂林市是国际著名旅游城市,土地利

用具备较高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在经济发展的牵引

下,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发展等级迈向

新台阶。河池、百色、贵港、玉林和钦州市由濒临失调

型转为勉强协调型,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协

调关系进一步优化。除防城港、北海和来宾市的协调

度小幅下降外,其余城市的协调度提升,同属勉强协

调型,城市发展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现有的城市规模

下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口、资本聚集以保

持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带动土地利用提质增效。

图6 2003-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类型格局

  2013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

为0.479,协调度指数加速上升,属于勉强协调型,协
调度总体上呈现“南北高、东西低”的“点环状”格局特

征。柳州、桂林、北海和南宁市属于初级协调型,2008
年国务院批复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将北海市、南宁市纳入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组团城

市,经过5a的规划建设,两市的城市紧凑度与土地

利用效益由勉强协调转为初级协调领跑整个经济区,
首府南宁市是各种投资要素的聚集区,凭借区位交通

和发展政策优势,成为面向区域、中国与东盟合作的

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城市紧凑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益协

同提升;北海市在控制城市规模的同时依靠得天独厚

的地理区位和“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政策优势大力引

进国内外资本,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海洋开发等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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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由经

济建设带动城市紧凑发展。其余10市属于勉强协调

发展型,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是如何控制城市扩张速

度,促进产业转型发展,走城市土地聚集效益佳、辐射

能力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

为0.504,属于初级协调型,协调度总体上呈现“线性

带状”的分布特征,协调发展等级高的城市辐射能力

增强。桂东、桂南部的城市协调度升幅较大,初级协

调型与勉强协调型城市各占城市总数的50%。近年

广西采取城市群、经济区的组团发展策略,促进区域

城市协同发展,2014年国务院批复实施的《珠江—西

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将广西的南宁、柳州、梧州、贵港、
百色、来宾、崇左7市纳入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构
建协调联动空间格局、协同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

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措施极大促进了区域一体化

发展,城市紧凑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水平迈向新

阶段。此外,2017年国务院批复《北部湾城市群发展

规划》将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玉林和崇左市纳入

北部湾城市群升级发展,按照“集约紧凑”开发模式加

强土地集约利用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和开发品质,
推动了城市紧凑与土地利用效益协同发展。广西各

市通过城市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经济转型

发展促进了土地利用效益提升与城市紧凑发展,但近

年一些城市通过“撤县设区”扩大城市发展规模,城市

发展由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

益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目前整体很难突破初

级协调状态。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1)2003—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呈现“缓慢提

升—高速增长—优化调整”的波动上升趋势,城市之

间差距呈缩小之势。广西城市紧凑发展由“土地—经

济”协同促进转为“经济+土地”两翼带动,各市的城

市紧凑度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高紧凑度

城市主要在桂中和桂北,低紧凑度城市集中在桂西

北、桂东南两侧,中紧凑度城市环高紧凑度城市分布。
广西城市紧凑度的时空变化符合城市发展阶段,城市

发展已由粗放式发展模式向集约高效式转变。
(2)2003—2018年广西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分

由0.363升至0.574,经历了“稳步优化—加速增长”
的过程,实现了效益梯度提升,分项效益表现为生态

效益高于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受城市地形区位、
发展水平、投资偏好和区域发展政策差异影响,广西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呈现“南北高—东西低”的空间格

局。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促
进区域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协调发展是

今后城市国土空间高质量开发与保护的重点。
(3)2003—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

效益的耦合协调度由0.408慢速升至0.504,协调类

型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过渡,交互关系愈发紧密。
以城市群、经济带的组团方式发展带动广西各市城市

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度普遍提高,经历了

“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演变过程,协调

度总体上呈现“点面—簇团—线性带状”的格局演变。
当前广西城市发展由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城市扩张

与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相互促

进作用偏弱,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有待提高。

4.2 讨 论

文章创新性的探讨了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

益的交互影响机制,并建立指标体系基于统计数据

源,以广西为例分析二者关系的时空特征,可为提升

土地利用效益和促进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

考。研究结果显示,广西城市紧凑度在2008年以后

呈现“高速增长—优化调整”的阶段性变化趋势,与我

国城市紧凑度的增长规律一致[18];城市紧凑度与土

地利用效益的协调水平与东部省会城市接近[25]。因

评价指标过于复杂且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对于系统的

评价指标选取还不够全面,应继续完善城市紧凑度的

评价指标体系,提升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另外,本文

还未探明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的优化提升机

制,下一步应深化研究,为调控二者关系提供精准的

措施介入参考。

[ 参 考 文 献 ]
[1] 田俊峰,王彬燕,王士君.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

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地理科学,2019,39(2):

305-315.
[2] 龙花楼.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J].地理科学

进展,2012,31(2):131-138.
[3] 张荣天,焦华富.转型期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演变

与机理[J].地理研究,2014,33(12):2251-2262.
[4] DantzigG,SaatyT.Compactcity:Aplanforalivable

urbanenvironment[J].OperationsResearch,1974,22
(2):446-448.

[5] ConticelliE.Compactcityasamodelachievingsustain-
abledevelopment[M].Cham:Springer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9.

[6] EwingR,RongF.TheimpactofurbanformonUSres-
identialenergyuse[J].HousingPolicyDebate,2008,19
(1):1-30.

803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7] AbdullahiS,PradhanB,JeburMN.GIS-basedsustain-
ablecitycompactnessassessmentusingintegrationof
MCDM,BayestheoremandRADARtechnology [J].
GeocartoInternational,2015,30(4):365-387.

[8] PosadaH M.Informalhousing,spatialstructure,and
citycompactness [J].Journalof RegionalScience,

2018,58(4):822-836.
[9] AbdullahiS,PradhanB,MojaddadiH.Citycompact-

ness:Assessingtheinfluenceofthegrowthofresiden-
tiallanduse[J].JournalofUrbanTechnology,2018,25
(1):21-46.

[10] SalvatiA,CochH,MorgantiM.Effectsofurbancom-

pactnessonthebuildingenergyperformanceinMedi-
terraneanclimate [J].EnergyProcedia,2017,122:

499-504.
[11] EcheniqueM H,HargreavesAJ,MitchellG,etal.

Growingcitiessustainably:Doesurbanform really
matter? [J].JournaloftheAmericanPlanningAssoci-
ation,2012,78(2):121-137.

[12] 潘竟虎,韩文超.近20年中国省会及以上城市空间形态

演变[J].自然资源学报,2013,28(3):470-480.
[13] 唐尧,宋瑜,谢俊杰.2000—2010年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紧

凑度变化特征分析[J].生态科学,2016,35(3):134-139.
[14] ZhaoFangqi,TangLina,QiuQuanyi,etal.Thecompact-

nessofspatialstructureinChinesecities:Measurement,

clusteringpatternsandinfluencingfactors[J].Ecosystem
HealthandSustainability,2020,6(1):743-763.

[15] 黄永斌,董锁成,白永平.中国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关

系的时空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
(3):64-73.

[16] 田成诗,李金.大型城市紧凑度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

[J].自然资源学报,2018,33(10):1781-1795.
[17] 曹小曙,梁斐雯,陈慧灵.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差异对交通

网络效率的影响[J].地理科学,2019,39(1):41-51.
[18] 刘润佳,把多勋.中国省会城市紧凑度与城镇化水平关

系[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3):586-600.
[19] 杨丽霞,夏浩,苑韶峰.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土地利用经济

效益空间差异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

2015,29(11):83-88.
[20] 朱文娟,孙华.江苏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演变及驱

动力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9,33(4):103-112.
[21] 刘畅,师学义,梁旭琴,等.基于物元模型的资源型城市

土地利用效益动态评价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5,

22(4):122-126.
[22] 梁红梅,刘卫东,刘会平,等.深圳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

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J].地理科学,

2008,28(5):636-641.
[23] 朱从谋,李武艳,徐保根.长三角城市群城乡建设用地时

空关联特征及其利用效益研究[J].中 国 土 地 科 学,

2019,33(8):63-70.
[24] 薛建春,郑海潮,王雅荣.基于熵值法的呼包鄂区域土地

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研究[J].水土保持通

报,2019,39(3):256-262.
[25] 唐永超,王成新,王瑞莉,等.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扩张

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研究:以济南市主城区为例[J].
人文地理,2020,35(4):91-98.



  (上接第299页)
[22] 杨志新,郑大玮,文化.北京郊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的评估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4):

564-571.
[23] 张绪良,徐宗军,张朝晖,等.青岛市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

环境净化服务价值[J].生态学报,2011,31(9):2576-2584.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生物多样性国

情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25] 赵忠宝,李克国,曾广娟,等.秦皇岛市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评价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2,26(2):

31-36.
[26] 彭建,王仰麟,陈燕飞,等.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评估初探:以深圳市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5,41(4):594-604.
[27] 柳碧晗,郭继勋.吉林省西部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

估[J].中国草地,2005(1):13-17,22.
[28] 韩晔,周忠学.西安市绿地景观吸收雾霾生态系统服务

测算及空间格局[J].地理研究,2015,34(7):1247-1258.

[29] 朱文泉,潘耀忠,张锦水.中国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遥感估算[J].植物生态学报,2007,31(3):413-424.
[30] 王永琪,马姜明.基于县域尺度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

段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J].
生态学报,2020,40(21):7826-7839.

[31] 卢新海,唐一峰,易家林,等.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耕地

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中国土地科

学,2019,33(6):53-61.
[32] 李振瑜,张建军,耿玉环.基于空间关系的长江经济带

城市群生态效应扩散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7,22(1):161-171.
[33] 孙滢展,张蚌蚌,陈海滨.合作社自主型土地整治对耕

地格局及其利用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0,

25(11):199-208.
[34] 杨延成,阿里木江·卡斯木,祖拜旦·阿克木,等.干旱

区绿洲灌溉条件下生态服务价值研究:以新疆轮台县

为例[J].冰川冻土,2019,41(4):1005-1014.

903第4期       林树高等:2003—2018年广西城市紧凑度与土地利用效益关系的时空特征



第41卷第4期
2021年8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Vol.41,No.4
Aug.,2021

 

  收稿日期:2021-03-16       修回日期:2021-04-23
  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滇中城市群生态用地重要性识别与格局优化研究”(20XJAZH005)
  第一作者:冉玉菊(1996—),女(汉族),重庆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生态与土地可持续利用。Email:1197198840@qq.com。
  通讯作者:雷冬梅(1979—),女(畲族),福建省三明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生态学研究。Email:dmlei@ynufe.edu.cn。

滇中城市群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冉玉菊,雷冬梅,刘 林,高丽萍
(云南财经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云南 昆明650221)

摘 要:[目的]以高原喀斯特地貌区滇中城市群为例,引入地形梯度,探究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滇中城市群

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影响,为其他相似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提升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理论指导。[方法]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地形位指

数、修正的ESV当量和热点分析等技术手段定量探讨滇中城市群2000—2020年的土地利用和ESV在地

形梯度上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通过 ESV 损益流向表分析滇中城市群 LUCC对 ESV 的影响。[结果]

①2000—2020年,滇中城市群耕地和林地分别减少了1.21×105hm2,1.19×105hm2,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了2.16×105hm2。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分布在低地形梯度上,林地主要集中分布在高地形梯

度上。②ESV总体呈下降趋势,价值量从2000年的1196.41亿元减少到2020年的1137.50亿元,共减少

58.91亿元。ESV在地形梯度上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ESV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海拔高且坡度大的西部和

北部区域,ESV低值区则与之相反。③林地和水域的流失以及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侵占导致ESV损失惨

重,损失区主要分布于昆明市中部和红河州北部的城镇区。2010—2020年,由于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政

策的实施使红河州北部和曲靖市北部区域的林地和水域面积增加并出现ESV增值区。[结论]研究期内

LUCC对ESV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在地形梯度上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空间差异。可以通过对现有林草地和

湖滨湿地进行改善和保护,并严格控制ESV损失冷点区等措施来提升滇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促

进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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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LandUseChangeonEcosystemServiceValueinUrban
AgglomerationofCentralYunnanProvinceDuring2000-2020

RanYuju,LeiDongmei,LiuLin,GaoLiping
(SchoolofCityandEnvironment,Yunna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Kunming,Yunnan6502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akingtheurbanagglomerationofCentralYunnanProvinceintheplateaukarstarea
asanexample,theterraingradientwasintroducedtoexploretheimpactoflanduse/coverchange(LUCC)

onecosystemservicevalue(ESV)intheprocessofrapidurbanization,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
guidancefortheimprovementofecosystemservicevalueandlanduseplanningofothersimilarareas.[Methods]

Basedonthelandusedatafrom2000to2020,combinedwiththetopographicindex,modifiedESVequivalent
andhotspotanalysismethod,thespatialandtempor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LUCCandESVonthe
terraingradientthestudyareafrom2000to2020wasquantitativelydiscussed,andtheimpactofLUCCon
ESVwasanalyzedthroughtheESVprofitandlossflowtable.[Results]①From2000to2020,thecultivated
landandforestlandinthestudyareadecreasedby1.21×105hm2and1.19×105hm2,respectively,whilethe



constructionlandincreasedby2.16×105hm2.Cultivatedland,waterlandandconstructionlandweremainly
concentratedonlowterraingradient,andforestlandwasmainlyconcentratedonhighterraingradient.
② ThevalueofESVdecreasedfrom119.64billionyuanto113.75billionyuanfrom2000to2020,witha
totaldecreaseof5.89billionyuan.ESVhadsignificant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ontheterrain
gradient.ESVhigh-valueareasweremainlydistributedinthewesternandnorthernregionswithhigh
altitudesandsteepslopes,whileESVlow-valueareaswereonthecontrary.③ Thelossofforestlandand
waterlandandtheoccupationofconstructionlandoncultivatedlandledtoheavylossofESV.Thelossareas
weremainlydistributedinurbanareasinthecentralpartofKunmingCityandthenorthernpartofHonghe
Prefecture.From2010to2020,duetotheimplementationofthepolicyofreturningcultivatedlandtoforest
land,grassland,andwaterland,theareaofforestlandandwaterlandinthenorthernpartofHonghe
PrefectureandthenorthernpartofQujingCityincreased,andtheESVvalue-addedareasappeared.[Conclusion]

Duringthestudyperiod,LUCChadagreatimpactonESVandshowedobviousspatialdifferencesonthe
terraingradient.Measuressuchasimprovingandprotectingtheexistingforests,grasslandsandlakeside
wetlands,andstrictcontrolofESVlosscoldspotscaneffectivelyimprovetheecosystemservicevalueand
promoteregionalsustainablelanduseofthestudyarea.
Keywords:landusechange;ecosystemservicevalue;terraingradient;hotspotanalysis;urbanagglomerationin

CentralYunnanProvince

  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提供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

环境条件及效用,一方面包括食物、水资源和原材料

等有形的物质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包括气候调节、空
气净化和美学景观等无形的服务供给,生态系统服务

能否有效提供关系着全人类福祉[1-2]。土地利用/覆

被变化(landuse/coverchange,LUCC)是人类社会

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全球环

境变化中起关键作用[3]。研究表明,LUCC除了会引

起地球表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还会通过改变区域的

气候、水文、土壤、地质地貌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来影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4-5],带动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servicesvalue,ESV)作出

各种正面或负面的响应[6-8]。因此,定量评估区域

LUCC对ESV的影响对于促进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

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9]。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LUCC与ESV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数量和空间两个方面的研究。数量方面的

研究 主 要 包 括 土 地 利 用 及 ESV 的 时 空 演 化 特

征[10-12]、ESV 对 LUCC的响应[13-15]以及 LUCC对

ESV的影响[16-20]等方面,该部分研究虽考虑了土地

利用和ESV的数量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化情况,但忽

略了LUCC与ESV的空间作用关系。空间方面的

研究主要是结合一些空间统计工具探寻LUCC和

ESV变化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空间作用

关系[21-23],但大多仅单独考虑ESV的空间变化,未深

入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空间转换对ESV变化的

影响,且鲜少结合研究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分析

LUCC对ESV的影响。地形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重

要组成要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利用格局以及

ESV的空间分布,目前基于地形视角开展的LUCC
与ESV的已有研究中,多从坡度、高程、地形位指数

和地形起伏度等方面论述土地利用或者ESV在地形

梯度上的分布特征[24-26],基于地形梯度从空间上解析

LUCC对ESV影响的相关研究鲜有报道。土地利用

变化图谱能够映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方式以

及发生转换的空间位置,热点分析工具能够有效识别

ESV在空间上的变化特征并对其进行可视化表达。
因此,在考虑地形梯度的基础上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图

谱和热点分析能从空间上更好地探究区域LUCC对

ESV的影响。滇中城市群作为国家重点培育的19
个城市群之一,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

地貌区,其山地多,地形起伏大,地形条件对于区域的

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影响显著。
它不仅是促进云南发展的强大引擎,同时也承载着极

重要的生态功能。
随着近些年滇中城市群城镇化加快,社会经济发

展对自然资源需求不断增长,导致土地利用方式转变

频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弱化。因此,本研

究基于地形梯度分析滇中城市群LUCC和ESV变

化特征,结合热点分析工具对ESV的变化进行可视

化表达,并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和ESV损益表探

究LUCC对ESV的影响,以期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和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借鉴和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滇中城市群是位于云南省中部最发达区域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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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群,涵盖昆明、曲靖、玉溪、楚雄4个州市及红河

州北部7个县市,共49个县(市、区),总面积约1.11
×107hm2,占云南省总面积的28.3%(附图2)。滇

中城市群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属于低纬度高海拔

地区,境内地形差异较大,立体气候特征明显,生物资

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超过50%,河流水系发达,是区

域重要的生态屏障。2019年末常住人口2143.76万

人,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41 万 亿 元,分 别 占 全 省 的

44.1%,60.7%,城镇化率58.94%,比全省平均水平

高10%,乃云南省最重要、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近

些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需求不断增长,生
态用地与建设需求的矛盾愈发突显,区域正面临城镇

化快速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涉及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和自然资源部研制的2000,2010和2020
年3个时期的30m空间分辨率全球地表覆盖数据

GlobeLand30(http:∥www.globallandcover.com/),
所使用的分类影像主要包括美国Landsat的TM5,

ETM+,OLI多光谱影像和中国 HJ-1多光谱影像,

2020年的数据还使用了16m分辨率的GF-1多光谱

影像,其中2000和2010年数据总体精度为83.50%,

kappa系数0.78,2020年数据总体精度为85.72%,

kappa系数0.82。DEM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通过

镶嵌和裁剪等预处理获得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
了便于后期ESV分析,将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

重分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

地6 大 类。其 他 数 据 来 源 于《云 南 省 统 计 年 鉴

(2000—2020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统计资料汇

编(2000—2020年)》。

2.2 研究方法

2.2.1 地形梯度测算方法 采用地形位指数来度量

滇中城市群的地形梯度。地形位指数是在提取研究

区的高程和坡度数据的基础上由 ArcGIS软件中的

栅格计算器计算所得,利用自裂法将计算得到的结果

从低到高划分为5个梯度(附图2),依次为0.07~
0.85(梯度1)、0.85~1.18(梯度2)、1.18~1.45(梯度

3)、1.45~1.69(梯度4)和1.69~2.87(梯度5),从而

定量分析不同地形梯度下土地利用和ESV的分布特

征[24],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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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地形位指数;E,S 分别为研究区某处的高程

和坡度;E,S 分别为研究区的平均高程和平均坡度。

2.2.2 土地利用变化测算方法

(1)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动态度能有效

反映各土地类型面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的幅

度[27]。本研究通过测算各地类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

度来分析研究区LUCC特征,公式为:

   K=
Ub-Ua

Ua
×
1
T×100%

(2)

式中:K 为某土地类型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Ua,Ub 分别为某土地类型在研究期开始和结束时的

面积(hm2);T 为研究时段。
(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是

分析某区域各土地类型在研究期间相互转化情况的

有效方法。本研究通过 ArcGIS软件中的栅格计算

器得到研究区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两期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28],从而探究地类的转移情况。

2.2.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 本研究以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衡量相应土地利用类型的ESV,建立

LUCC与ESV之间的关联。谢高地结合中国国情对

Costanza等[29]提出的全球ESV评估模型进行改进,
提出了当量因子法———中国目前应用范围最广的

ESV评估方法,本文采用2015年最新改进的单位面

积ESV当量表[30],并结合滇中城市群单位面积农田

粮食生产的经济价值量[31]和云南省生物 量 因 子

(0.64)[32]对ESV当量表进行修正得到研究区ESV
系数表。此外,由于谢高地等并未对建设用地进行

ESV当量赋值,但人类活动可能会对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及其价值产生各种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为更好地

表征研究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影响,本研究参考邓舒洪[33]对建设用地价值当量

的赋值来修正研究区ESV当量表。

1个ESV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等同于研究区本

年度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1/7[31],鉴于本研究探

讨的是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为
方便不同时期的对比研究,要避免农作物价格波动对

总价值量的影响,因此选取研究区2000—2018年3
种主要农作物(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产量

以及近20a间3种作物的平均价格作为基础数据,
由下列公式计算出研究区单位面积农作物生产的经

济价值为1214.87(元/hm2)。

  En=
1
7∑

m

i=1

oipiqi

M   (m=1,2,3) (3)

式中:En 为研究区单位面积农作物生产的经济价值

(元/hm2);i为农作物种类;oi,pi 和qi 分别为i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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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播种面积(hm2)、单产(kg/hm2)和平均价

格(元/kg);M 为3种农作物(稻谷、小麦和玉米)的
总面积。

根据经济价值量和云南省生物量因子得到研究

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表1)。其中,结合研究

区土地资源现状和已有研究[34],耕地取旱地和水田

的均值;林地取针叶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和灌木四

者均值;草地取草原、灌草丛、草甸三者均值;水域对

应水系;未利用地取荒漠和裸地二者均值;建设用地

当量赋值参考邓舒洪[33]的研究。

表1 滇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元/(hm2·a)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耕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食物生产 859.16 196.32 181.42 12.15 3.89
供给服务 原料生产 190.49 450.96 266.95 0.00 11.66

水资源供给 -1014.66 233.26 147.73 -9123.67 7.78

气体调节 691.99 1483.11 938.20 -2939.99 50.54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361.55 4437.68 2480.28 0.00 38.88
净化环境 104.96 1300.40 818.98 -2988.58 159.39
水文调节 1162.39 2904.03 1816.80 0.00 93.30

土壤保持 404.31 1805.78 1142.95 24.30 58.31
支持服务 维持养分循环 120.52 138.01 88.12 0.00 3.89

生物多样性 132.18 1644.45 1039.28 413.06 54.43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58.31 721.15 458.73 12.15 23.33
总 计  3071.19 15315.14 9379.44 -14590.59 505.39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ESV=∑(Ai·VCi) (4)
式中:ESV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i 是第i种土地

类型的面积;VCi 是第i种土地类型的ESV系数。

2.2.4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工具

能够用来观测研究区ESV变化在空间上形成的高值

聚类(热点)和低值聚类(冷点)的分布格局[23],公
式为:

G*
i =

∑
n

j=1
WijXj-X∑

n

i=1
Wij

s n∑
n

j=1
W2

ij- ∑
n

j=1
Wij( )2 /(n-1)

(5)

   X=
1
n∑

n

i=1
Xi (6)

   S=
1
n ∑

n

i=1
X2

i-(X)-2 (7)

式中:G*
i 为z得分,z得分是统计显著性的度量;Xj

是要素j的属性值;Wij是要素i和j 之间的空间权

重;n 为要素总和。G*
i 的值越高或越低,聚集越紧

密。当ESV变化值远大于邻近区域,将形成具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的热点(ESV增值热点区),意味着该

区域的ESV涨幅较大;当ESV变化值远小于邻近区

域,则会形成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冷点(ESV损失

冷点区),意味着该区域的ESV减幅较大。

2.2.5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测

算 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测算不同地类之间的转

化带来的ESV损益,由此分析LUCC对ESV的影

响。ESV损益计算公式为[35]:

   PLij=(VCj-VCi)×Aij (8)
式中:PLij为i种地类转为j 种地类导致的ESV损

益;VCi,VCj 分别为第i,j种地类的ESV系数;Aij

为i种地类转为j种地类的面积。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3.1.1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对3期土地利用数据进

行统计和计算,得到滇中城市群研究期内各地类的面

积和土地利用动态度(表2)。从面积变化来看,耕
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变化显著,耕地先增后减,2000—

2020年共减少1.21×105hm2;林地持续递减,但减少

幅度放缓,2000—2010年减少9.50×104hm2,2010—

2020年减少2.43×104hm2;建设用地大幅增加,共增

加2.16×105hm2。从地类结构来看,研究区内林地

分布最为广泛,其次是耕地和草地,三者占比总和超

过95%。从动态度来看,变化最剧烈的是建设用地,
其动态度由1.58%变为17.32%。发生上述变化的主

要原因有:2000—2010年,红河州实施土地整治项

目,导致耕地增加;2010—2020年,由于建设用地的

侵占又导致耕地减少。近年来政府加大对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鼓励建设小集镇,导致建制镇、
村庄居民点等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研究期正处于国家

积极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时期,受政策影响林地减

少速度有所放缓但依然处于减少趋势,主要是由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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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将80%退耕还林还草任务分配给贫困区县用来

助力地区增收,研究区并非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实施的

重点区域,受政策影响增加的林地面积还不足以平衡

因建设用地扩张侵占的林地面积。

表2 2000-2020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
类 型

2000年

面积/
104hm2

比例/
%

2010年

面积/
104hm2

比例/
%

2020年

面积/
104hm2

比例/
%

2000—2010年

变化面积/
104hm2

动态度/
%

2010—2020年

变化面积/
104hm2

动态度/
%

耕 地 373.35 33.42 378.00 33.84 361.29 32.42 4.65 0.12 -16.71 -0.44
林 地 489.42 43.82 479.93 42.97 477.50 42.85 -9.50 -0.19 -2.43 -0.05
草 地 230.89 20.67 236.11 21.14 231.22 20.75 5.22 0.23 -4.89 -0.21
水 域 13.33 1.19 11.39 1.02 12.74 1.14 -1.94 -1.45 1.35 1.19
建设用地 9.98 0.89 11.56 1.04 31.59 2.84 1.58 1.58 20.03 17.32
未利用地 0.01 0.00 0.00 0.00 0.06 0.01 -0.01 -10.00 0.06 —
合 计 1116.99 100.00 1116.99 100.00 1114.40 100.00

3.1.2 土地利用的地形梯度分异 滇中城市群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有所差异(图1)。

①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面积随地形梯度增大而

减少,主要是因为海拔低、坡度小的区域有利于农业

的发展,这直接决定了耕地的分布格局,耕地的分布

状况往往代表了人口的集聚程度,人口的集聚程度

又决定了建设用地的分布,水域更宜在低地形梯度

积聚,地形梯度越低,水域面积越大;②林地面积

随着地形梯度增大而增大,主要是因为海拔高、坡度

大的区域由于气候条件限制和人为干扰较少,侧面

保护了林地的生长环境;③草地面积在各梯度上

分布较均匀,主要是因为草地的生长对地形梯度的

适宜性较强;④未利用地面积所占比重过小,无明显

变化。

图1 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的地形梯度分异

3.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3.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间变化 根据滇中城市

群ESV系数(表1)和各地类面积(表2),计算得到

滇中城市群不同服务类型(表3)和不同地类的ESV
(表4)及49个区县各地类的ESV分布(表5)。可以

看出,研究期内ESV 总量呈持续下降趋势,2000—

2010年下降29.48亿元,2010—2020年下降29.43亿

元。①从服务类型来看(表3),各项服务的ESV从高

到低依次为:调节服务>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

服务,其中调节服务在研究区整个生态系统中处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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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贡献最大的为水文调节和气候调节,两者价

值量总占比超过50%。主要原因是调节服务的主要

供给源为林地和水域,研究区内林地为主要地类,且
还有“三江六湖”等丰富的水资源。但值得注意的是,
调节服务的ESV减少幅度也很明显,2000—2020年

共减少32.53亿元。为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应重点

保护在提供ESV中占重要地位的林地、草地和水域

等土地利用类型。②从土地类型来看(表4),各地类

的ESV总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林地>草地>水域>

耕地>未利用地>建设用地,其中林地和建设用地的

ESV持续减少,且建设用地是唯一一种对生态系统产

生负面影响的地类,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建设用地

扩张侵占了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且建设用地依然有持

续增加的态势,应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无节制扩张。

③从各行政区土地类型的ESV来看(表5),耕地、林
地、草地和水域价值量最高的区域分别是宣威市、楚雄

市、会泽县、澄江市,建设用地产生负价值最多的区域

是官渡区,这与各行政区内的地类面积大小相关。

表3 滇中城市群不同服务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一级
分类

二 级
分 类

2000年

ESV/亿元 比例/%
2010年

ESV/亿元 比例/%
2020年

ESV/亿元 比例/%
2000—2010年

ΔESV/亿元

2010—2020年

ΔESV/亿元

食物生产 46.72 3.91 46.90 4.02 45.44 3.99 0.18 -1.46
供给服务 原料生产 35.59 2.97 35.35 3.03 34.82 3.06 -0.24 -0.53

水资源供给 -23.57 -1.97 -26.88 -2.30 -42.72 -3.76 -3.31 -15.84

气体调节 117.95 9.86 116.77 10.01 108.99 9.58 -1.18 -7.78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290.33 24.27 287.23 24.61 284.58 25.02 -3.1 -2.65
净化环境 89.24 7.46 87.17 7.47 80.88 7.11 -2.07 -6.29
水文调节 333.44 27.87 316.76 27.14 323.98 28.48 -16.68 7.22

土壤保持 130.85 10.94 129.79 11.12 128.26 11.28 -1.06 -1.53
支持服务 维持养分循环 13.36 1.12 13.32 1.14 13.05 1.15 -0.04 -0.27

生物多样性 112.47 9.40 111.19 9.53 111.16 9.77 -1.28 -0.03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50.03 4.18 49.33 4.23 49.06 4.31 -0.7 -0.27
总 计  1196.41 100.00 1166.93 100.00 1137.50 100.00 -29.48 -29.43

表4 滇中城市群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土地利用
类 型

2000年

ESV/亿元 比例/%
2010年

ESV/亿元 比例/%
2020年

ESV/亿元 比例/%
2000—2010年

ΔESV/亿元

2010—2020年

ΔESV/亿元

耕 地 114.66 9.58 116.09 9.95 110.96 9.75 1.43 -5.13
林 地 749.56 62.65 735.01 62.99 731.30 64.29 -14.55 -3.71
草 地 216.57 18.10 221.46 18.98 216.87 19.07 4.89 -4.59
水 域 130.19 10.88 111.25 9.53 124.47 10.94 -18.94 13.22
建设用地 -14.57 -1.22 -16.87 -1.45 -46.10 -4.05 -2.30 -29.23
未利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总 计 1196.41 100.00 1166.93 100.00 1137.50 100.00 -29.48 -29.43

3.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间变化的地形梯度分异

 滇中城市群各服务类型和各地类的ESV在地形梯

度上的分布如图2—3所示。
由图2—3可知:①从服务类型来看(图2),水文

调节和气候调节服务的ESV处于领先地位,2000—
2010年变化最明显的服务类型是水文调节,其ESV
减少量主要分布在低地形梯度;2010—2020年ESV
发生变化的服务类型数量增多,其中水文调节是唯一

一种ESV呈正向变化的服务类型,其ESV变化量随

地形梯度增大而减少。总的来看,各服务类型的

ESV变化量均呈负向变化,且ESV减少量随地形梯

度增大而减少。②从土地类型来看(图3),林地、水域

和建设用地的ESV在地形梯度上的变化显著,林地

的ESV随地形梯度增大而增大,水域随地形梯度增

大而减小,林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高地形梯度,水域

和建设用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低地形梯度。2000—
2020年ESV总量变化呈负向变化,变化量随地形梯

度增大而减小,水域和建设用地的ESV减少是导致

ESV总量呈负向变化的主要源头,表明低地形梯度

区域的ESV更易遭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因此严格控

制建设用地增量的同时还应最大程度地保护江河湖

泊等水域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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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滇中城市群各行政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亿元

行政区        
耕 地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林 地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草 地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水 域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建设用地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未利用地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五华区 0.29 0.23 0.23 1.76 1.83 1.73 0.81 0.88 0.79 0.15 0.24 0.13 -0.71 -0.82 -1.08 0.00 0.00 0.00
盘龙区 0.28 0.22 0.18 2.11 2.20 2.05 0.52 0.56 0.47 0.50 0.25 0.50 -0.55 -0.71 -1.15 0.00 0.00 0.00
官渡区 0.82 0.66 0.38 2.59 2.75 2.42 1.07 1.15 0.82 3.55 3.24 3.17 -0.95 -1.50 -3.63 0.00 0.00 0.00
西山区 0.63 0.51 0.44 5.81 6.02 5.77 1.53 1.67 1.47 11.28 10.86 11.06 -0.73 -0.95 -1.80 0.00 0.00 0.00
东川区 1.48 1.45 1.38 4.23 4.21 4.19 10.03 10.48 10.37 4.12 0.59 0.70 -0.09 -0.09 -0.52 0.00 0.00 0.00
呈贡区 0.82 0.76 0.45 1.18 1.33 1.16 0.73 0.84 0.78 6.92 6.57 6.65 -0.25 -0.28 -1.99 0.00 0.00 0.00
晋宁区 1.44 1.35 1.21 7.00 7.17 7.02 2.65 2.88 2.65 10.82 10.24 10.52 -0.27 -0.27 -1.33 0.00 0.00 0.00
富民县 1.29 1.26 1.05 4.86 4.84 4.77 2.41 2.50 2.94 0.18 0.10 0.18 -0.06 -0.07 -0.40 0.00 0.00 0.00
宜良县 2.83 2.75 2.69 8.82 9.16 9.03 3.53 3.62 3.43 2.82 2.35 2.65 -0.23 -0.24 -0.78 0.00 0.00 0.00
石林彝族自治县 2.76 2.74 2.66 5.32 5.41 5.27 3.89 3.99 3.81 1.75 0.71 1.19 -0.15 -0.15 -0.74 0.00 0.00 0.00
嵩明县 1.78 1.66 1.55 5.96 6.19 6.08 3.18 3.40 3.21 1.80 1.74 1.08 -0.40 -0.41 -1.36 0.00 0.00 0.00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4.04 3.99 3.89 28.54 28.33 28.20 9.61 9.91 9.79 3.55 3.05 3.98 -0.07 -0.12 -0.65 0.00 0.00 0.00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5.19 4.99 4.77 10.80 10.73 10.71 11.02 11.68 11.42 1.29 1.25 1.51 -0.21 -0.21 -1.48 0.00 0.00 0.00
安宁市 1.16 1.14 1.00 9.45 9.52 9.26 2.45 2.48 2.27 0.98 0.64 0.82 -0.60 -0.64 -1.84 0.00 0.00 0.00
麒麟区 2.41 2.35 2.12 6.23 6.24 6.18 2.75 2.89 2.86 1.68 1.80 1.54 -0.71 -0.78 -1.86 0.00 0.00 0.00
沾益区 3.48 3.34 3.41 9.38 9.34 9.21 9.81 10.14 9.51 1.98 2.71 3.00 -0.29 -0.35 -0.85 0.00 0.00 0.00
马龙区 1.97 1.97 1.95 5.06 5.05 5.02 5.79 5.76 5.63 0.92 1.10 1.12 -0.13 -0.13 -0.36 0.00 0.00 0.00
陆良县 3.29 3.20 3.17 6.24 6.59 6.37 4.28 4.47 4.02 2.60 0.99 1.77 -0.58 -0.60 -1.39 0.00 0.00 0.00
师宗县 3.55 3.59 3.41 20.75 21.14 21.53 2.36 2.00 1.78 1.01 1.11 1.19 -0.16 -0.16 -0.72 0.00 0.00 0.00
罗平县 3.92 3.92 4.08 21.89 22.10 21.12 2.59 2.42 2.14 1.44 1.91 1.60 -0.52 -0.51 -0.84 0.00 0.00 0.00
富源县 4.71 4.70 4.57 18.77 18.70 18.78 4.59 4.58 4.49 0.76 1.03 1.09 -0.30 -0.39 -0.71 0.00 0.00 0.00
会泽县 6.32 5.93 5.38 22.75 22.94 21.82 21.79 22.96 24.54 3.15 1.61 2.62 -0.18 -0.22 -0.93 0.00 0.00 0.00
宣威市 8.23 7.91 7.61 31.88 32.19 31.91 11.94 12.65 12.86 1.72 1.69 2.18 -0.48 -0.61 -1.33 0.00 0.00 0.00
红塔区 0.94 0.87 0.72 7.14 7.36 7.16 1.25 1.38 1.27 0.74 0.42 0.65 -0.53 -0.53 -1.51 0.00 0.00 0.00
江川区 0.94 0.93 0.88 2.89 2.99 2.84 1.83 1.87 1.77 10.66 10.13 10.39 -0.17 -0.17 -0.63 0.00 0.00 0.00
通海县 0.68 0.68 0.71 4.59 4.67 4.55 1.49 1.51 1.29 3.93 3.32 3.60 -0.30 -0.30 -0.53 0.00 0.00 0.00
华宁县 1.96 1.95 1.95 5.72 5.78 5.65 1.96 1.98 1.83 2.52 2.27 2.29 -0.06 -0.06 -0.36 0.00 0.00 0.00
易门县 1.08 1.08 1.07 16.45 16.15 16.08 0.81 1.00 0.97 0.47 0.41 0.41 -0.19 -0.21 -0.36 0.00 0.00 0.00
峨山彝族自治县 1.09 1.06 1.05 20.39 19.36 19.27 2.20 2.91 2.82 0.48 0.43 0.49 -0.10 -0.12 -0.39 0.00 0.00 0.00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2.89 3.02 2.99 48.22 46.68 46.71 1.49 1.93 1.91 1.39 1.68 1.77 -0.11 -0.25 -0.42 0.00 0.00 0.00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1.75 1.93 1.82 29.69 29.39 29.30 1.82 1.50 1.79 1.07 1.03 1.08 -0.10 -0.08 -0.22 0.00 0.00 0.00
澄江市 0.90 0.86 0.78 2.53 2.64 2.57 1.42 1.49 1.53 13.96 13.74 13.70 -0.08 -0.09 -0.48 0.00 0.00 0.00
楚雄市 2.70 2.85 2.81 49.15 45.78 45.67 2.74 4.28 4.16 1.77 1.31 1.95 -0.53 -0.71 -1.22 0.00 0.00 0.00
双柏县 1.89 1.95 1.94 47.18 45.60 45.70 1.75 2.51 2.50 0.76 0.72 0.86 -0.06 -0.10 -0.11 0.00 0.00 0.00
牟定县 1.25 1.27 1.30 11.48 11.43 11.35 2.63 2.61 2.50 0.90 0.46 0.70 -0.13 -0.16 -0.27 0.00 0.00 0.00
南华县 1.76 1.82 1.84 22.57 21.86 21.82 1.88 2.13 2.08 0.87 0.77 0.79 -0.13 -0.17 -0.29 0.00 0.00 0.00
姚安县 1.17 1.20 1.26 15.89 15.82 15.56 2.43 2.42 2.36 1.05 0.66 0.81 -0.16 -0.15 -0.29 0.00 0.00 0.00
大姚县 2.22 2.28 2.54 39.95 39.82 38.68 6.40 6.32 6.07 1.10 0.73 1.79 -0.04 -0.09 -0.32 0.00 0.00 0.00
永仁县 1.21 1.24 1.33 18.64 18.62 18.26 4.92 4.90 4.59 1.27 0.67 2.02 -0.04 -0.05 -0.27 0.00 0.00 0.00
元谋县 1.38 1.39 1.68 10.02 10.08 9.84 8.27 8.28 7.33 2.63 1.34 2.48 -0.21 -0.28 -0.46 0.00 0.00 0.00
武定县 2.47 2.44 2.42 24.53 24.39 24.23 4.96 5.15 5.03 1.10 0.73 1.04 -0.09 -0.13 -0.49 0.00 0.00 0.00
禄丰县 2.46 2.48 2.48 35.74 35.27 35.15 3.51 3.71 3.59 1.59 1.35 1.46 -0.37 -0.45 -0.72 0.00 0.00 0.00
个旧市 1.47 2.15 1.74 8.90 8.09 8.78 4.26 2.69 2.83 1.69 1.38 1.73 -0.50 -0.49 -1.41 0.00 0.00 0.00
开远市 2.56 2.86 2.51 6.95 6.03 6.44 5.78 5.50 5.83 1.10 0.85 0.84 -0.47 -0.42 -1.07 0.00 0.00 0.00
蒙自市 2.74 3.51 3.13 10.18 9.06 9.81 5.22 3.59 3.42 3.32 2.59 2.80 -0.50 -0.58 -1.74 0.00 0.00 0.00
弥勒市 4.65 4.66 4.63 17.59 17.76 17.20 11.45 11.43 10.81 2.66 1.31 2.10 -0.27 -0.27 -1.54 0.00 0.00 0.00
建水县 5.03 5.75 4.80 21.42 16.64 19.31 6.66 7.42 7.79 2.08 1.66 2.08 -0.39 -0.41 -1.59 0.00 0.00 0.00
石屏县 2.07 2.57 3.72 24.04 23.35 40.90 7.02 5.91 10.31 4.44 4.57 5.47 -0.16 -0.16 -1.14 0.00 0.00 0.00
泸西县 2.71 2.70 2.61 6.31 6.42 6.13 3.05 3.10 2.94 1.69 0.96 1.80 -0.25 -0.24 -0.89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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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滇中城市群不同服务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地形梯度分异

3.2.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变化的地形梯度分异

 将ESV分布图和地形梯度图叠加分析,得到滇中

城市群49个区县ESV的地形梯度分异图(图4)。从

ESV总量分布来看,研究区ESV空间分异特征较显

著,中部和南部区域的ESV相对较低,生态重心逐渐

向楚雄市和曲靖市等西部和北部区域转移,这与区县

的地形梯度分布相吻合,高地形梯度区域拥有较高

ESV,低地形梯度区域则与之相反,由此可见ESV一

定程度上受地形梯度的影响。主要是因为ESV高值

区域本身就处于海拔高、坡度大的地段,森林覆盖率

高,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本底,人类活动干扰小,平衡

了其人造地表扩张所带来的价值量的损失,而ESV
低值区海拔低、坡度小、易开发,人口密集导致城市开

发强度相对也较高、较密。

3.2.4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热点分析 将ESV变化

热点分析图与地形梯度图叠加分析,得到滇中城市群

ESV变化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图(图5)。图5显示,

2000—2010年,ESV变化的热点和冷点区域数量相

对较少,说明该时间段内ESV变化不剧烈,增值热点

区主要分布在曲靖市的马龙区和沾益区,冷点区主要

分布在红河州的建水县、开远市、个旧市和蒙自市;

2010—2020年,研究区 ESV 冷热点区分布范围变

广,增值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石屏县、建水县、通海县、
峨山彝族自治县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损失

冷点区主要分布在昆明市中部的部分区县。值得注

意的是,ESV变化的冷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低地形梯

度区域,西部和北部等高地形梯度区域未发现冷热点

区,主要原因是低地形梯度区域人口和经济资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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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城镇扩张不断侵占其他生态用地,导致大量ESV
较高的地类逐渐流失。因此有必要严格控制滇中城

市群冷点区域范围,结合地形梯度分异规律对生态系

统展开监测、保护和修复等工作。

图3 滇中城市群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总值的地形梯度分异

图4 滇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地形梯度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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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滇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格局

3.3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得到ESV损益表(表6—

7)。结果表明:2000—2010年,耕地转林地、草地和

水域以及草地转林地是导致ESV增值的主要类型,
林地转耕地和草地以及水域转耕地、林地和草地是导

致ESV损失的主要类型;2010—2020年,耕地和草

地转林地是导致ESV增值的主要类型,耕地转建设

用地以及林地转耕地和草地是导致ESV损失的主要

类型。其 中 耕 地 转 林 地 对 ESV 增 值 贡 献 最 大,

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分别使 ESV 增 值

13.48亿元和18.28亿元,林地转耕地对ESV损失贡

献最大,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分别使ESV
损失17.08和18.18亿元,此外,各地类向建设用地转

移导致的ESV损失也不容忽视,尤其在2010—2020年

造成ESV共损失43.85亿元。由此可见,林地和水域

的转出以及耕地和建设用地的转入是造成研究区ESV
损失的主要原因,相反林地和水域等生态价值系数较

高的地类的转入则会导致研究区ESV增值。

表6 2000-2010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移和ESV损益矩阵

项 目
2010年

耕 地 林 地 草 地 水 域 建设用地

耕 地
转移面积/104hm2 — 11.01 16.20 0.73 1.91
ESV损益/亿元 — 13.48 10.22 6.87 -3.38 

林 地
转移面积/104hm2 13.95 — 28.48 0.25 0.11
ESV损益/亿元 -17.08 — -16.90 2.08 -0.33 

年

草 地
转移面积/104hm2 18.69 21.03 — 0.46 0.520002

ESV损益/亿元 -11.79 12.48 — 4.03 -1.25 

水 域
转移面积/104hm2 1.10 1.16 1.11 — 0.03
ESV损益/亿元 -10.41 -9.55 -9.78 — -0.33 

建设用地
转移面积/104hm2 0.74 0.10 0.13 0.01 —
ESV损益/亿元 1.31 0.31 0.31 0.15 —

未利用地
转移面积/104hm2 0.00 0.00 0.00 0.01 0.00
ESV损益/亿元 0.00 0.00 0.00 0.08 0.00

  选取对研究区ESV损益贡献最大的几种土地

利用转移类型制成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将其与地形梯

度图叠加,得到滇中城市群ESV损益的空间分布图

(图6)。
从图6可以看出,2000—2010年,ESV增值区主

要分布在师宗县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得益

于区域内各地类向水域和林地的转移。ESV损失区

主要分布在麒麟区、昆明市中部和红河州北部的部分

区县,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建设用地的占用;2010—

2020年,ESV增值区范围变大,主要分布在会泽县、
宣威市、富民县、师宗县和红河州北部,主要是受益于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昆明市中部区域由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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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的快速发展对ESV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依
然是ESV损失区。分析可知,近20a来,中部区域由

于海拔低、坡度小,人口密集且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导

致ESV受损严重,为有效改善滇中城市群生态环境,

可以采取相应的人工措施或限制性政策,如通过改造

低效林草地、优化林相结构、复绿裸地或难利用地以

及深入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等来提升研究

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表7 2010-2020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移和ESV损益矩阵

项 目
2020年

耕 地 林 地 草 地 水 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 地
转移面积/104hm2 — 14.93 18.55 0.74 13.95 0.03
ESV损益/亿元 — 18.28 11.70 6.96 -24.63 -0.01 

林 地
转移面积/104hm2 14.85 — 29.89 0.86 2.30 0.00

年 ESV损益/亿元 -18.18 — -17.74 7.06 -6.89 -0.01 

0102 草 地
转移面积/104hm2 16.43 30.92 — 0.93 4.75 0.02
ESV损益/亿元 -10.36 18.35 — 8.18 -11.39 -0.02 

水 域
转移面积/104hm2 0.56 0.25 0.26 — 0.08 0.00
ESV损益/亿元 -5.30 -2.05 -2.32 — -0.94 -0.00 

建设用地
转移面积/104hm2 0.75 0.08 0.12 0.01 — 0.00
ESV损益/亿元 1.33 0.23 0.29 0.13 — 0.00

图6 滇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益空间分布格局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本研究以位于典型高原喀斯特地貌区的滇中城

市群为例,结合其特殊的地域背景引入地形位指数,
探讨2000—2020年期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和ESV在

地形梯度上的分布特征及LUCC对ESV的影响。研

究结果显示:①土地利用和ESV在地形梯度上的分

布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分布是由自然、社会经济和相

关政策共同影响的结果。自然因素主要体现为地形

初步决定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和ESV水平,高
地形梯度区域植被类型丰富,导致ESV较高,这与杨

锁华等[26]研究结论类似;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是通过

人口分布和城市发展逐渐改变区域土地利用状况进

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ESV水平,表现为低地形梯度

区域由于人类活动干扰大,逐步演变成农业和城镇发

展的重点区域,导致ESV较低,这与陈奕竹等[24]研

究结论相类似;政策因素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以生态

保护为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

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政策虽然对林草地和

水域等ESV系数较高的地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

用,但滇中城市群作为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区域,受
政策影响增加或保护的生态用地面积不足以平衡建

设扩张侵占的面积。因此,今后在制定生态保护政策

时应遵循研究区地形的层级性分布规律因地制宜地

实施相关措施。低地形梯度区域不仅是城镇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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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研究区耕地和“三江六湖”等水域的重点分布区,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重点保护耕地和水域。高地形

梯度区域林地和草地分布较为广泛,但因自然条件限

制,生态环境较敏感脆弱,要严格限制人类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②滇中城市群LUCC对ESV影响显

著。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不

断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林

地、草地和水域作为研究区构成ESV的主体,对气候

调节、水文调节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系统服务

具有关键作用,它们的下降将导致研究区ESV损失,
从而对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林地、草地和水域对于维护研究区生态系统的

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后在土地利用规划中需

重点保护林地、草地和水域。还需注意的是,应重点

关注研究区ESV变化的冷点区和热点区。就ESV
增值热点区而言,要尽可能地维持和提升其ESV,充
分利用生态保护政策进一步提升其生态系统服务的

供给能力;就ESV损失冷点区而言,主要任务为协调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

模,提高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并继续深入推进

农村居民点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本

研究从数量和空间两个角度度量LUCC对ESV的影

响,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掌握区域ESV对LUCC的响

应情况,还能够为有关部门进行土地利用空间调控,
因地制宜地提升区域ESV提供决策依据[23]。

本研究采用谢高地等[30]提出的基于单位面积价

值当量因子的方法计算研究区内的ESV,并在此基

础上结合滇中城市群快速城镇化的背景,引入建设用

地价值当量[33],对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表进行了修正。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计算简单且

评估较全面,是目前中国适用范围最广的方法,研究

结果客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可为滇中城市群土地

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但需指

出的是,本研究在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赋值时,仅对一级地类进行赋值,今后的研究可以考

虑进一步细分到二级地类,将每一种地类赋予与其生

态功能相一致的价值系数,从而提高ESV测算结果

的精确度。

4.2 结 论

(1)LUCC方面,滇中城市群2000—2020年期

间各土地利用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且在地形梯

度上呈差异分布。从数量上来看,耕地、林地和水域

减少,草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增加,建设用地面积

变化最为剧烈,增加了2.16×105hm2;从转移上来

看,2000—2020年,地类之间的转移主要发生在耕地、

林地和草地之间,其次是耕地、林地和草地向建设用地

的转移,其中建设用地总转入面积由2.57×104hm2 增

加到21.08×104hm2;从地形梯度来看,耕地、水域和

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低地形梯度区域,林地主要分布

在高地形梯度,草地在各地形梯度均有分布。
(2)ESV方面,滇中城市群ESV空间分异特征

较显著,ESV高值区主要位于海拔高且坡度大的西

部和北部区域,ESV低值区则主要位于低海拔、坡度

小的中部和南部区域。2000—2010年,马龙区和沾

益区为主要的ESV增值热点区,红河州的建水县、开
远市、个旧市和蒙自市为主要损失冷点区;2010—

2020年冷热点区域发生变化,ESV增值热点区主要

分布在红河州和玉溪市交界处的部分区县,损失冷点

区主要分布昆明市中部。总的来看,ESV变化区域

主要位于低地形梯度。
(3)LUCC对ESV的影响方面,其他地类向林

地和水域的转移是导致滇中城市群ESV增值的主要

原因,而林地和水域的流失以及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侵

占则导致滇中城市群ESV损失巨大。林地和水域作

为滇中城市群主要的生态用地,生态价值系数最高,
应重点保护,还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加强对建

设用地的动态监测与预警。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军,顿耀龙.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

综述[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24(5):798-808.
[2] 李子君,刘金玉,姜爱霞,等.基于土地利用的祊河流域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变化[J].水土保持研究,2020,27
(2):269-275,283.

[3] MeyfroidtP,LambinEF,ErbKH,etal.Globalization

oflanduse:Distantdriversoflandchangeandgeo-

graphicdisplacementoflanduse[J].CurrentOpinionin

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2013,5(5):438-444.
[4] SterlingSM,DucharneA,PolcherJ.Theimpactof

globalland-coverchangeontheterrestrialwatercycle
[J].NatureClimateChange,2013,3(4):385-390.

[5] SalaOE,ChapinFS,ArmestoJJ,etal.Biodiversity-

Globalbiodiversityscenariosfortheyear2100[J].Sci-

ence,2000,287(5459):1770-1774.
[6] TrimbleS W,CrossonP.USsoilerosionrates-myth

andreality[J].Science,2000,289(5477):248-250.
[7] HassanR,ScholesR,AshN.Ecosystemsandhuman

well-being:currentstateandtrends[J].JournalofBac-

teriology,2005,1(5):1387-1404.
[8] 王晓东,蒙吉军.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生态效应研究进展

[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50(6):1133-

1140.

123第4期       冉玉菊等:滇中城市群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9] 肖建设,乔斌,陈国茜,等.黄河源区玛多县土地利用和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演变[J].生态学报,2020,40(2):

510-521.
[10] 王大菊,卫海燕,贺敏,等.基于土地利用的三峡库区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格局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2020,29(1):90-100.
[11] 徐胜利.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7):113-120.
[12] Song Wei,Deng Xiangzheng.Land-use/land-cover

changeandecosystemserviceprovisioninChina[J].
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2017,576:705-719.

[13] 丁丽莲,王奇,陈欣,等.近30年淀山湖地区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J].生态学报,2019,39
(8):2973-2985.

[14] EgarterViglL,TasserE,SchirpkeU,etal.Using
landuse/landcovertrajectoriestouncoverecosystem
servicepatternsacrosstheAlps[J].RegionalEnviron-
mentalChange,2017,17(8):2237-2250.

[15] ArowoloAO,DengX,OlatunjiOA,etal.Assessing
changesinthevalueofecosystemservicesinresponse
toland-use/land-coverdynamicsinNigeria[J].Science
oftheTotalEnvironment,2018,636:597-609.

[16] LiFei,ZhangSuwen,YangJiuchun,etal.Effectsof
landusechangeonecosystemservicesvalueinWestJi-
linsincethereformandopeningofChina[J].Ecosys-
temServices,2018,31:12-20.

[17] 刘桂林,张落成,张倩.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J].生态学报,2014,34(12):

3311-3319.
[18] 雷军成,王莎,汪金梅,等.土地利用变化对寻乌县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J].生态学报,2019,39(9):74-84.
[19] 李明,吕芳,吴怡璇.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J].中
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5):36-42.

[20] 盛晓雯,曹银贵,周伟,等.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39(6):79-86.
[21] 张艳芳,李云.1995—2015年关中平原城市群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ESV)及其时空差异[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

版),2020,47(5):615-623,629.
[22] 涂小松,龙花楼.2000—2010年鄱阳湖地区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化[J].资源科学,2015,37
(12):2451-2460.

[23] 郭椿阳,高尚,周伯燕,等.基于格网的伏牛山区土地利

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影响研究[J].生态学报,2019,

39(10):3482-3493.
[24] 陈奕竹,肖轶,孙思琦,等.基于地形梯度的湘西地区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

文),2019,27(4):623-631.
[25] 徐煖银,孙思琦,薛达元,等.基于地形梯度的赣南地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人为干扰的空间响应[J].生态学

报,2019,39(1):97-107.
[26] 杨锁华,胡守庚,瞿诗进.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地形梯度效应[J].应用生态学报,2018,29(3):

976-986.
[27] 王宁,杨光,韩雪莹,等.内蒙古1990—2018年土地利用

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J].水土保持学报,2020,34
(5):244-250.

[28] 董会忠,姚孟超.成渝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影响[J].水土保持通报,2020,40(1):

213-220.
[29] CostanzaR,Arge,GrootRD,etal.Thevalueofthe

world’secosystemservicesandnaturalcapital[J].
Nature,1997,387(15):253-260.

[30] 谢高地,张彩霞,张雷明,等.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

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改进[J].自然资源学报,

2015,30(8):1243-1254.
[31] 谢高地,鲁春霞,冷允法,等.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

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2):189-196.
[32] 谢高地,肖玉,甄霖,等.中国粮食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

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5,13(3):10-13.
[33] 邓舒洪.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变

化研究[D].浙江 杭州:浙江大学,2012.
[34] 彭文甫,周介铭,杨存建,等.基于LUC的四川省ESV

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4,23(7):1053-1062.
[35] 史慧慧,程久苗,费罗成,等.1990—2015年长三角城市

群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J].水土保

持研究,2019,26(1):301-307.

223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第41卷第4期
2021年8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Vol.41,No.4
Aug.,2021

 

  收稿日期:2021-03-07       修回日期:2021-04-06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维视角下台商对大陆农业投资的技术扩散研究”(41771136);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2019R0124)
  第一作者:朱润苗(1995—),女(汉族),江西省宜春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管理与评价。Email:Runmiao_z@163.com。
  通讯作者:陈松林(1964—),男(汉族),福建省南安市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规划与评价方面的研究。Email:slchen6@163.com。

基于“三生”功能的福建省2018年
国土空间特征及优化研究

朱润苗1,2,陈松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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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福建省2018年国土空间特征,为解决城镇化快速推进导致的国土空间开发无序和推

动其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三生”功能视角,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法、探索

性空间数据分析、障碍度模型和比较优势指数分析等方法,开展“三生”功能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障

碍因素,找出优势功能区并提出优化对策。[结果]①福建省2018年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均值分

别为0.0618,0.0936,0.0306,三者空间分布特征整体呈现东高西低。②“三生”功能空间分布上均呈正相关

性,三者的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分布特点总体表现为东高西低,区域上存在一定重合。③影响“三生”功能

的障碍因素主要有经济密度、生态价值服务总量、交通用地密度和城镇化率。④福建省国土空间可划分为

4个功能利用区。[结论]福建省“三生”功能发展差异大,应均衡区域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关键词:“三生”功能;国土空间;障碍度;比较优势;空间优化;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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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OptimizationofTerritorialSpaceinFujianProvincein2018
Basedon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

ZhuRunmiao1,2,ChenSonglin1,2

(1.ProvincialKeyLabofSubtropic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ofFujian,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

Fujian350007,China;2.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7,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territorialspaceinFujianProvincein2018wereexplored,in
ordertosolvethedisorderofterritorialspacedevelopmentcausedbyrapidurbanizationandprovidescientific
basisforoptimizingitslayout.[Methods]Basedontheperspective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

takingFujianProvinceastheresearchobject,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exploratoryspatial
dataanalysis,obstacledegreemodeland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analysiswereusedtoevaluate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analyzeits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obstaclefactors,and
figureoutthesuperiorfunctionareasandputforwardtheoptimizingcountermeasures.[Results]① The
averagevaluesofproductionfunction,livingfunctionandecologicalfunctionofFujianProvincein2018were
0.0618,0.0936and0.0306,respectively.The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sinFujianProvincewerehigherintheeastandlowerinthewest.② Thespatialdistributionof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werepositivelycorrelated.The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
hotspotsandcoldspotsofthethreeweregenerallyhighintheeastandlowinthewest,andtherewasa
certainoverlapintheregion.③ Themainobstaclesaffecting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included
economicdensity,totalamountofecologicalvalueservice,trafficlanddensityandurbanizationrate.④The



landspaceofFujiangProvincecouldbedividedintofourdominantfunctionalareas.[Conclusion]Thereare
greatdifferencesin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inFujianProvince,therefore,weshouldbalance
regionaldevelopmentandoptimizethespatiallayoutofland.
Keywords: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territorialspace;obstacledegree;comparativeadvantage;

spaceoptimization;FujianProvince

  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国土空间格局的剧烈变

化[1],在带来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土地资

源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的污染等“城市病”和农村空

心化和非农化、耕地撂荒等“乡村病”的出现[2-3]。“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成为推动国土空间有序利用的

重要途径。“三生”空间优化可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推动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

供有效思路[4]。
目前国内外以土地多功能性为视角对国土空间

利用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5-6],研究内容包含功能

划分、评价、空间识别、分区和优化研究等方面。而对

于“三生”功能的类别划分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两方

面展开研究,一种是功能空间分类法[7-8],其实质是

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土地利用空间数据进行

归并与分类;另一种是“三生功能”分类法[9],是一种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计算量化识别空间主导功能

的定量研究方法。“三生”功能评价的研究方法主要

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整合相关社会经济数据,以
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为基础,采用评价方法对“三
生”功能进行定量描述[10],目前常用的评价方法有综

合指数、模糊综合评价、灰色关联投影、改进突变级数

等方法[11-13]。“三生”功能空间识别是根据现状,从数

量和和质量两方面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进行定位

及划分,因评价尺度的不同,存在尺度差异性,主要研

究方法有基于GIS的聚类分析、空间叠置、主因素法

等空间分析方法的单一功能空间识别以及立足于国

土空间多功能性的主导功能空间识别[14-15]。“三生”
空间优化是在识别“三生”功能的基础上,寻求综合效

益较优的国土空间利用方案[16]。对“三生”空间重构

和优化的研究主要涵盖理论探讨、冲突和问题诊断分

析与优化方法的应用等领域;现在常用的优化方法为

空间分区优化对策法,在有效识别“三生”空间的现状

基础后,科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评价体系并展

开评估,同时结合区域本身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区域

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以此明晰优化调控的方向,制
定空间分区的实施方案,确立各类分区下的空间开发

利用及整治的调控策略[16-18]。“三生”功能视角的国

土空间利用研究在研究尺度上涉及全国[19-20]、省
域[21]、市域[22]、县域[23]和乡镇村域[24-25],同时也出现

了跨行政区域以城市圈、城市经济带[26-27]的实证

研究。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对于推动国土空间

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基于区域特殊性,不同地区的

国土空间利用呈现区域性特征,其空间格局研究仍有

待补充完善;另外,对于影响国土空间利用功能差异

性的关键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亟待深入研究。福建

省多山地丘陵地形,国土空间发展受限于地形条件,
同时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承载能力有限,生态

建设与区域发展的矛盾凸显,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布局

有待优化,如何有效解决这一发展冲突,识别该区域

的国土空间功能特征,划分功能类型并对其进行优化

调控,对于促进该区的国土空间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文以福建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利用

综合评价法对该区域的“三生”功能指数展开评价,借
助空间自相关分析、障碍度模型和比较优势指数,对
区域内“三生”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和障碍因素进行

识别,在此基础上,对国土空间利用进行优化功能分

区,旨在为其进行优化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23°33'—28°20'N,

115°50'—120°40'E),与广东、江西和浙江三省相邻,
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土地面积为1.24×105km2,下
辖9个设区市,分别为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三明

市、泉州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福建

省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面积相对有限。福建省

区市县单元总数为84个,金门县由于缺乏数据,不在

研究范围内,因此实际研究区域为83个研究单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经济统计数据来自《福建统计年鉴(2018
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2018年)》以及2018年福建省各设区市统计

年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县级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基于研究需要以及研究数据连贯的要求,对于

研究单元里“撤县设区”的区域,按照福建省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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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域区划重新进行调整,但因为市辖区的建成区和

郊区之间具有渐变的过渡地带[28],为保持研究单元

的整体性,将各设区市的市辖区进行归并处置,经整

理重组后共64个研究单元。由于不同评价体系指标

间存在量纲的差异,为保持指标方向一致,故利用极

值标准化法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2 研究方法

2.2.1 确定“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国土空间生

产功能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生活功能的

目标是增加生活的宜居程度,生态功能是保证人类生

存发展的自然基础,也是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得以实

现的要素条件[29]。参考前人研究成果[10,14,16,29],基
于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区域特点,在本研究中生

产功能用粮食单产、土地垦殖率、经济密度、产业结构

来表征,生活功能用交通用地密度、城镇化率、城乡人

均可支配收入、每1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和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征,生态功能用农用化肥投入强

度和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来表征(表1)。

表1 “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决策层 目标层 指标层    权重 指标说明     指标性质

粮食单产/(t·hm-2) 0.0367 粮食产量/耕地面积 +

生产功能
土地垦殖率/% 0.0610 耕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
经济密度/(亿元·km-2) 0.3127 GDP/区域土地总面积 +
产业结构/% 0.0104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交通用地密度/% 0.1660 交通运输用地/区域土地总面积 +
﹃
三
生
﹄
综
合
功
能

城镇化率/% 0.0750 城镇化水平 +
生活功能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668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万人) 0.0226 医院床位数/总人口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万人) 0.046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 +

生态功能
农用化肥投入强度/(t·hm-2) 0.0089 农用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

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亿元 0.1938 Costtanza等提出的方法 +

2.2.2 计算“三生”功能指数 “三生”功能指数作为

测度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水平的关键指标,指数越

高表明水平越高;指数越小则表明水平偏低[30]。参

考相关文献[29],采用综合评价法和熵权法,对各县

“三生”功能指数进行评价。“三生”功能指数计算公

式为:

Fi=∑Wj·Zj (1)
熵权法计算权重公式为:
计算第i个评价单元第j个指标比重:

Aij=aij/∑
m

i=1
aij (2)

计算指标信息熵:

ej=-
1
lnm∑

m

i=1
(Aij×lnAij) (0≤ej≤1) (3)

计算信息效用值:

dj=1-ej (4)
计算指标权重:

Wj=dj/∑
n

i=1
dj (5)

式中:Fi表示评价单元i的“三生”功能指数值;Wj为

各评价指标权重;aij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值;Zj为各

指标标准化过后的数值。运用 ArcGIS10.2中的

NaturalBreaks分类法,把各功能指数值分类为高、
较高、中等、较低和低水平5个等级。

2.2.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可以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

析[31-32]。全局空间自相关一般用 Moran’sI 指数分

析,利用此方法探测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

“三生”综合功能指数的空间集聚情况。

 I=
n∑

n

i=1
∑
n

i=1
wij(xi-x)(xj-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2

(6)

式中:n 为整合后的县域单元数量;xi为区域i的各

功能指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 为指数平均数。
局部空间自相关可弥补全局自相关的缺陷,有

效反映区域各功能指数高低值聚类程度,因此借助

Getis-OrdG*i 指数分析,该指数能有效区分“热点”和
“冷点”区域[31]。

   G*
i =∑

n

j=1
wij×xj/∑

n

j=1
xj (7)

   Z(Gi)=
Gi-E(Gi)

var(Gi)
(8)

式中:E(Gi),var(Gi)为Gi 的数学期望与方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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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单元中高值集聚在一起,则G*
i 较大,如果低值

集聚在一起,则G*
i 较小。

2.2.4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是借助因子贡献度、
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识别障碍指标对功能指数的影

响程度,通过障碍度模型能有效发现在“三生”功能导

向上国土空间利用问题,从而为国土空间的整治调控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达到科学管理的效果[33]。
障碍度模型公式为:

   Oi=
Ii·Wi

∑
m

i=1
Ii·Wi

  (Ii=1-aij) (9)

式中:Oi为障碍度,表示各指标对在“三生”功能上国

土空间利用影响程度的高低;Ii为指标偏离度,表示

各指标实际解与最优解的差距;因子贡献度表示各

指标对各功能指数的贡献大小,用权重Wi表征;aij

为各指标标准化值。

2.2.5 比较优势指数 比较优势指数不被时空限制,
能够确定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功能,为空间优化奠定基

础。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为[26]:

   RCAij=(Xij/Yi)/(Xwj/Yw) (10)
式中:Xij表示i县域单元的各功能j的指数值;Yi表

示i县域单元的总功能值的和;Xwj表示全部县域单

元的功能j指数总和;Yw 表示全部县域单元的全部

功能指数总和。若RCA值越靠近1,说明某功能指

数优劣程度不显著;若RCA值>1,说明其存在比较

优势,竞争力较强;RCA值<1,说明不存在比较优

势,竞争力较弱。

3 结果与分析

3.1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格局特征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将“三生”功能指数进行可

视化,福建省各县域单元的“三生”功能水平在空间

布局上呈现明显差异(图1)。①生产功能指数处于

0.0132~0.3334,均值为0.0618,高低值分布明显。
高值区(高和较高)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主要分布在

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和漳州市等区域,极大值出现

在石狮市,反映了东部沿海一带地理位置优越,可吸

引技术、人才和资金,且作为经济发展重心区域,政策

优势明显,产业集聚能力明显。低值区(低和较低)主
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该区地处内陆相对闭塞,交通

不便,经济密度低,产业发展条件受限。②生活功能

指数处于0.0262~0.3189,均值为0.0946。高值区

呈东部沿海集中分布,西北内陆地区零散布局,主要

包括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三明市

等市辖区及部分邻近县域,说明区域内基础设施完

备,城镇化水平较高,宜居性较强,也反映了生活功能

指数高的单元对周边区域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零散

点的分布是由于三明市辖区地处内陆中心位置,是沟

通腹地的交通枢纽。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西部和

北部等地区,这些区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聚落分

布不集中,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相对落后。

③生态功能指数介于0.0043~0.1986,均值为0.0306。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这是因为沿海地区

水体及湿地较多,生态服务价值量大,因而其生态功

能显著,以及沿海地区对环境保护力度高,环保意识

较强。低值区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的广大内陆区域,区
域内地形起伏大,多山地丘陵,坡度较陡,水土流失潜

在威胁较大,生态承载力有限,生态服务价值被削弱,
同时面临农业生产面源污染严重,工业生产和生活废

水废气排放无序,重开发,轻治理等问题,对生态系统

造成一定侵害,故而生态功能较弱。

图1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布局特征

623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3.2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集聚特征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
对“三生”功能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

显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的 Moran’sI
指数分别为0.5998,0.5995和0.2571,而且生产功

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指数均在0.01的显著性水

平下通过检验,说明“三生”功能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均

呈现正相关,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的集聚特征较强,
生态功能集聚特征较弱(表2),这是因为生产功能是

生活功能的基础,二者发展同步,而生产功能和生活

功能大幅提升的同时也易导致生态功能的衰退。
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把福建省县域单元各

功能的G*
i 指数用自然断点法划分为热点区、次热点

区、冷点区及次冷点区等4种类型区(图2)。结果显

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

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冷点区和次冷点区集中在广大

内陆地区,三者的冷热点区域在空间有一定重合,说

明福建省三生功能发展相对协同。生产功能的热点

区集中在泉州市下辖的5个县级单元,该区产业密

集,民营经济发展活跃。生活功能热点区集中分布在

泉州市和厦门市下辖的6个县级单元,该区位于沿海

平原地区,气候温和,经济发展程度高,宜居程度高。
生态功能的热点区集中分布在福州市、莆田市、泉州

市和漳州市等下辖的10个县级单元,区域内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较高。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

冷点区集中分布内陆地区,反映广大内陆地区“三生”
功能指数低值集聚。

表2 “三生”功能全局自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

Moran’sI指数 0.5998 0.5995 0.2571
p 值 0 0 0.0013
Z 得分 7.0342 3.2041 7.7155
显著性水平 0.0100 0.0100 0.0100

图2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集聚特征

3.3 福建省“三生”功能障碍度因素分析

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福建省国土空间“三生”
功能的因素进行诊断,结果显示,经济密度、生态价值

服务总量、交通用地密度和城镇化率等指标影响着多

数县域单元的“三生”功能(表3)。
根据障碍度因素出现的频率,经济密度是影响福

建省生产功能提升的首要障碍因素,具体表现为沿海

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经济密度差异显著,反映区位差

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影响到区域生产功能的布

局。而在84.4%的县域单元中生态价值服务总量的

障碍度位居次位,说明福建省县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仍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加剧生态脆弱性,降低生

态环境承载力,制约着生态功能的提升。
交通用地密度体现区域基础设施能力,交通设施

既是生产功能的必须也是生活功能的支撑,福建省多

山地丘陵地形,地形起伏大,交通用地密度分布差异

大,因而影响整个交通运输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生

产功能。城镇化率可反映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状况,
福建省各市辖区与县域的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县域的

基础设施配备尚不完善,从而影响生活功能的整体

提升。

3.4 福建省“三生”功能分区及优化调控

运用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方法,得到各县域单元的

“三生”优势功能区(附图3)。根据“三生”功能指数,
利用SPSS22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表4)。基于比较

优势指数结果、聚类分析结果、福建省主导功能区规

划、自然资源条件及区位差异,同时秉承发挥优势、协
调发展和生态优先的原则,将福建省划分为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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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态综合功能区、生产—生态功能区、生活—生

态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等4个功能区(附图4)。针对

4个功能分区提出以下优化方向。
(1)生产—生活—生态综合功能区。该功能区

地理位置优越,对外开放的前沿,且工业发展基础好,
应加强区域合作,发挥福州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提

升厦漳泉城市群竞争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利

用好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加强基础设施

的提升和完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推进城镇化的

过程中注重质的提升。加强海洋生态建设,注重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修复,发展绿色可循环经济,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表3 福建省“三生”功能主要障碍指标

地 区 No.1 No.2 No.3 No.4 地 区 No.1 No.2 No.3 No.4
福州市辖区 X11 X3 X5 X2 云霄县 X3 X5 X11 X6

福清市 X3 X11 X6 X9 漳浦县 X3 X5 X6 X2

闽侯县 X3 X11 X5 X6 诏安县 X3 X11 X5 X6

连江县 X3 X11 X5 X6 长泰县 X3 X11 X5 X6

罗源县 X3 X5 X11 X6 东山县 X3 X11 X5 X2

闽清县 X3 X11 X5 X6 南靖县 X3 X11 X5 X6

永泰县 X3 X11 X5 X6 平和县 X3 X11 X5 X6

平潭县 X3 X5 X11 X6 华安县 X3 X11 X5 X6

厦门市辖区 X11 X3 X2 X1 南平市辖区 X3 X11 X5 X2

莆田市辖区 X3 X5 X11 X2 邵武市 X3 X11 X5 X2

仙游县 X3 X11 X5 X6 武夷山市 X3 X11 X5 X2

三明市辖区 X3 X11 X5 X2 建瓯市 X3 X11 X5 X6

永安市 X3 X11 X5 X2 顺昌县 X3 X11 X5 X6

明溪县 X3 X11 X5 X7 浦城县 X3 X11 X5 X6

清流县 X3 X11 X5 X6 光泽县 X3 X11 X5 X6

宁化县 X3 X11 X5 X6 松溪县 X3 X11 X5 X6

大田县 X3 X11 X5 X6 政和县 X3 X11 X5 X6

尤溪县 X3 X11 X5 X6 龙岩市辖区 X3 X11 X5 X2

沙县 X3 X11 X5 X2 漳平市 X3 X11 X5 X2

将乐县 X3 X11 X5 X2 长汀县 X3 X11 X5 X7

泰宁县 X3 X11 X5 X6 上杭县 X3 X11 X5 X6

建宁县 X3 X11 X5 X6 武平县 X3 X11 X5 X6

泉州市辖区 X3 X11 X5 X2 连城县 X3 X11 X5 X6

石狮市 X11 X3 X1 X6 宁德市辖区 X3 X11 X5 X2

晋江市 X11 X3 X2 X6 福安市 X3 X11 X5 X7

南安市 X3 X11 X5 X6 福鼎市 X3 X11 X5 X7

惠安县 X3 X11 X6 X9 霞浦县 X3 X5 X11 X6

安溪县 X3 X11 X5 X6 古田县 X3 X11 X5 X6

永春县 X3 X11 X5 X7 屏南县 X3 X11 X5 X6

德化县 X3 X11 X5 X2 寿宁县 X3 X11 X5 X7

漳州市辖区 X11 X3 X5 X2 周宁县 X3 X11 X5 X6

龙海市 X3 X11 X5 X6 柘荣县 X3 X11 X5 X7

  注:①X1 为粮食单产,X2 为土地垦殖率,X3 为经济密度,X4 为产业结构,X5 为交通用地密度,X6 为城镇化率,X7 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X8 为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X9 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0为农用化肥投入强度,X11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②表中所列为障碍度

以从大到小排序的前4个指标。

  (2)生产—生态功能区。该区主要包括闽西北

地区部分县域,区域内资源禀赋条件好,森林覆盖率

高,产业基础牢固,应充分利用资源条件,推进农业现

代化发展,打造绿色农产品特色品牌;注重优化产业

结构和布局,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科技创新,推进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完善区域内交通设施网络,发
挥区域发展联动作用,注重区域发展平衡,提升社会

服务和保障水平,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区域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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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在生态方面应当加强区域

水土流失的治理,大力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工业生产

污染,加强生态保育,保持生物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有

条件地带动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3)生活—生态功能区。该区以中西部几大中

心城区为主体,因此应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
断提高提供社会保障和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

中心城区对周围地区生活功能提升的辐射作用,大力

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挖掘区域特色资源,带动

第三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上积极推进流域综合治

理,加强生态修复、环境保育和污染防治,推动生态宜

居城市的发展。
(4)生态功能区。该区由于地形原因,多山地,

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宜大规模的城镇开发建设,因此

应当以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为主,但该区域自然景观

丰富多样,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旅游业。

表4 “三生”功能指数聚类分析结果

分 类 包含地区            
第1类 石狮市

第2类 泉州市辖区,漳州市辖区,福清市,惠安县,福州市辖区,厦门市辖区,晋江市

第3类 南安市,龙海市,莆田市辖区,漳浦县

第4类
三明市辖区,东山县,福安市,福鼎市,武夷山市,上杭县,永春县,南平市辖区,闽侯县,邵武市,沙县,长
泰县,永安市,德化县,龙岩市辖区,宁德市辖区

第5类
永泰县,建瓯市,大田县,柘荣县,将乐县,南靖县,漳平市,平和县,华安县,仙游县,安溪县,闽清县,连城
县,古田县,武平县,长汀县,政和县,寿宁县,屏南县,周宁县,光泽县,尤溪县,松溪县,明溪县,清流县,
顺昌县,宁化县,浦城县,建宁县,云霄县,霞浦县,连江县,泰宁县,罗源县,诏安县,平潭县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1)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均值分别

为0.0618,0.0946和0.0306,高低值分布差异大,
“三生”功能指数呈现出东部沿海一带较高,中西内陆

地区偏低的分布特征,地区发展不均衡。
(2)“三生”功能指数的 Moran’sI 指数分别为

0.5998,0.5995和0.2571,各功能指数在空间分布

均呈正相关,冷热点区域分布明显,热点区域集中分

布在东部沿海,冷点区域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三
生”功能的冷热点分布区域在空间上有一定重合,三
者呈现一定程度的协同发展。

(3)各县域单元的“三生”功能均受到相关因素

的制约,其中受经济密度、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交通用

地密度和城镇化率等指标的阻碍作用较大。根据“三
生”功能测度结果、比较优势指数结果和系统聚类结

果,划分出生产—生活—生态综合功能区、生产—生

态功能区、生活—生态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并根据

各功能分区的特点提出优化方向。

4.2 展 望

国土空间“三生”功能水平状况是对其利用质量

的直接反馈,科学评价“三生”功能水平可为均衡国土

空间利用,提升整体效能提供依据。合理优化“三生”
功能空间配置,可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健康持

续发展。福建省的“三生”功能水平分布差异大,地区

之间发展不平衡,“三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间

发展协同,但仍然存在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大的问

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应注重发展的均衡性,综
合提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水平。国土空间利用

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影响着“三
生”功能水平提升,基于此,应当转变发展理念,以绿

色可持续发展为衡量标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同时,应当综合各个区域的生产—生活—
生态状况,资源比较优势,自然环境条件及结合规划

目标,因地制宜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要注重

生态修护和建设。
本研究通过构建国土空间的“三生”功能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国土空间利用的特征,并提出

了国土空间利用优化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

义。但基于时空两个维度的国土空间特征分析,更能

科学掌握其规律,这一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同时在

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国土空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

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为国土空间利用的优化

布局和调控提供科学依据,这也是本研究今后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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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沙地2000-2020年土地利用
变化及生态服务价值

张天琪1,杨 光1,刘 峰1,穆其尔1,涛 力2,马 勇2

(1.内蒙古农业大学 沙漠治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8;2.鄂尔多斯市造林总场,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017000)

摘 要:[目的]研究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动态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演变情况,为该区优化土地利用

结构以及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以呼伦贝尔沙地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5期

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在ENVI5.3和ArcGIS10.2的支持下,运用土地动态度空间分析模型、变化强度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采用中国沙地生态服务价值表的计算方法对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分析,计
算呼伦贝尔沙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敏感性指数。[结果]①研究区沙漠化呈逆转趋势,各沙漠化土地面

积均减少,极重度沙漠化土地面积共减少627.3km2,林草地面积不断增加,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来看,主要以沙漠化逐级转移为主,其他转换类型的转化比重相对较小;②从变化

速率来看,林草地的变化幅度最大,以年变化率9.3%的速度增加;从变化强度的绝对值来看,轻度沙漠化

的变化强度最大,20a间面积减少70%;③呼伦贝尔沙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其中林草地

生态服务价值最高,极重度沙漠化的生态服务价值最低;生态服务价值的敏感性指数均<1,说明沙地的

生态服务价值相对较稳定。[结论]研究区应扩大林草地面积,合理治理沙漠区域,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
关键词: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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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UseChangeandEcologicalServiceValueof
HulunBuirSandyLandfrom2000to2020

ZhangTianqi1,YangGuang1,LiuFeng1,MuQier1,TaoLi2,MaYong2

(1.CollegeofDesertControlScienceandEngineering,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

InnerMongolia010018,China;2.ForestGeneralSiteofOrdosCity,Ordos,InnerMongolia01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landusedynamicsandtheevolutionofecosystemservicefunctionsinHulunBuir
sandylandwerestudiedtoprovidesupportforoptimizingthelandusestructureandimprovingtheecological
servicefunctioninthisarea.[Methods]BasedontheremotesensingimagesofHulunBuirsandylandin
2000,2005,2010,2015and2020,andthesupportedbyENVI5.3andArcGIS10.2,thecharacteristicsof
landusechangewereanalyzedbyusingthespatialanalysismodeloflanddynamicattitudeandthechange
intensity.ThelandusedataofHulunBuirsandylandwereanalyzedbyusingthecalculationmethodof
China’ssandecologicalservicevaluetableandtheecologicalservicevalueandsensitivityindexofHulunbuir
sandylandwerecalculated.[Results]①Desertificationshowedareversaltrend,theareaofeachdesertified
landdecreased,theareaofforestandgrasslandincrease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areahadbeen
effectivelyimproved.②Fromthepointofviewoftherateofchange,thechangeofforestandgrasslandwas
thelargest,withtheannualchangerateof9.3%.Fromtheabsolutevalueofchangeintensity,thechange



intensityofmilddesertificationwasthelargest,andtheareadecreasedby70%in20years.③ Theoverall
ecologicalservicevalueofHulunBuirsandylandshowedanincreasingtrend,amongwhichtheecological
servicevalueofforestandgrasslandwasthehighest,andtheecologicalservicevalueofextremelysevere
desertificationwasthelowest.Thesensitivityindexofecologicalservicevaluearealllessthan1,indicating
thattheecologicalservicevalueofsandwasrelativelystableandtheresultswerecredible.[Conclusion]The
regionshouldexpandtheareaofforestgrassland,managethedesertareareasonably,andenhancethevalue
ofregionalecosystemservices.
Keywords:HulunBuirsandyland;landuse;transitionmatrix;ecologicalservicevalue

  21世纪以来,针对生态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就内

蒙古地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1],我国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维
护生态平衡和生态服务功能。生态服务主要包括调

节服务、供 给 服 务、文 化 服 务 和 支 持 服 务4个 方

面[2-3],而陆地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经济效益,众多学者

分别从森林[4-5]、草地[6-7]、农田[8]、湿地[9-10]对各个生

态系统类型提供了经济价值,而沙漠及沙化土地作为

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风固沙、固氮

释氧、土壤保持、水文调节、维持生物多样性、生态旅

游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11]。而从沙漠化土地变化角

度探讨其对区域生态服务价值影响的研究较少,丁雪

等[12]人基于 NDVI等多源数据与GIS、敏感性分析

方法,分析了30a间内蒙古地区沙漠化演变对区域

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宋洁等[13]人以“当量因子法”
为基础,采用网络分析、权衡协同等方法研究了乌兰布

和沙漠近30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动态特征;岳
耀杰等[14-15]学者研究表明,当前学者利用沙漠及沙化

土地所提供的物质产品仅是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

小部分,其内部还蕴藏着巨大的生态经济价值。因此,
研究荒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影响,评估该地区沙漠化治理成效,对合理利用

土地情况与经营区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呼伦贝尔沙地作为全国第4大沙地,位于东北森

林草原向干旱草原的过渡带,绝大部分区域属于农牧

交错带,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天然草原和畜牧基地。
近年来,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呼伦贝尔草地

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对畜牧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进一步还会对松嫩平原以及大兴安岭森林的粮食和

生态安全产生威胁,从而影响呼伦贝尔市经济可持续

发展。目 前,国 内 外 学 者 主 要 利 用 TM[16]、MSS
(ETM)[17]、MODIS等[18]作为数据源,结合面向对象

分析方法[16]、RS和 GIS技术[17]、土壤植被指数、地
表反照率、滑动标准差指数[19]、二分模型[16]、ND-
VI[18]以及数学模型等[12]对呼伦贝尔沙地成因[17]、植

被覆盖度[16]、景观格局分析[17]、驱动力[18-19]、土地利

用变化[20-21]及周边沙地立地类型划分[22]进行研究;
根据丁雪等人[12]研究得出对于呼伦贝尔为典型敏感

度低的地区,应进一步从小尺度上研究该地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演变。因此,本文以呼伦贝尔沙地为研究

区,通过2000—2020年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变化

动态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分析土地动态变化对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旨在为区域沙漠化防

治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呼伦贝尔沙地[23]主要由海拉尔河流域、伊敏河

流域、新巴尔虎左旗中部三条沙带和新巴尔虎右旗达

赉湖沿岸等地零星分布的沙丘组成,分布面积广且过

于零散[24],本文参考2005年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

境与工程研究所划分的呼伦贝尔沙地边界,在地理信

息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图层的叠加、融合、提取、编辑

等过程勾绘出呼伦贝尔沙地的范围作为本文的研究

区。呼伦贝尔沙地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高原,
集中分布在117°10'—121°12'E,47°20'—49°50'N,占
地总面积4.32×104km2。该地势由东向西逐渐降

低,且南部高于北部,平均海拔600~800m[23],东西

长270km,南北宽约170km。气候类型属半湿润、
半干旱区,年降水量280~400mm,年蒸发量1400
~1900mm,干燥度1.2~1.5,相对温度60%~
70%,盛夏季节水分、热量充足,雨热同步、空气湿润,
有利于农业生产,年大风日数20~40d,年平均风速

3~4m/s。沙地境内的河流、湖泊、沼泽较多,水分

条件优越,共有大小河流3000余条,主要河流有海拉

尔河(即额尔古纳河上游段)及莫勒格河、伊敏河、克
鲁伦河、辉河等[25],沙地土壤以风沙土为主[15],境内

分布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主要植被有狗尾草(Se-
tariaviridis)、差巴嘎蒿(Artemisiahalodendron)、
冷蒿(Artemisiafrigida)、虫实(Corispermumhys-
sopifolium)、贝加尔针茅(Stipabaiclensis)和羊草

(Aneurole-pidiumchinens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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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及信息提取

选取2000,2005和2010年3期Lantsat-5TM影

像以及2015和2020年2期Lantsat-8OLI遥感影像

为基础数据源,5期数据均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glovis.usgs.gov/),影像获取时间均为呼伦

贝尔沙地植被生长季(6—8月),便于目视解译。在

ENVI5.3软件对基础影像进行预处理,分类体系参

照中国土地资源分类系统[26],同时参照朱震达编制

的沙丘类型划分标准和《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技术

规定》[27]以及2000年的沙漠化土地监测指标和《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

程及其防治研究”所制定的“中国北方土地沙漠化遥

感监测分类体系”[28];将植被特征作为土地荒漠化的

关键指标,植被覆盖度超过60%为轻度沙漠化,30%
~59%为中度沙漠化,10%~29%为重度沙漠化,小
于10%为极重度沙漠化[27],结合野外调查,用最大似

然法对5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

型分为[29]极重度沙漠化、重度沙漠化、中度沙漠化、
轻度沙漠化、轻度沙漠化、林草地、耕地、建设用地和

水体等8类,得到分类精度均大于80%,满足分类

要求。

3 研究方法

3.1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3.1.1 土地动态度空间分析 目前,传统的数量分

析模型和动态度模型是测算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两

种主要方法,传统的数量分析模型不能反应出土地利

用动态变化的空间过程及相关属性,忽略空间区位的

固定性与独特性,无法比较和测算区域土地利用变化

的综合活跃程度[30],本研究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空间分析模型[31],使空间精度和面积精度更加准确,
并消除空间数据尺度效应。土地利用在时空上的动

态演变过程可以通过土地动态度反应,不仅反应出其

变化的剧烈程度,还可以描述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单
一动态度绝对值越高,表明该土地利用类型转化活

跃,数量多,反之稳定。计算公式为:

     K=
Ub-Ua

Ua
×
1
T×100%

(1)

式中:K 为研究时段内土地变化速率;T 为时间段;

Ua,Ub分别为监测初期和监测结束某一种土地利用

类型面积总和。

3.1.2 土地变化强度 空间动态度模型有效地刻画

了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变化过程,由于各土地类型在

转出的同时也有其他地类转入,不能很好地对研究区

土地利用变化程度进行描述,缺乏各类型之间直观的

对比。对此,构建土地空间变化率模型,可以反应某

类土地空间变化规模对研究区的影响程度,快速识别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速度具有可比性[32]。计算公式为:

   I=
Ua-Ub

TUA ×
1
T×100%

(2)

式中:I为土地变化强度;TUA为研究单元土地总

面积。

3.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方法

本文参考谢高地[33]改进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当量的研究成果,引用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沙

漠化4个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因子对呼伦贝

尔沙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测算[12]。结合上述分

析,参照王树力等[15]人研究,按照公式(3)计算各地

类的单位面积价值。据调查,呼伦贝尔沙地植被主要

以典型草原植被为主,其生态服务价值与草地相近,
为与上述土地利用类型分类保持一致,这里不单独计

算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林草地归为一起进行计

算;而建筑用地未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供意义,所
以把建设用地的当量值作为0;具体确定的单位面积

生态服务价值因子详见表1[12]。

   V后ij=V未ij(1-R)+V荒jR (3)
式中:V后ij为荒漠化后单位面积第i类生态系统的第

j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元/a);V未ij为未荒漠化单位

面积第i 类生态系统的第j 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元/a);V荒j为单位面积荒漠的第j种生态服务功能

价值(元/a);R 为荒漠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影响系数,拟定为:R轻度=20%,R中度=40%,R重度

=60%和R极重度=80%。

     ESV=∑(VC·Ai) (4)
式中:ESV为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万元);VC
为表1中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准单价(万元/km2);

Ai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面积(km2)。

表1 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万元/km2

土地利用类型 极重度沙漠化 重度沙漠化 中度沙漠化 轻度沙漠化 林草地 耕地 水体

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万元 18.34 26.21 39.31 47.17 52.41 35.48 2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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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态服务价值敏感性分析

为了充分反应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类

型的生态价值系数的依赖程度[34],引入生态系统价

值敏感系数,指ESV因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变动1%引

起的变化情况。如果CS>1,表明该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富有弹性,生态价值系数准确性较低;如果CS<1,
表明生态系统服务系统价值缺乏弹性,生态价值系数

的准确性较高,估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较符合研

究区实际情况,计算公式为:

   CS=

ESVi-ESVj

ESVj

(VCi-VCj)/VCj
(5)

式中:ESVi为初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j为调

整±50%后的生态服务价值;VCi为调整前的生态服

务价值系数;VCj为调整±50%后的生态服务价值

系数。

4 结果与分析

4.1 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情况

由表2分析可得,2000—2020年沙漠化面积减少

了11855.86km2,平均592.79km2/a的沙漠化土地得

到有效的治理。极重度沙漠化和中度沙漠化面积浮动

较小,分别减少了1.46%和3.77%,重度沙漠化面积减

少的幅度最大,减少了14.87%,轻度面积处于波动状

态,最终减少了3269.52km2;建筑用地、水体、耕地在

近20a变化幅度不大,林草地逐年出现递增趋势,为相

应国家号召,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编制出台了《呼伦

贝尔沙区综合治理规划(2009—2013年)》[35],建立严

格的检查验收制度,加强后期管护,积极开展防沙治

沙宣传,使沙区植被长势明显好转,林草地面积共增

长了12154.77km2,相较于2000年增长了28.47%。
整体来看,呼伦贝尔沙地实现了沙化面积缩减,沙化程

度减轻,林草地面积增加,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附图5)。

表2 呼伦贝尔沙地各类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
2000年

面积/km2 比例/%
2005年

面积/km2 比例/%
2010年

面积/km2 比例/%
2015年

面积/km2 比例/%
2020年

面积/km2 比例/%
极重度沙漠化 1103.57 2.58 841.63 1.97 798.67 1.87 623.70 1.46 476.27 1.12
重度沙漠化 8954.47 20.97 6213.45 14.55 5341.15 12.51 3907.98 9.15 2605.62 6.10
中度沙漠化 7250.34 16.98 13991.59 32.77 9720.85 22.77 11037.92 25.85 5640.15 13.21
轻度沙漠化 16743.12 39.22 10315.91 24.16 14201.66 33.26 10807.77 25.31 13473.60 31.56
林草地 6532.83 15.30 8187.95 19.18 10333.44 24.20 14235.72 33.34 18687.60 43.77
建筑用地 523.96 1.23 366.10 0.86 393.33 0.92 426.87 1.00 650.78 1.52
水 体 393.61 0.92 335.19 0.79 251.00 0.59 273.21 0.64 279.86 0.66
耕 地 1193.01 2.79 2443.09 5.72 1654.81 3.88 1381.74 3.24 881.03 2.06

4.2 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对近20a呼伦贝尔沙地5期影像进行动态监测,
基于ENVI通过转移矩阵得到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

用结构和类型间的转化数据,从整体上看,2000—

2020年呼伦贝尔沙地沙漠化过程总体上呈逆转趋势,
但波动较为剧烈(表3—6)。

由表3—6可以看出,2000—2005年主要是沙化

土地面积逐级转化活跃,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化幅度

较小,除中度沙化土地面积增大,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减 少,说 明 沙 漠 化 态 势 得 到 了 一 定 的 控 制;

2005—2010年,轻度沙化土地和林草地面积呈明显增

加,其余沙化土地面积均不断减少,耕地面积也不断

减少,逐渐转向林草地(232.44km2)和轻度沙漠化

(129.5km2);极重度沙化土地仍然逆转为重度沙化

(262.27km2),转入最多的重度沙化(128.89km2),
极重度面积减少;重度沙化其中有32.05%逆转为

中度沙 化 土 地,中 度 沙 化 土 地 主 要 转 出 为 轻 度

(36.10%)和重度(13.3%),林草地面积明显在增多,
主要是 轻 度 沙 化 土 地 面 积(1465.14km2)转 入;

2010—2015年,轻度沙化土地面积呈减少趋势,林草

地面积增长,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较小。不同

程度沙漠化土地均呈逆转趋势;2015—2020年沙漠化

土地变化特征与前3个时间段变化特征基本一致,呈
现出逐级转移,极重度、重度、中度沙化土地均减少,
轻度沙化土地面积增加,69.19%由中度沙化转入;有
1244.97km2中度沙化土地,4515.12km2 轻度沙化土

地和637.18km2耕地土地逆转为林草地,使林草地面

积大幅度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由于近些年人口面积

增加,建筑用地出现增长趋势,水域面积变化幅度不

大。2015—2020年林草地转入面积大于转出面积,且
重度和中度转出面积均大于转入面积,土地沙化程度

出现逆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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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呼伦贝尔沙地2000-2005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类型

2000年

极重度
沙漠化

重度
沙漠化

中度
沙漠化

轻度
沙漠化

林草地
建筑
用地

水 域 耕 地

极重度沙漠化 495.64 254.82 46.45 19.62 16.64 0.54 0.64 7.28
重度沙漠化 260.81 4956.70 680.37 162.44 25.78 1.59 4.52 121.24

年 中度沙漠化 131.61 2347.53 6038.94 4988.36 414.05 13.04 28.40 29.66

5002

轻度沙漠化 156.29 904.42 321.30 7781.26 915.08 40.99 3.92 192.65
林草地 39.88 252.68 132.12 3044.71 4419.46 33.33 100.93 164.84
建筑用地 11.29 35.29 0.89 21.28 33.68 247.19 1.36 15.12
水 体 2.57 22.94 7.73 30.04 13.54 1.09 253.78 3.50
耕 地 5.48 180.09 22.54 695.41 694.60 186.19 0.06 658.72

表4 呼伦贝尔沙地2005-2010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类型

2005年

极重度
沙漠化

重度
沙漠化

中度
沙漠化

轻度
沙漠化

林草地 建筑用地 水 域 耕 地

极重度沙漠化 493.37 128.89 91.99 46.63 30.74 1.34 0.88 4.83
重度沙漠化 262.27 3065.49 1861.07 107.01 29.24 10.06 0.68 5.33

年 中度沙漠化 76.21 1991.25 6709.33 680.94 155.50 15.46 0.28 91.88

0102

轻度沙漠化 4.70 563.22 5051.56 6564.51 1465.14 17.30 3.15 532.08
林草地 2.14 401.88 140.32 2758.17 6225.40 20.49 85.50 699.54
建筑用地 0.48 5.11 17.40 27.34 36.72 207.91 10.44 87.93
水 体 0.29 0.82 0.86 1.80 12.77 0.80 232.55 1.11
耕 地 2.17 56.79 119.07 129.50 232.44 92.74 1.71 1020.39

表5 呼伦贝尔沙地2010-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类型

2010年

极重度
沙漠化

重度
沙漠化

中度
沙漠化

轻度
沙漠化

林草地 建筑用地 水 域 耕 地

极重度沙漠化 298.57 259.62 39.83 20.58 1.13 0.26 0.07 3.64
重度沙漠化 435.55 2511.61 719.11 205.70 2.92 0.70 0.06 32.33

年 中度沙漠化 54.64 2380.95 6611.96 1839.45 109.26 26.74 4.40 10.52

5102

轻度沙漠化 2.79 172.11 1190.36 7591.44 1412.11 25.66 6.12 407.18
林草地 1.19 11.20 1079.67 4284.54 8324.14 122.81 71.85 340.32
建筑用地 2.90 3.38 67.34 106.28 60.10 153.49 2.91 30.47
水 体 0.40 0.33 0.05 5.85 97.11 14.81 152.93 1.73
耕 地 2.63 1.95 12.53 147.86 326.63 48.86 12.66 828.62

表6 呼伦贝尔沙地2015-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类型

2015年

极重度
沙漠化

重度
沙漠化

中度
沙漠化

轻度沙漠化 林草地 建筑用地 水 域 耕 地

极重度沙漠化 360.20 87.28 14.58 12.29 0.06 0.08 0.04 1.74
重度沙漠化 117.16 2154.03 136.76 178.70 1.16 8.73 0.02 9.06

年 中度沙漠化 88.51 724.29 3904.07 812.62 56.85 34.43 0.05 19.33

0202

轻度沙漠化 47.78 403.18 5693.68 5245.14 1802.69 38.06 1.57 241.50
林草地 8.86 392.39 1244.97 4515.12 11769.87 119.17 0.04 637.18
建筑用地 0.02 127.03 38.48 28.71 200.83 213.72 0.82 41.17
水 体 0.07 0.60 2.36 0.75 5.71 0.07 270.00 0.30
耕 地 1.10 19.18 3.02 14.44 398.55 12.61 0.67 4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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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分析

根据公式(1)—(2)计算各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变

化强度(表7)。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差异明显。2000—2020年极重度沙漠化、中度沙漠

化、轻度沙漠化、水体、耕地的动态度减少,而重度沙

漠化、林草地、建设用地的动态度增加。其中,林草地

动态度增加最快,而极重度沙漠化动态度减少最快。
主要由于该地区通过工程治理、休牧禁牧、生态移民

实现沙地的全面保护和治理,建立比较完备的沙地生

态体系,治理沙害,使沙化土地得到明显好转,在大力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使得林草地不断增加,沙地

面积呈不断减少趋势。各个土地利用类型在2000—

2020年各年份动态度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在2000—

2005年,耕地的变化幅度最大,以年变化率20.96%
增长,主要是由轻度沙漠化面积转入引起的,后来呈

现先减少又增加的稳定趋势,保护基本农田政策对控

制耕地面积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林草地动态度呈逐渐

稳定增加的趋势,主要由于该地区在2002年为有效

遏制呼伦贝尔沙地的沙化趋势,决定实施一项长达

18a的“沙地治理樟子松行动”生态建设工程的成果。
沙漠化土地呈不断减少的趋势,2015—2020年中度

沙漠化以9.24%速率减少,说明沙地逐级转化明显,
沙地总体面积减少,治理具有一定的成效;建设用地

的动态度呈先减少后增加的波动趋势,说明建设用地

的发展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水域的动态度

呈先减少后增加最终趋于平稳的减幅趋势,近年来的

天气异常干旱导致水资源的减少。2000—2020年,
林草地变化强度呈高速扩展型(变化强度>0),变化

强度明显增加由0.78%上升到2.09%;极重度与重

度沙漠化的变化强度绝对值都减少,分别从0.12%,

1.28%减少到0.07%,0.61%,变化相对平稳,因为其

为负值,所以在此期间重度沙漠化和极重度沙漠化

均低速衰退型;从2000—2005年变化强度的绝对值

来看,对比各阶段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相对强烈,中
度沙漠化变化强度最大(3.16%),其次是轻度沙漠化

3.01%,重度沙漠化、林草地和耕地变化强度相对活

跃,分别为1.28%,0.78%,0.59%;极重度沙漠化变化

强度较小,为0.12%;建筑用地和水体变化强度相对

稳定。

4.4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根据公式(3)计算,得出呼伦贝尔沙地各地类

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从图1可知,土地沙漠化逆转导致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增加量共计21.03亿元,占2020年价值总量

的10.49%。在沙化土地转移方面,原有的沙漠化土

地有4.27×104km2 发生逐级逆转,造成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损失39.55亿元,其中以轻度、重度沙漠化逆

转的影响最为明显,二者共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

失占81%。沙漠化土地逆转为非沙漠化造成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增加,仅逆转为林草地就使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增加了63.7亿元,林草地呈逐年增长趋势,2020
年较2000年增加了63.7亿元,其增加的原因是轻

度、中度沙漠化逆转为林草地;水体和耕地在20a间

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2.02,1.1亿元。

图1 呼伦贝尔沙地2000-2020年各地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表7 呼伦贝尔沙地土地利用动态度/强度指数

土地利用
类 型

2000—2005年

变化
面积

变化
速率/%

变化
强度/%

2005—2010年

变化
面积

变化
速率/%

变化
强度/%

2010—2015年

变化
面积

变化
速率/%

变化
强度/%

2015—2020年

变化
面积

变化
速率/%

变化
强度/%

极重度沙漠化 -261.94 -4.75 -0.12 -42.96 -1.02 -0.02 -174.97 -4.38 -0.08 -147.43 -4.73 -0.07
重度沙漠化 -2741.02 -6.12 -1.28 -872.3 -2.81 -0.41 -1433.17 -5.37 -0.67 -1302.36 -6.67 -0.61
中度沙漠化 6741.25 18.6 3.16 -4270.74 -6.10 -2.00 1317.07 2.71 0.62 -5097.77 -9.24 -2.39
轻度沙漠化 -6247.21 -7.68 -3.01 3885.75 7.53 1.82 -3393.89 -4.78 -1.59 2665.83 4.93 1.25
林草地 1655.12 5.07 0.78 2145.49 5.24 1.01 3902.28 7.55 1.83 4451.88 6.25 2.09
建筑用地 -157.86 -6.03 -0.07 27.23 1.49 0.01 33.54 1.71 0.02 223.91 10.49 0.10
水 体 -58.42 -2.97 -0.027 -84.19 -5.02 -0.04 22.21 1.77 0.01 6.65 0.49 0.003
耕 地 1250.08 20.96 0.59 -788.28 -6.45 -0.37 -273.07 -3.30 -0.13 -500.71 -7.25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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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生态服务价值敏感性分析

将研究区各土地类型的生态价值系数上下调整

50%,得出2000—2020年呼伦贝尔沙地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敏感性系数(表8)。在不同时期下,研究区

所有土地利用类型敏感性指数(CS)均<1,且接近于

0;不同年份间差异较小,由高到低依次为林草地、耕
地、水体、和沙漠化土地。在2000—2010年水体敏感

性指数呈增长趋势,林草地和耕地指数呈减少趋势,
表明在这期间水域对呼伦贝尔沙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变化影响较大。沙漠化土地的敏感性指数很

小,位于0.002~0.07,表明沙漠化土地对呼伦贝尔沙

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变化影响甚微。耕地和林

草地敏感性指数在2010—2020年呈增长趋势,对呼

伦贝尔沙地生态系统价值影响较大。林草地的敏感

指数(0.31~0.52)明显大于其他地类,对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贡献率最大,当林草地生态系数价值系数增

加1%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0.31%~0.52%。
综上,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所采用的生态服务

价值系数缺乏弹性,所估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可

信的,所采用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适合当地情况。

表8 2000-2020年呼伦贝尔沙地生态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

年份 极重度沙漠化 重度沙漠化 中度沙漠化 轻度沙漠化 林草地 水 体 耕 地

2000 0.002 0.004 0.005 0.020 0.390 0.040 0.340
2005 0.004 0.005 0.002 0.005 0.350 0.050 0.210
2010 0.002 0.008 0.040 0.070 0.310 0.070 0.190
2015 0.003 0.006 0.003 0.006 0.450 0.130 0.270
2020 0.003 0.004 0.009 0.005 0.520 0.140 0.360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 论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对呼伦贝尔沙地生

态服务价值进行研究,选取土地资源数量变化模型和

土地空间变化模型进行计算,得到呼伦贝尔沙地

2000—2020年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面积转移

矩阵,呼伦贝尔沙地近20a来土地利用发生明显变

化,沙化土地是呼伦贝尔沙地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

型,所占比例达75%以上,其中,中度沙漠化快速增

长,但是在2010年以后,沙化土地面积都呈减少趋

势,此外,林草地面积增加明显,与研究初期相比增长

率达到了186.06%,土地利用动态度趋势与朱晓昱

等[36]对呼伦贝尔草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结果相似,
林草地面积增加,未利用土地沙化土地面积减少,并
且沙化土地转化主要以逐级转化为主,跨级转化面积

较小,沙化土地总体呈逆转趋势,沙化程度减弱。可

见呼伦贝尔沙地生态修复过程有一定的成效,改善了

沙地的生态环境,这与呼伦贝尔地区构筑政府落实草

原监督管理的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就呼伦贝尔沙地土

地利用现状的情况下,今后要通过水土治理、划定“生
态红线”、合理控制沙地面积不扩张、保证现有林草地

面积不减少、植树造林,从而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安全。

2000年以来,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一直

是研究热点,但大都基于城市化、小流域等研究,鲜有

对沙地的角度研究生态服务价值,本文参照谢高地等

人的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以及结合丁雪等人[12]对

内蒙古荒漠化定义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为研

究方法对呼伦贝尔沙地进行生态服务价值研究,

2000—2020年呼伦贝尔沙地生态服务价值量总体呈

增长趋势,这与孙兴辉[37]研究相似,该地区林草地资

源丰富并且在研究区生态服务总价值中占据突出地

位,因此,今后应该注重响应当地政府大力号召防沙

治沙政策,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等生态建

设工程。但本文的研究仍有不足,在单位面积生态服

务价值因子计算方面,不同的参数和方法都会使评估

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重点关注:

①沙地环境条件不同,系数就会产生一定的差异,针
对荒漠小尺度生态系统,亟需建立一套包括水平衡调

节、防风固沙等主导沙地生态系统在内的生态服务价

值单价,并依照不同实际情况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

价进行相应的修改,更能准确体现沙化土地的生态服

务价值的变化;②可以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下研究

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布及预测模拟研究,更能准

确地体现出沙区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5.2 结 论

(1)2000—2020年,呼伦贝尔沙地土地类型面积

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各沙漠化均呈减少趋势,其
中重度沙漠化减幅最大,减少了14.87%,林草地面积

扩张显著,增加了12154km2,建筑用地呈微增加趋

势,增加了126.82km2,水体和耕地呈减少趋势,分别

减少了113.75和311.98km2。
(2)2000—2020年4个时间段林草地、耕地与同

期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相比转化幅度大,土地利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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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呈先减少后增加的Ⅴ字型规律,最大值出现在

2000—2005年,最小值出现在2010—2015年;就变

化速率来看,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绝对值下降,
土地利用趋于平稳。虽然沙地面积减少,但应该把防

沙治沙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提高沙地治理工程质

量,做好沙地管护,着重治理沙化趋势明显的土地。
(3)2000—2020年研究区各地类生态服务功能

价值的敏感性指数变动不大,且均小于1,说明研究

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于生态价值系数是缺乏弹性,
结果可信;土地利用生态价值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
总价值从2000年179.46亿元增长至2020年200.49
亿元,增长了21.03亿元,其中林草地是呼伦贝尔沙

地生态服务价值构成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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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孙善良,张小平,张志斌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 要:[目的]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为促进该省土地资源综合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2000,2010和2018年陕西省的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通过土地利

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主成

分分析法对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

中,耕地面积下降最多,工矿建设用地面积增速最快,水域面积变化最小。土地利用类型受自然条件的影

响,空间差异性显著。农村居民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的空间聚集性强,水域、城镇居民用地和

工矿生产用地的空间集聚性性相对较弱,草地、工矿建设用地形成新的集聚区。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土地

利用转移相对频繁,陕南山区土地利用转换相对较小。榆林市和延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和草地转

移以及未利用地和草地向工矿建设用地转移,西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转

移。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结论]陕西省

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较大,应因地制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促进人口—经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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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ChangesandDrivingForcesofLandusein
ShaanxiProvinceDuring2000-2018
SunShanliang,ZhangXiaoping,ZhangZhibin

(College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alScience,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landusechangeanditsdrivingfactorsinShaanxiProvincewerestudiedtoprovide
ascientificbasisforpromotingthecomprehensiveoptimizationoflandresourcesandsustainablesocialand
economicdevelopment.[Methods]BasedontheremotesensingmonitoringdataoflanduseinShaanxi
Provincein2000,2010,and2018,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landuseinShaanxi
Provincewerequantitativelyanalyzedthroughmethodssuchaslandusedynamics,landusetransfermatrix,

andspatialautocorrelation,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methodtoexplorethedrivingforcesoftheland
usechange.[Results]Theareaofeachlandusetypechangedindifferentdegrees,amongwhich,theareaof
cultivatedlanddecreasedthemost,theareaof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landincreasedthefastest,

andtheareaofwaterchangedtheleast.Landusetypeswereaffectedbynaturalconditions,andthespatial
differencesweresignificant.Thespatialagglomerationofruralresidentialland,unusedland,cultivatedland,

woodland,andgrasslandwasstrong,whilethespatialagglomerationofwater,urbanresidentialland,and
industrialandminingproductionlandwasrelativelyweak.Grasslandand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
landformnewagglomerationareas.ThelandusetransferintheNorthernShaanxiPlateauandGuanzhong
Plainwasrelativelyfrequent,andthelanduseconversionchangeinthemountainousareaofSouthern



ShaanxiProvincewasrelativelysmall.Thetransferofcultivatedlandtowoodlandandgrassland,andthe
transferofunusedlandandgrasslandto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landwereobviousinYulinand
Yan’anCity,andthetransferofcultivatedlandandruralresidentiallandtourbanresidentiallandwas
obviousinXi’anCity.Themainfactorsoflandusechangewerethedevelopmentofsocialeconomyandthe
adjustmentofindustrialstructure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Conclusion]Theregionaldifferencesof
landusechangeinShaanxiProvincearegreat,andlanduseplanningshouldbeformulatedaccordingtolocal
conditions,soasto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economy-ecology.
Keywords:landusechange;landusetransition;drivingfactors;ShaanxiProvince

  土地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土地

利用/覆被变化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状况的重要表

征[1-2]。土地利用变化关系到气候、生物多样性、资源

环境可持续利用、能量循环等诸多全球环境变化的核

心问题,是全球环境变化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3]。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的分布特

征[4]、驱动因素[5-6]、预测和模型构建[7-8]、生态环境效

应等[9-10]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
镇用地不断增加,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

高效、合理利用土地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问题[11]。而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可以揭示土

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内部机制与基本过程,对实现地

区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

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

响[12-15]。人为因素如政策调控[16]、经济驱动[17]、城
镇化[18]、人口规模等[19]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
而自然条件如气候[20]、海拔等[21]则起促进作用。研究

区域则涵盖各级行政区[5,10,12-13]、经济区[19]、流域[22]、
生态脆弱区等[23]多种尺度。陕西省土地利用的相关

研究也备受关注,国内许多学者以陕西省或局部区域

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耿甜伟[24]、岳杙筱

等[25]基于陕西省的土地利用数据,对其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进行分析;卓静等[26]研究发现,陕北地区耕地面

积下降且主要转化为林地、草地,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

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气候变化起辅助作用。
马新萍等[27]对西安地区的土地利用进行研究发现,建
设用地、草地面积增加,耕地、林地、水域面积减少,政
策因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现有研究侧重

于生态环境质量及各个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

素分析,缺乏对陕西省整体的综合研究以及三大区之

间的比较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性有待探索。
陕西省地貌类型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土地资源利用的区域化程度也差异明

显。作为西北地区的门户,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节

点和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变化过

程研究对西北地区人地关系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重

要的代表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

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特征进一步发生变化,导致其发

生变化的驱动因素有待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基于

2000,2010和2018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利用

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等

方法从多个尺度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特

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

进行探索。以期促进陕西省土地资源综合优化配置

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研究西北地区的土地利用

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下辖10个地级市,
107个县(区、县级市),总面积2.06×105km2。地域

狭长,横跨3个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地形复

杂多样,包含高原、平原、盆地和山地等,地势呈南北

高、中间低的特点,按照地形特征可将陕西省划分为

关中平原(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
陕北黄土高原(榆林市、延安市)和陕南秦巴山区(汉
中市、安康市、商洛市)。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土地利

用类型以耕地、建设用地为主,依托政策、技术、产业

等优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在城镇化过程中存

在资源开发强度过大,建设用地侵占优质耕地,土地

利用集约化水平较低等问题。陕北属于黄土高原区,
生态脆弱,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耕地为主,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等问题严峻,是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

施的重点区域,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经济得到

较快发展。陕南主要为山地丘陵,土地利用类型主要

为林地、草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受地理位置

和地形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发程

度有限。三大区之间区域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发展不

平衡,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有利于统筹谋

划陕西省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格局以及科学规划三

大区域的空间开发导向。

2 数据来源

陕西省土地利用数据(2000,2010和2018年)以
及数字高程模型(DEM)90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043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其中土地利用数据包括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居民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6类(表1),分辨率为30m×30m,土地利用/覆被类

型遥感解译精度为95.7%[28]。为加强对建设用地的

分析,本文将城乡建设用地进行细分(表1)。土地利

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中(表6)有关人口、经济、产业

结构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指标数据均来自于2001—

2019年陕西省统计年鉴。

表1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耕 地 水田、旱地

林 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

草 地 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水 域 河渠、湖泊、水库坑塘、冰川和永久积雪地、海涂、滩地

未利用地 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

城镇居民用地 大、中、小城市及县镇以上建成区用地

农村居民用地 独立于城镇以外的农村居民点

工矿建设用地 厂矿、大型工业区、油田、盐场、采石场等用地以及交通道路、机场及特殊用地

3 研究方法

3.1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3.1.1 单一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变

化动态度,主要用于计算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在某段时

间内的面积变化情况,同时也可用来估计未来若干年内

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以及变化速度[29]。其计算公式为:

  K=
Ub-Ua

Ua
×
1
T×100%

(1)

式中:K 为研究期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率;
Ua,Ub 分别为研究初期、末期该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

积;T 为研究时段。

3.1.2 综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综合土地利用变

化动态度可以反映出研究区域内土地利用变化速率

的整体差异。LC值越大,表示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

转化越剧烈。其计算公式为:

  LC=
∑
n

i=1
ΔLWi-j

2∑
n

i=1
LWi

×
1
T×100%

(2)

式中:LC表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LWi 表示研究

初期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ΔLWi-j表示在研究

期内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转为非i类其他土地类型的

面积绝对值;T 为研究时长。
3.2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可用来判断研究区内各土地利用类型

有无聚集性,通常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

局自相关采用 Moran’sI统计量,LocalMoran’sI是

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标,计算公式为[30]:

 Moran’sI=
∑
n

i=1
∑
n

j=1
Wij(xi-x)(xi-x)

∑
n

i=1
(xi-x)2 ∑

n

i=1
∑
n

j=1
Wij( )

(3)

 LocalMoran’sI=
n(xi-x)∑

n

j=1
Wij(xj-x)

∑
n

i=1
(xi-x)2

      (i≠j) (4)
式中:n 为单元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xj 表

示第i或j 个单元的观测值;x 为观测平均值。I>
0,表示空间分布呈正相关;I<0,表示空间分布呈负

相关;I=0,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利用

ArcGIS10.6中创建渔网(createfishnet)功能,将研

究区划分为10km×10km的格网单元并统计出各

个小单元中各类地的面积,利用ArcGIS空间自相关

(spatialautocorrelation)以 及 聚 类 和 异 常 值 分 析

(anselinlocalMoranI)模块计算各类地的 MoranI
以及LocalMoran’sI指数,并根据局域空间自相关指

数将研究单元划分为4种空间关联格局:HH(高高集

聚),HL(高低集聚),LH(低高集聚),LL(低低集聚)。

3.3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功能转型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模型

来具体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源于系统分析中

对系统状态与状态转移的定量描述[28]。利用ArcGIS
对任意两期土地利用变更数据进行空间叠加,获取各

研究时段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作为结构分析与变

化方向分析的基础,可更好地表征土地利用的结构特

征与用地功能类型变化。其表达式为:

  Sij=

S11 S12 … S1n

S21 S21 … S2n

︙ ︙ ︙ ︙

Sn1 Sn2 … Snn

(5)

式中:S 为面积;n 为土地利用类型数量;i,j分别为

研究初期与末期的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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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土地利用现状

通过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和面积变化

图(附图6和图1)发现,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受自然

条件的影响,空间差异性显著。
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草地、耕地、林地为主,共约

占土地利用面积的95%。其中草地约占38%,呈点

状零散分布,破碎度较大,主要分布在陕北黄土高原

中部以及秦岭以南的丘陵地区;耕地约占34%,主要

分布在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安康盆地,此外在陕北黄

土高原北部零散分布;林地集中分布在秦岭沿线一

带、陕西南部的米仓山、大巴山以及陕北黄土高原的

子午岭和黄龙山,面积约占23%。水域、未利用地分

别约占研究区面积的1%,2%。其中水域主要以河

流为主,如渭河、汉江等;未利用地集中分布在陕北长

城沿线以西的毛乌素沙地。城镇居民用地、农村居民

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面积较小,共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2%,城镇和农村居民用地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便于

开发的平原、盆地等,如关中平原、安康盆地,工矿生

产用地主要分布在陕北高原西北部。就其变化而言,
耕地、未利用地面积均有所下降,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均有所上升,其中城镇居民用地、工矿建设用地

面积上升幅度较大。虽然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均有

所变化,但土地利用结构并无变化,仍以草地、耕地、
林地为主。

图1 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

4.2 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分析

4.2.1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从陕西省2000—2018年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上来看(表2),陕西省不同

用地类型的动态度差异明显,工矿建设用地和城镇、
农村居民用地动态度较大,其中,工矿建设用地增速

最快,年均 增 速 高 达50.62%,共 计 增 加1169.13
km2;城镇居民用地年均增速为9.11%,共计增加

905.12km2;农村居民用地面积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共计增加410.79km2,两个时期的动态度分别为

2.31%和-0.64。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发展,
人类对土地的需求逐渐增长,建设用地面积急剧增

长。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的动态度变化居中,
其中未利用地面积以年均0.39%的速度持续减少,共
计减少331.72km2;未利用地的减少表明加大了对未

利用地的开发利用程度。耕地面积流失最多,年均递

减速率为0.38%,累计减少4976.55km2;林地、草地

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1478.36和1325.83km2,年
均增速分别为0.18%,0.09%;耕地在2000—2010年

面积下降趋势快于2010—2018年,而林地、草地面积

在2010年之前增长较快,表明在退耕还林还草初期,
植被快速恢复,占用大量耕地,随后保持稳定。水域

动态度最小,面积变化不大。

表2 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及动态度

土地类型 
2000—2010年

变化幅度/km2 动态度/%
2010—2018年

变化幅度/km2 动态度/%
2000—2018年

变化幅度/km2 动态度/%
耕 地 -3708.77 -0.52 -1267.78 -0.23 -4976.55 -0.38
林 地 1671.78 0.36 -193.42 -0.05 1478.36 0.18
草 地 1122.34 0.14 203.49 0.03 1325.83 0.09
水 域 4.84 0.03 14.20 0.11 19.04 0.06
未利用地 -240.59 -0.50 -91.13 -0.25 -331.72 -0.39
城镇居民用地 321.03 5.82 584.09 8.37 905.12 9.11
农村居民用地 564.17 2.31 -153.38 -0.64 410.79 0.93
工矿建设用地 265.19 20.66 903.94 28.73 1169.13 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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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县(区、县级市)综合土地用动态度的空间变

化上看(图2),2000—2018年,陕北黄土高原区土地

利用动态度最大,其次是关中平原区,陕南秦巴山区

变化最小。其中,延安市北部(宝塔区、安塞区、志丹

县和延长县)和西安市中部(高陵区、未央区和雁塔

区)的动态度最大,榆林市、咸阳市、渭南市、铜川市的

动态度也相对较大。从两个时期来看,2000—2010

年土地动态度的空间变化较2010—2018年明显。

2000—2010年,榆林市、延安市北部、西安市、咸阳市

南部和渭南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较大,其中,榆
林市吴堡县、延安市安塞区和延长县、西安市未央区

和宝塔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最大。2010—2018年,土
地利用动态度较高的区域主要表现在西安市和榆林

市北部(榆阳区、神木市、府谷县和吴堡县)。

图2 陕西省各县(区、县级市)2000-2018年土地动态度空间变化

4.2.2 土地利用空间特征变化 为进一步探索陕西

省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状况,以陕西省107个

县(区、县级市)为空间单元对单位面积(100km2)内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城镇居民用地、农
村居民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面积做全局(表3)和局

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图3),从表4检验结果显示,陕西

省各土地利用类型全局 Moran’sI 值均大于0,p 值

均小于0.001,说明研究区内各土地利用类型整体上

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集聚

性性。其中农村居民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
地、表现较为突出,空间集聚性强,水域、城镇居民用

地和工矿生产用地的空间集聚性相对较弱。

表3 陕西省各土地利用类型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性检验结果

年份 指数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城镇居民

用地
农村居民

用地
工矿生产

用地

Moran’sI 0.794 0.786 0.613 0.330 0.800 0.359 0.827 0.185
2000 z 50.257 49.747 38.807 21.129 50.904 28.630 52.467 12.034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Moran’sI 0.791 0.781 0.634 0.339 0.802 0.517 0.807 0.239
2010 z 50.025 49.446 40.104 21.691 51.024 37.019 51.166 15.712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Moran’sI 0.786 0.781 0.63 0.348 0.796 0.635 0.804 0.437
2018 z 49.751 49.400 39.848 22.242 50.612 42.523 50.989 28.175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z为标准差的倍数,p 表示概率,z与p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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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陕西省2000-2018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局域 MoranI值的空间分布

  土地利用局域 MoranI 值的空间分布图(图3)
直观反映了8种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

2000—2018年研究区耕地、林地、水域、未利用地和

城镇、农村居民用地集聚区并无明显变化,草地、工矿

建设用地形成新的集聚区。耕地、林地、草地和农村

居民用地主要表现为“高—高”和“低—低”聚集,水域

和未利用地主要表现为“高—高”聚集,城镇居民用地

和工矿建设用地主要表现为“高—高”和“高—低”聚
集。其中,耕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榆林市东

南部、咸阳市、渭南市、西安市北部以及宝鸡、汉中、安
康市中部地区。林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

安宝鸡南部、汉中安康北部、延安市中部地区。耕地

高低集聚区表现出与林地高低集聚区相反的现状。
未利用地“高—高”集聚区分布最集中,主要分布在榆

林市西北部。水域的空间自相关性相对较弱,分布相

对分散,主要呈带状分布于关中平原中部。城镇居民

用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咸阳市和渭

南市,而在“高—高”集聚区周围表现为“低—高”聚
集,“高—低”集聚呈点状分布,表明在关中平原地区

城镇居民用地的分布集中连片,而在其他地区的分布

较为分散。城镇居民用地的 MoranI 值呈持续上升

趋势,表明其空间集聚性在逐渐增强。农村居民用地

“高—高”集聚区的分布和具有空间趋同性,但其

“高—高”集聚区范围较大。草地“高—高”集聚区主

要分布在榆林市北部、延安市西部、安康市南部地区。
而低值区主要是在关中平原城市群。2000—2010
年,草地在延安市东部的延长县、宜川县形成新的集

聚区。工矿建设用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以

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高—低”和“低—高”集
聚主要分布在“高—高”集聚区边缘地带,并且有向

“高—高”集聚转化的趋势。2000—2018年,工矿建设

用地在榆林市西北部的榆阳区、神木市形成新的集聚

区,主要由于近年来榆林市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社会

经济发展较快。

4.2.3 土地利用转型分析 为分析土地利用类型内

部之间的面积转化情况,利用ArcGIS10.6对2000—

2010年和2010—2018年两个时段的土地利用数据

进行叠加处理,得到陕西省2000—2010年和2010—

2018年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以及土地利用转型空间

变化图(表4—5,图4)。可以得出:①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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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均

有所增加。从土地流出上看,耕地(-3708.77km2)
的减少 主 要 流 向 草 地 和 林 地,转 化 面 积 分 别 为

4129.66和1382.91km2;未利用地(-240.59km2)
的减少主要流向草地和耕地,转移面积分别为215.10
和79.65km2。从土地来源上看,林地、草地、建设用

地面积 增 加 较 为 明 显。其 中 林 地 净 增 加 面 积 为

1671.78km2,主要来源于耕地(1382.91km2)和
草地(1091.09km2)的 转 移;草 地 净 增 加 面 积 为

1122.34km2,主要由耕地(4129.66km2)转化而来;
建设用地中城镇和农村居民用地净增加面积分别

为321.03和564.17km2,都主要来源与耕地的转化,
转移面积分别为250.12和658.66km2,工矿建设

用地净增加面积为265.19km2,主要来源于耕地

(133.18km2)和 未 利 用 地(47.89km2)的 转 化。

②2010—2018年,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农村居民用

地面积减少,草地、水域和城镇、农村居民用地面积均

有所增加。从土地流出上看,耕地(-1267.78km2)
和林地(-193.42km2)的减少都主要流向草地,转
化面积分别为3560.76和1315.13km2;未利用地

(-91.13km2)主要流向耕地、工矿建设用地和草地,
转移面积分别为163.27,138.67和114.98km2。从

土地来源上看,城镇居民用地和工矿建设用地面积

增加较为明显。其中城镇居民用地净增加面积为

584.09km2,主要来源于耕地(333.63km2)和农村居

民用地(169.29km2)的转化;工矿建设用地净增加面

积为903.94km2,主要来源于对耕地(388.02km2)和
草地(395.44km2)的侵占。

图4 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空间变化

  综合来看,两个时期都表现为建设用地、林地、草
地对耕地的侵占。两个时期内,城市居民用地和工矿

建设用地面积增幅最大,其面积变化主要来源均为耕

地,且随着时间发展,转换面积增加。城市化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导致原有发展空间不足以满足人类活动

从而占用耕地,如城镇化的发展对生活、工业用地的

需求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的修建等,部分耕地逐渐转化

为建设用地以及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的升

级;且随着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工矿建设用地开始占

用草地,土地矛盾进一步加剧。2000—2010年,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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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下降较快,林地、草地面积迅速增加,表明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较为明显,植被覆盖率显

著提升。

2010—2018年,耕地面积下降趋势变缓,草地面

积增加趋势变缓,林地面积有所下降。主要由于耕地

向林地、草地的转化面积减少,林地面积下降一方面

由于补充来源减少,另一方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

管理不善导致林地退化。

表4 陕西省2000-2010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km2

年份
土地利用 

类 型 

2010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
用地

城镇居民
用地

农村居民
用地

工矿建设
用地

耕 地 65149.90 1382.91 4129.65 140.19 17.08 250.12 658.66 133.18
林 地 370.52 45522.56 372.99 11.89 29.07 21.32 36.06 6.77
草 地 2274.93 1091.09 74101.16 69.24 92.63 21.85 49.16 88.65

年 水 域 140.65 10.98 74.53 1399.87 2.80 3.09 5.60 2.71

0002

未利用地 79.65 12.05 215.10 16.01 4386.56 3.74 7.80 47.89
城镇居民用地 5.74 7.41 2.31 0.39 0.00 527.96 7.46 0.46
农村居民用地 129.75 15.89 11.97 2.63 0.04 37.76 2241.77 3.51
工矿建设用地 1.99 0.08 3.34 4.85 0.03 6.92 0.99 110.05

表5 陕西省2010-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km2

年份
土地利用 

类 型 

2018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
用地

城镇居民
用地

农村居民
用地

工矿建设
用地

耕 地 62508.10 728.48 3560.76 188.92 69.59 333.63 375.63 388.02
林 地 631.38 45968.75 1315.13 16.80 30.82 25.22 13.93 40.91
草 地 3074.34 1089.79 73981.36 100.77 207.67 33.84 27.84 395.44

年 水 域 137.22 13.70 87.75 1332.48 40.23 13.50 3.86 16.33

0102

未利用地 163.27 14.10 114.98 8.06 4080.78 7.91 0.44 138.67
城镇居民用地 26.17 2.50 6.94 0.68 0.26 828.05 2.38 5.75
农村居民用地 321.14 30.87 31.87 4.15 3.11 169.29 2426.80 20.25
工矿建设用地 23.89 1.37 15.77 7.43 4.62 45.40 3.21 291.54

  通过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空间变化(图4),耕地、
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在关中和陕北地区变化较为明

显,水域生态用地和未利用地变化并不明显。其中耕

地流失严重,主要是转化为草地、林地、城镇居民用

地,在西安市中部(未央区、灞桥区、雁塔区、高陵区)、
榆林市(府谷县、神木市、榆阳区、佳县)主要转化为城

镇居民用地,在延安市北部(志丹县、安塞区、宝塔区、
延长线)主要转化为林地、草地,补充来源主要是在榆

林市西北部(定边县、榆阳区)对未利用地、草地的开

发。在西安市中部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的

转化也较为明显,工矿生产用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榆

林市(榆阳区、神木市和府谷县),由未利用地和草地

转化而来。西安市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增长极,城镇

建设用地的发展规模突出,此外,区域内其他城市的

建设用地规模也同步增长,西安市对城市群发展存在

带动作用。草地、林地明显增加的区域主要是原本植

被覆盖率低且是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区域的陕北中东

部地区。总体来说,榆林市、延安市和西安市的土地

利用变化最明显,榆林市和延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向

林地和草地转移以及未利用地和草地向工矿建设用

地转移,西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向城

镇居民用地转移。

4.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4.3.1 驱动因子主成分分析 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

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自然条件

在短时间序列上对土地利用的变化作用并不明显,人
类活动在短期内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较为显著,尤
其是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时期,因此本文主要分析

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依据科学性、系统

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结合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状况以及数据的可获性,从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农
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共选取13个指标,建立陕西省

土地利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表6),利用SPSS19.0
进行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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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目标层  指标层

X1 年度总人口/万人
产业结构   

X8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人口 X2 人口密度(km2/人) X9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X3 城市化率/% X10单位面积粮食产量/(kg·hm-2)

X4GDP/亿元
农业现代化水平

X11农用机械总动力/104kW

经济
X5 人均GDP/元 X12化肥施用量/104t

X6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X13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t

X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详见表7。KMO值

为0.822大于0.5,显著性水平为0.000,可以进行因

子分析。主成分特征值及贡献率的结果详见表8。
取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且其累计贡献率大于90%的

2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与城市化率(X3)、GDP
(X4)和人均 GDP(X5)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第二

主成分与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X8,X9)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由此可见,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

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表9)。

表7 评价指标体系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822
近似卡方 798.889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78
显著性 0.000

表8 驱动因子特征值及主成分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10.828 83.292 83.292
2 1.879 14.456 97.749

表9 驱动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成分

1 2
变量

成分

1 2
X1 0.972 0.165 X8 0.585 -0.803 
X2 0.970 0.150 X9 -0.193 0.978
X3 0.998 0.049 X10 0.956 -0.217 
X4 0.987 0.147 X11 0.963 -0.129 
X5 0.989 0.134 X12 0.974 -0.112 
X6 0.971 0.220 X13 0.973 0.013
X7 0.968 0.248

4.3.2 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分析 由图3—5可知,研
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存在着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关中、陕北和陕南三大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

资源条件差异显著,导致土地利用变化以及驱动因素

也具有空间差异性。因此,分别分析了关中、陕北和

陕南三大区之间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①关中

平原区土地利用变化较大,且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侵

占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关中地区作为陕西省经济发展

水平最高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规模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土

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化。2000—2018年,关中平原

的GDP由2000年的1275.95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

14802.05亿元,增长了10倍多,总人口增加了215.44
万人,城镇人口增加了641.77万人,城市化率由2000
年的37.72%上升到2018年的60.81%。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

变化,区域发展的一切经济活动均以土地为承载,不
断提高的经济水平对城镇用地需求逐渐增加。主要

表现为新增城市人口、城镇外延扩张、基础设施的修

建等促进了建设用地的扩张,以西安为中心的城市群

表现最明显。②陕北黄土高原区土地利用变化也较

大,主要表现为耕地转向林地和草地以及未利用地、
草地转向工矿建设用地。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主

要受政策因素的影响,1999年,陕西省作为试点区

域,率先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改善了土地

利用结构,其中作为“双退”重点区域的陕北地区,大
量耕地、荒地转化为草地、林地,植被覆盖率提高,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虽然较多耕地转化成林地、草地,
但都是对耕地质量较差和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地区的

改造,长远来看,对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该地区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年来第二产业

的发展促进了工矿建设用地的扩张。③陕南秦巴山

区土地利用变化相对较小,主要受地理位置和地形条

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发程度有限,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汉中市和安康市中

部土地利用变化相对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

有所扩 张,农 村 居 民 用 地 向 城 镇 居 民 用 地 转 化。

2000—2018年,陕南城镇人口增加了230.51万人,城
市化率由21.67%上升到48.96%,城市化的发展是促

进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陕南作为我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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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保护区,近年实施的生态扶贫搬迁工程也对土

地利用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5 结 论

(1)陕西省不同用地类型的动态度差异明显,工
矿建设用地和城镇、农村居民用地动态度较大,其次

是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动态度最小。其

中,工矿建设用地和城镇、农村居民用地分别增加了

1169.13,905.12和410.79km2,未利用地面积共计

减少331.72km2,耕地面积累计减少4976.55km2,
林地、草地面积分别增加了1478.36和1325.83km2,
水域面积变化不大。

(2)农村居民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
空间聚集性强,水域、城镇居民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

的空间集聚性性相对较弱。草地在延安市东部的延

长县、宜川县形成新的集聚区,城镇居民用地集聚性

逐渐增强,工矿建设用地在榆林市西北部的榆阳区、
神木市形成新的集聚区。

(3)土地利用转型的结果表现为建设用地、林
地、草地对耕地的侵占。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土地利

用转移相对频繁,陕南土地利用转换相对较小。其

中,榆林市、延安市和西安市的土地利用转移变化最

明显,榆林市和延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和草地

转移以及未利用地和草地向工矿建设用地转移,西安

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

转移。
(4)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发展过

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关中平

原区受经济、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较

大,陕北黄土高原区主要受政策因素的影响,陕南秦

巴山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土地利用变化不明显。

6 讨 论

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较为明显的地区是关中和

陕北,陕南变化并不明显。其中,关中平原主要表现

为建设用地侵占耕地,陕北黄土高原主要表现为耕地

向林地、草地转化。这与已有研究[26-27]结果一致。土

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分别是城市化率、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比重,表明经济、人
口、产业结构是影响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

素,此外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由

于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较大,且三大区之间的经济

发展情况以及自然条件不同,未来应根据各地区的资

源禀赋,确定不同的土地利用规划。关中平原区要注

重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

地侵占耕地及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地资源进行科

学规划、合理利用、优化布局、保护环境,提高节约集

约用地水平。陕北由于生态环境脆弱,要注重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继续实施平整土地、修建堤坝、植树造林

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并加大对草地、林地的管理,
避免草地、林地出现退化。陕南是全省林地、草地的

主要分布区,林地、草地等基础性生态用地不宜进行

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未来仍要以生

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重点,鼓励扩大林地面积,稳定

草地面积,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土地利用在空间上的变化是自然和人类相互交

互作用的过程,本研究只分析了2000—2018年人类

活动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没有考虑自然因素,如
气候、地形等因素的干扰。此外,土地利用驱动因素

分析指标选取并未涉及到政策方面,政策因素分析仅

为定性分析。2000—2018年,陕西省的土地利用变

化与政府实施的宏观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未来应加强

宏观政策土对地利用变化影响的定量研究,以更好地

为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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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国土空间数据的资源环境
综合承载力及人口承载力评价

———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潘昱奇1,2,李满春1,2,姜朋辉1,2,陈登帅1,2

(1.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2.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210023)

摘 要:[目的]研究江苏省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情况,明确国土空间开发与利用方向,为该区土地

与人口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2010—2019年多源国土空间数据,构建多因素多因子综

合判别模型。[结果]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呈现出显著的东高西低,平原高山地丘陵区低等空间分异

特征。此外,基于未来土地资源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预测2030年常州市人口承载指数高达1.27,显著高于国

际警戒水平。[结论]常州市空间开发程度、自然本底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具有

显著的约束,且人口处于超载状态。
关键词: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土地资源;粮食安全;人口承载力;多因素多因子综合判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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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
andPopulationCarryingCapacityBasedonMulti-sourceLandSpatialData

-TakingChangzhouCityofJiangsuProvince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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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GeographicandOceanographicSciences,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210023,China;2.Jiangsu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Ge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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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resourceandenvironmentinChangzhouCity
ofJiangsuProvincewasstudied,inordertoclarifythedirectionoflandspace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
andtoprovidedecision-makingreferencesforthespatialallocationoptimizationoflandandpopulation.
[Methods]Basedonmulti-sourcelandandspacedatafrom2010to2019,amulti-indexandmulti-factor
syntheticdiscriminantmodelwasconstructed.[Results]The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resources
andenvironmentinChangzhouCitypresentedsignificantspatialdifferences,suchashighintheeastandlow
inthewest,highintheplainandlowinthemountainousandhillyareas.Moreover,basedonthefood
securityguaranteelevelcalculatedwithfuturelandresources,thepopulationcarryingindexofChangzhou
Cityin2030wouldbeashighas1.27,which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einternationalalertlevel.
[Conclusion]Thespatialdevelopmentdegree,naturalbackgroundandinfrastructureconditionshavesignificant
constraintsonthe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ChangzhouCity,andthe
populationisinastateofover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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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资源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主

题,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是衡量人口、资源与环

境配置合理性的重要方法,对于科学研判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潜力,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等具有重要的科学

指导意义[1]。随着区域经济社会不均衡发展,人类社

会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

化的严峻形势[2]。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已逐步由过度依赖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

发展方式,转向形成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低消

耗、高质量的节约集约型发展方式[3]。因此,如何根

据资源环境条件,协调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经济发

展的关系,统筹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合理配置区域资

源,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绿色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

的热点问题[4]。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缘于20世

纪70年代[5],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危害并维系良

好生态系统前提下,一个区域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所

能承载的经济社会活动规模[6],通过对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判断,来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是解决区域发

展现状和发展要求之间矛盾的主要思路之一[7],研究

成果在区域资源、环境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等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8-10]。然而,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多

为针对土地资源[11]、水资源[12]的单要素评价,环境

承载力本身具有复杂性及影响因素多样性等特点,
传统评价体系聚焦自然属性,弱化社会要素,难以客

观反映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操作性低且涵盖不

全面[1]。此外,研究多以较小空间尺度评价居多[13]。
综上所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未统一;探索资

源环境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作用机理研究方面较为

薄弱;资源环境承载力多要素综合评价模型研究有待

深化[14]。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地区之一,
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

显[15]。江苏省常州市地处长三角腹地的苏南地区,
近年来其经济发展迅猛,城镇化速度较快,资源环境

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因此,本研究基于对常州市区

域概况的分析,选取可能影响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

载力的各种自然、经济、社会因素,构建多因素多因子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计算常州市资

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揭示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

的短板与约束。然后,测算常州市土地资源能够持续

支撑的2030年最大人口规模,以期为区域国土空间

规划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常州市位于北纬31°09'—32°04',东经

119°08'—120°12'之间,北临长江,南部与安徽省交

界,东濒太湖与无锡市相连,西与南京、镇江两市接壤

(图1),下辖天宁区、钟楼区、武进区、新北区、江苏常

州经济开发区、金坛区、溧阳市,总面积4372km2。截

至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473.60万人,城镇化率达

到73.27%。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7400.86
亿元,居全省第5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

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529.17亿元,增长8.4%;第三产

业增加值3714.69亿元,增长5.8%[16]。常州水陆空

交通便利,沪宁铁路、沪宁与宁杭高速公路、312国

道、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常州市地貌类型属高沙平

原,山丘平圩兼有,处亚热带向北温带过渡气候区域,
季风影响显著,属湿润季风气候,境内河道纵横交织,
湖塘星罗棋布[16]。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常州市2010—2019年多源国土

空间数据数据,各类数据的具体名称、属性及其来源

详见表1。

3 研究方法

3.1 多因素多因子判别模型构建

本文以人地关系学说为理论基础,综合相关数理

知识,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资源环境综合承载

力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基于数

学和心理学的结构化技术,用于组织和分析复杂的决

策[17],它将待评估问题分为3个层次,最上层为目标

层、中间层为准则层、最下层为影响因素层。多因素

多因子判别模型的建立主要包括在资源环境现状分

析的基础上,进行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权重确定、评价

结果与分析3个步骤(图1)。

3.1.1 资源环境分析[16] ①土地资源。常州市耕地

资源丰富,建设用地扩张较快且结构有待优化,耕地

后备资源贫乏且分布不均衡;②水资源。水质型缺

水严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且配置不合理,经济

发展与水环境承载力关系不协调;③矿产资源。矿

产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地带,资源利用待进一步整

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任务艰巨;④大气。空

气质量较好,常年达二级标准;⑤水环境。水质逐步

改善,主要湖库存在不同程度营养化;⑥地质。地下

水资源大规模开采、工业废弃物排放及长期开山采石

活动,造成了一系列崩塌、滑坡等地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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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名称 数据属性 数据源        
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矢量数据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

土地利用数据
人均土地面积数据 统计数据
土地利用强度数据 统计数据 常州统计年鉴(2019年)
土地产出效益数据 统计数据

耕地自然等别数据 矢量数据
耕地质量等别数据 耕地利用等别数据 矢量数据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8年)

耕地经济等别数据 矢量数据

土壤镉含量数据 矢量数据
土壤铬含量数据 矢量数据
土壤汞含量数据 矢量数据

土壤重金属含量数据 土壤铅含量数据 矢量数据
中国土壤数据库(2010—2019年)
http:∥vdb3.soil.csdb.cn/
(2010—2019年)土壤砷含量数据 矢量数据

土壤铜含量数据 矢量数据
土壤锌含量数据 矢量数据

第一产业GDP数据 统计数据
第二产业GDP数据 统计数据

历年经济发展数据
第三产业GDP数据 统计数据 常州统计年鉴(2010—2019年)

(2010—2019年)人均GDP数据 统计数据

GDP数据 统计数据
人口规模数据 统计数据

水功能分区 矢量数据
水资源数据 水网密度 矢量数据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 矢量数据

大气环境 大气功能分区 矢量数据
常州市水文局、气象局和生态环境局

(2010—2019年)

生态环境数据
生态红线划定数据 矢量数据
绿地覆盖率 矢量数据

地质环境 地质灾害数据 矢量数据

粮食数据 人均食物消费量 统计数据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2017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 基本农田保护区数据 矢量数据 常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数据库(2020—2035年)

图1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多因素多因子综合判别模型

3.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常州市资源环境本

底现状分析,按照客观真实、可操作及可应用等原则,
以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为目标,从自然、
经济、社会角度出发,确定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准则

层,提出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承、矿产资源等资源单

要素承载力和包括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的环境单要

素承载力,构建了面向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要素的

评价准则层(表2)。基于准则层,通过文献综合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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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8-19],分析选取能够表征准则层的因子数据,基于

多重共线性评估法筛选评价因子数据,任意两个因素

相关系数大于0.7即被剔除,根据筛选结果构建常州

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2)。

3.1.3 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流程如图2所示,利用层次分析法[23],结合基础权重,
即可得到各评价指标的变权权重(表2)。基于所选25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将不同量纲指标转化为无量纲作

用分值,综合判断评价对象属性,从而构建常州市资源

综合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多因素多因子综合判别模型。
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及研究区面积,以1km格网为

基准评价单元,基于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的多因

素多因子综合判别模型,通过无量纲因子加权叠加分

析,即可得到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结果。

图2 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确定流程

表2 评价因子权重及数据说明[20-22]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因子层(权重) 功能说明

常
州
市
资
源
环
境
综
合
承
载
力
评
价

人均GDPA1(0.0228)
人口规模 A2(0.0252)

社会经济 A(0.0577) 第一产业GDPA3(0.0302)
社会经济一定程度上直观反映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高低,
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代表了资源环境高承载力。

第二产业GDPA4(0.0318)
第三产业GDPA5(0.0423)

生态环境B(0.1126)
绿地覆盖率B1(0.0518) 绿地覆盖率是表征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指标,生态保护红线区是

必须实现严格保护的国土生态空间。生态红线B2(0.0608)

水资源C(0.1049)
水网密度C1(0.0578)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C2(0.0971)

水资源和水环境是表征水源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指标,评价一个地
区剩余或潜在可利用水资源的支撑能力。

水环境 D(0.1926) 水功能分区 D1(0.1226)

大气环境E(0.1052) 大气功能区E1(0.1052) 大气环境反映长期空气质量、降尘、硫酸盐化速率和降水等情况。

地质环境F(0.1888) 地质灾害F1(0.1088)
地质环境反映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和低山丘陵地
带,由于不合理的切坡活动常引发一系列崩塌、滑坡灾害。

镉污染分级G1(0.0098)
锌污染分级G2(0.0067)
铬污染分级G3(0.0094)

土壤环境G(0.0823) 铜污染分级G4(0.0093)
土壤环境面向土壤环境评价要求,通过选取土壤各类重金属含量
为评价指标,综合分析常州市土壤生态环境健康状况。

铅污染分级G5(0.0086)
砷污染分级G6(0.0092)
汞污染分级G7(0.0047)

农用地利用等 H1(0.0127)
土壤质量 H(0.0523) 农用地经济等 H2(0.0204)

土壤质量能够反映土地生产能力,是评价土地承载力的关键参考
因子。

农用地自然等 H3(0.0192)

土地利用强度I1(0.0092)
土地资源I(0.1036) 土地产出效益I2(0.0973)

土地资源是在确保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条件下,
评价区域剩余或潜在可利用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的重要指标。

人均土地面积I3(0.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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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资源支撑的人口承载力测算模型

为满足当前及未来人口高峰时期粮食安全,依据

未来粮食供给及粮食消费标准,确定未来区域粮食供

给能够支撑的最大人口规模[24]。测算模型为:

    LCC=
G

W·Gpc
(1)

    LCCI=
P
LCC

(2)

式中:LCC为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人);G 为区域生

活用粮总产量(kg);W 为粮食自给率(%);Gpc为人

均粮食消费标准(kg/人);LCCI为人口承载力指数;

P 为现实人口数(人)。人口承载力指数越低,粮食盈

余率就越高,表明区域人口数量与粮食供给的关系越

平衡;反之,人口承载力指数越高,区域人口超载就越

严重。

4 结果与分析

4.1 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

本文主要基于2010—2019年资源环境综合承载

力评价的多因素多因子综合判别模型,常州市资源环

境综合承载力状况如图3所示。常州市资源环境综

合承载力总体较高,具有明显东高西低,平原高,山区

丘陵低等特征,该评价结果与苏伟忠等[23]对常州市城

市承载力空间分级分区结果、龚媛等[24]对常州市城市

承载力空间分级分区结果及张小飞等[25]基于功能网

络评价的常州市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等研究结果

相契合。由于地处太湖和沿江平原,毗邻中心城区,
基础设施条件完备,自然与区位条件优越,使新北区

和武进区成为资源环境高等级综合承载力集中分布

区。相反,溧阳市和金坛区,由于远离中心城区,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且多山地丘陵,虽具备优质生

态环境,但生态脆弱,一经开发破坏,难以实现可持续

利用。因此,金坛区和溧阳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相

对低于其他区域。而地处中心城区的钟楼、天宁、经
开等区,由于多年的建设开发,虽然具备完善的基础

设施条件,但是由于生态环境质量差、人口和建设密

度高,已难以承载更多的建设开发活动。因此,中心

城区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同属于低等级承载力区。

4.2 基于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规模测算

本研究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评价在粮食总产量

预测基础上,综合考虑种子用粮、工业用粮需求,预测

2030年生活用粮总供给量;由历史居民生活粮食消费

状况及相关规划,确定203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由此

测算未来区域人口承载力。

4.2.1 生活用粮总供给量

(1)粮食播种面积预测。根据常州市2010—

2019年粮食播种面积,以多年平均值作为评价目标年

2030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36810.00hm2。
(2)粮食单产预测。由常州市2010—2019年统

计年鉴的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得粮食单产

(表3)。2010—2019年,常州市粮食单产稳步增加,粮
食单产处于较高水平,在可预测的粮食生产条件下,未
来粮食单产不可能明显提升。因此,2030年粮食单产

取近10a单产平均值作为预测值,为7316.44kg/hm2。

图3 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结果

表3 常州市粮食单产及工业农粮折算量

年份
粮食播种面积/
103hm2

粮食单产/
(kg·hm2)

工业
用粮/t

2010 161.48 7131.53 403896.3
2011 159.51 7221.49 405700.1
2012 155.65 7375.52 414089.1
2013 150.32 7564.52 442191.4
2014 147.56 7600.97 439901.0
2015 142.77 7586.05 442430.1
2016 132.79 7063.77 445983.6
2017 112.84 7210.36 456312.8
2018 109.51 7136.78 460443.5
2019 95.67 7273.40 450048.5

(3)粮食总产量预测。根据以上由2010—2019
年统计数据得到的2030年常州市粮食播种面积及粮

食单产预测结果,预测得常州市2030年粮食总产量

为1.00×106t(表4)。
(4)种子用粮预测。种子需要量主要取决于粮

食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用种量。由于单位面积用种

量年度间变化不大,因此本文采用已有研究成果[2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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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13.00kg/hm2 来计算种子用量需求量,即已知

1hm2平均所需种子用粮,结合上文常州市2030年粮

食播种面积预测结果136810.00hm2,计算得到2030
年常州市种子用粮需求量为15459.53t。

(5)工业用粮预测。工业用粮主要含酿酒、制作调

味品、饲料生产等,不含制作食品、糕点等。根据常州

市统计年鉴(2010—2019年)中工业产品生产统计情

况,借鉴已有研究[22],不同工业产品生产量与粮食用

量的换算比例,将白酒、啤酒及饲料生产量折算为相

应的工业用粮,换算比例白酒1∶2.3,啤酒1∶0.172,
味精1∶24,饲料1∶0.7。常州市2010—2019年工业

用粮折算结果见表3。
根据常州市2010—2019年工 业 用 粮 折 算 量,

SPSS曲线估计线性回归拟合良好,其R2 为0.829,常
州市2030年工业用粮水平预测模型为:

  y=6203.60x-401908.00 (3)
式中:x 为2010—2019年时间序列,y 为对应年份工业

用粮,预测得常州市2030年工业用粮为532255.60t。
(6)生活用粮测算。由上述测算结果,各乡、

镇粮食总产量除去种子用粮以及工业用粮,剩余部

分即为供应区域人口消费的生活用粮为4.53×104t。

4.2.2 人均粮食消费量及粮食自给率

(1)人均粮食消费量。根据江苏省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安排,2015年江苏省要以县为单位实现

全面小康,到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按这一

目标要求及常州市目前发展状况,常州市2020年将

全面达到富裕型生活水平。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经

济简报》预测,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30年达到

491kg/人。因此,根据富裕型生活水平粮食消费需求

及世界银行预测数据,综合确定常州市2030年人均

粮食消费量为483kg/人。
(2)粮食自给率预测。根据常州市2010—2018

年的粮食自给率数据,从2010—2018年常州市粮食

自给率呈现出减小的趋势,年均减小2.5%。2016年

由于洪涝灾害的影响,常州市粮食自给率降低最为明

显,达到8.41%。考虑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及区域

农业发展安全的战略,未来常州市粮食自给率可降低

程度较小。同时考虑未来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粮食

单产的提高,根据常州市近10a粮食自给率的平均值

及粮食自给率回归预测模型,预测得常州市2030年

粮食自给率为0.25。至2030年,随着城市的扩展及

人口的增加,粮食自给率明显下降,区域粮食供给依

赖其他区域的调配供给。

4.2.3 人口承载力测算 根据常州市2010—2019年

常住人口数统计状况可知,10a来常州市常住人口数

量总体呈平稳增长趋势。常州全市常住人口10a间

增加28.4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62%。
根据常州市2010—2019年人口数量,使用SPSS

软件,进行曲线估计,由计算结果得知对数模型拟合

效果最佳,其R2 为0.954,由此构建常州市人口数量

预测模型:

   y=5.5904lnx+460.66 (4)
由预测模型得常州市评价目标年2030年常住人

口数为477.68万人。
根据生活用粮、人均粮食消费及粮食自给率预测

结果测算常州市人口承载力,由测算结果可知,2030
年常州市粮食供给可支持人口达505.58万人。基于

粮食供给的人口承载力测算结果,计算2030年常州

市的人口承载力指数为1.27,2030年的承载力状态

级别整体处于人口过载状态。

5 讨 论

本研究引入多因素多因子综合评价模型对常州

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进行定量分析,利用多重共线

性评估法科学全面选取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因子,基
于单要素承载力计算和分析,评价多要素约束下的资

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模型构建客观、真实且可操作强。
研究针对影响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的土地资源要素,
基于粮食安全约束下的人口承载规模测算模型,全面

分析了中国典型快速城镇化地区国土空间开发所面

临的资源环境限制。
本研究利用量化数值计算、借助 ArcGIS可视化

表达显示,使结果更直观清晰地展现了常州市资源环

境综合承载力空间分异情况。在科学研究层面,弥补

因素因子选取不全面及研究尺度的空白,保证模型因

子能够准确反映区域实际。本研究利用文献综合法、
多重共线性评估法筛选评价因子,同时利用层次分析

法确定因子权重,能够更加凸显指标因子的区域代表

性。但是,各类资源、社会和人口评价指标之间及其

与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之间的复杂机理还需分析总

结,进一步全面因地制宜选取指标是下一步的研究方

向。实际决策层面,本文的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

更侧重于资源、环境和人口3个方面,在模型推广应

用时还需充分考虑地域差异性构建体系,这就要求强

化对指标要素之间及其与区域客观实际之间的权衡

分析,从而为区域发展和资源保护提供决策依据。具

体应用层面,构建多因素多因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

算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完善和补充了传统评

价方法体系,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和普适性,但评价

体系未考虑政策要素作用,可能会影响实际应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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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研究测算常州市土地资源能够持续支撑的2030
年最大人口规模,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有力的科学

依据。

6 结 论

对江苏省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结果

显示,常州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呈现出显著的东高

西低,平原高山地丘陵区低等空间分异特征,体现出

空间开发程度、自然本底和基础设施条件对于区域资

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所具有得显著约束。此外,基
于常州市未来土地资源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2030年

常州市人口承载指数高达1.27,显著高于国际警戒水

平,处于超载状态。因此,常州市亟需对国土资源空

间结构与布局进行调整,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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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侵蚀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徐 倩1,焦菊英1,2,严晰芹2,陈玉兰2,宗小天1,林 红1,3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712100;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

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杨凌712100;3.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错那县自然资源局,西藏 山南856000)

摘 要:[目的]分析目前道路侵蚀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未来亟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防治流域土壤侵

蚀和保障流域生态环境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依据。[方法]通过查阅文献,从道路侵蚀的界定、道路

侵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道路侵蚀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结果]目前关于道路侵蚀研究存在

的主要问题表现在:①研究方法尚不成熟,模拟降雨/冲刷试验法应用较广,实地监测法和模型模拟法应用

较少;②研究内容多局限于道路原位侵蚀效应,而鲜少涉及道路异位侵蚀效应;③道路侵蚀防治研究大都

围绕硬化道路进行,土质道路相关研究薄弱。[结论]未来关于道路侵蚀的研究应结合道路侵蚀特点及其

影响因素,运用连通性的概念,探明道路存在对路域及整个流域中的径流泥沙输移的“开关”作用,揭示道

路对流域内径流及泥沙的输移机制的影响,并因地制宜地提出硬化道路的维护管理措施和土质道路的侵

蚀防治措施。

关键词:道路侵蚀;连通性;径流泥沙输移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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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andProspectofResearchonRoadErosion

XuQian1,JiaoJuying1,2,YanXiqin2,ChenYulan2,ZongXiaotian1,LinHong1,3

(1.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NorthwestA&FUniversity,StateKeyLaboratoryofSoil

ErosionandDrylandFarmingontheLoessPlateau,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2.InstituteofSoiland

WaterConservation,ChineseAcademyofSciencesandMinistryofWaterResources,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3.NaturalResourcesDepartmentofCuonaCountyinShannanCityofTibetanAutonomousRegion,Shannan,Tibet85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xistingissuesinroaderosionresearchandtheresearchdirectionsthatneedtobe
paidattentioninthefuture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importantbasisforsoilerosionpreventionand
control,ecologicalenvironmentsafety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watershed.[Methods]Through
literaturereview,thedefinitionofroaderosion,the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ingfactorsofroaderosion
weresummarizedandanalyzed.[Results]Themainproblemsexistinginthestudyofroaderosionareas
follows:① Theresearchmethodsofroaderosionwerestillimmature.Simulatedrainfall/scourtestmethod
werewidelyused,whilefieldmonitoringandmodelsimulationswererarelyused.② Mostofresearch
contentswerelimitedtothein-siteerosioneffectofroad,andfewinvolvetheoff-siteerosioneffectofroad.
③ Moststudiesonroaderosioncontrolwerefocusedonhardenedroads,andonlyafewstudieswerefocused
onunhardenedroads.[Conclusion]Futureroaderosionstudyshouldcombinethecharacteristicsofroad



erosio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usetheconceptofconnectivitytoexplorethe“switch”effectofroadon
thetransportationofrunoffandsedimentintheroadareaandthewholewatershed,soastorevealthe
influenceofroadonthemechanismofrunoffandsedimenttransportationinthewholewatershed.Infuture,

themaintenanceandmanagementmeasuresofhardenedroadanderosioncontrolmeasuresofsoilroadshould
beproposed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
Keywords:roaderosion;connectivity;runoffandsedimenttransportmechanism;researchprogress

  土壤侵蚀是全球范围内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1]。
自上个世纪以来,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土壤侵蚀问题,
各个国家实施一系列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农业措施和

生态措施,有效地改善了由于人类频繁活动而引发的

土壤侵蚀灾害频发态势[2]。大量研究[3-6]表明,在全

球总体生态环境得到优化的同时,由于道路产生的剧

烈侵蚀为生产生活带来的危害也日益凸显。道路是

区域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枢纽[7]。近年来为

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农业生产、资源开发和经济活动

的需求,道路数量始终呈现持续增加趋势,人们生产

生活在得到满足和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土地退化、
环境破坏、噪声污染等一系列问题[8-9]。道路侵蚀

在流域内普遍存在,且侵蚀效应显著。尤其是在乡村

和偏远地区,占比很大的土质低等级道路所引起的

土壤侵蚀问题也不容小觑[10]。例如,次暴雨条件下

黄土高原地区,沟坡道路的侵蚀模数达到450~640
t/hm2[11-12],且流域内85%的土质道路均有侵蚀发

生[13];美国维京群岛不同使用程度的未硬化路面产

沙率为57~580t/(hm2·a)[14]。目前,道路侵蚀的

治理已成为防治流域水土流失的重要内容。为了有

效治理流域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水源污染等环境问

题,目前,全世界的学者们对道路侵蚀进行了大量研

究。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道路侵蚀的研究进展,从道

路侵蚀的界定、道路侵蚀的特征、影响道路侵蚀发生

的因素以及现阶段道路侵蚀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

了梳理,以此提出目前道路侵蚀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及未来亟需关注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未来道路侵蚀防

治、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及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依据。

1 道路侵蚀的界定

道路作为一种线状或网状的土地利用方式,其土

壤侵蚀过程和方式具有特殊性,由于复杂的侵蚀过程

及众多的影响因素,使得道路侵蚀多呈现为一种复合

的侵蚀方式[15-16]。此外,由于道路的存在,也会改变

流域内部径流泥沙输移模式。早在上个世纪就有

研究指出,道路侵蚀不仅仅是道路路面侵蚀,还包括

道路边坡、路堑和路基侵蚀[17]。FuBaihua[18]认为

道路侵蚀是指发生在道路不同部位(路面、路堑、道
路配套沟渠及边坡)表面的土壤被剥离、输移(指径

流携带泥沙运移至河道网络的过程)和沉积的过程。
张科利[16]认为道路侵蚀是指流域中道路范围内所

产生的多种侵蚀过程以及由于道路的存在改变流域

径流泥沙输移方式而引起的流域侵蚀变化量。实质

上,道路侵蚀不仅要考虑道路路域内(路面、道路边

坡、路基、截排水沟)所产生的土壤侵蚀,还要确定

流域路网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对流域的侵蚀效应,包
括路网的扩展对流域径流与泥沙连通性的促进或抑

制效应。换言之,道路侵蚀不仅包括道路路域内原位

侵蚀,也要包括道路侵蚀的异位效应所引起的路域

外部的土壤侵蚀。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道路侵蚀定义

为单个道路或多个道路组成的道路网络不同部位的

侵蚀过程,以及因其存在而引起发生在路域外的土壤

侵蚀过程。

2 道路侵蚀的特征

2.1 道路侵蚀强度

道路由于其特殊的理化性质,道路侵蚀普遍存

在且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产流产沙模

式也异于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极易产生侵蚀危害

(表1—2),流域面积占比较小的道路所产生的侵蚀

效应较显著。非硬化道路经人类长期践踏和农用

车具碾压后,路面容重较大,入渗率较小,且鲜有道路

防护措施,降雨后道路产流快,其路面漫流极易汇聚,
形成股流进而对路面、路堤产生冲刷[19]。在强降雨

条件下,路面易被冲断或形成陷穴,阻碍交通,路堑

和路堤处于滑坡与崩塌的高风险之中。而硬化道路

由于其特殊的入渗性能,其路面成为良好的径流泥

沙输移“中介”,导致大量径流泥沙汇聚至路域附近

的坡面,对路堤边坡造成严重的侵蚀危害[20]。如,
在次降雨条件下,黄土高原地区生产道路产沙强度

为5~135t/hm2[21];西班牙 Pyrenees山脉森林中

仅供人 类 步 行 通 过 的 小 径 侵 蚀 速 率 高 达 151.3
t/(hm2·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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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区域的不同类型道路年侵蚀强度

道路类型 研究对象  
年均侵蚀强度/
(t·hm-2·a-1)

地 点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540.00 美国加州 断面法 Robert[23]

632.00 美国爱达荷州. 断面法 Johnson[24]

2090.00 美国俄亥俄州 侵蚀针法 Dorothy[25]

170.00 西班牙中部 侵蚀针法 Bodoquel[26]

山坡小径 路 面 306.30 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 RUSLE模型估算 LopezVicente[27]

6.10 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 RMMF模型估算 LopezVicente[28]

20.50 美国弗吉尼亚州 WEPP模型估算 Kathryn[29]

81.00 美国维尔京群岛 径流泥沙收集法 RamosScharron[30]

151.30 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 侵蚀针法 Bodoque[26]

138.92 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 断面法 Salesa[31]

暂时停用路面 146.60
高强度使用路面 1111.10
中度使用路面 93.30 美国华盛顿州 侵蚀针法 Leslie[32]

生产道路
轻度使用路面 8.40
铺设路面 4.40
土质路面 272.00~275.00 马来西亚半岛 断面法 Sidle[33]

土质路面 34.00~287.00 美国弗吉尼亚州 径流泥沙收集法 Kristopher[34]

砾石路面 10.00~16.00 美国弗吉尼亚州 径流泥沙收集法

交通道路
土质路面 5.70~580.00 美国维尔京群岛 径流泥沙收集法 RamosSchrrón[14]

低交通路面 0.30~0.92 巴西北部 径流泥沙收集法 TeresaRaquelLimaFarias[35]

废弃道路
路面 12.00 美国维尔京群岛 径流泥沙收集法 RamosScharrón[14]

路 面 1.13 美国华盛顿州 侵蚀针法 Leslie[32]

路 堑 6.98~40.97 西班牙哈恩省 径流小区监测 DeOña[36]

公 路 路 堤 3.51~44.89 西班牙哈恩省 径流小区监测

路 堑 55.50~406.00 摩洛哥东部和北部 USLE模型估算 Chehlafi[37]

铁 路 路 堑 220.00 西班牙帕伦西亚省 侵蚀针法 JoaquínNavarro[8]

表2 不同区域的不同类型道路单次降雨事件下侵蚀强度

道路类型 次侵蚀强度/(t·hm2) 研究对象 地 点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公 路 119.91 路堑边坡 青藏高原 模拟降雨试验 徐宪利[38]

废弃道路 0.84 路 面 美国中西部干旱亚热带地区 径流泥沙收集法 Ramos-Scharrón[39]

生产道路 0~30 路 面 美国科罗拉多州 径流泥沙收集法 SosaPérez[40]

生产道路 471.78~804.77 路 面 陕西子洲 断面法 Zhang[41]

生产道路 283.91 路 面 山东潍坊 断面法 从辰宇[42]

2.2 道路不同部位侵蚀特征

建设道路改变了原自然坡面形态,形成了路面、
路堑边坡、路堤边坡、路基、排水设施等不同的侵蚀产

沙部位,而每个部位下垫面性质差异较大,且侵蚀的

驱动力也存在差别,这导致道路不同部位侵蚀方式差

异较悬殊[43]。道路路面的侵蚀形式主要是沟蚀、陷
穴;道路边坡侵蚀形式主要以滑坡、崩塌、沟蚀为主;
路基部位常发生塌陷、掏蚀,排水沟的侵蚀大都为沟

蚀[44-45]。除侵蚀形式不同外,道路不同部位侵蚀营力

也存在一定差异。道路路面和排水沟侵蚀的发生主

要是由于降雨引起的,即多为水力侵蚀。而道路边坡

和路基的侵蚀多在水力与重力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即
为复合侵蚀[41,46]。道路不同部位侵蚀形式和侵蚀营

力不同,不同部位的产流产沙效应也会互相作用。道

路的存在改变了原始自然坡面的水文过程,具体表现

为路面将拦截的径流汇入道路排水沟或进一步输移

到主沟道,为排水沟、路基和路堤边坡形成利于土壤

侵蚀发育的环境[47-48]。路面对降雨响应速度快,在很

低的降雨量下也能产生大量地表径流,而排水沟作为

径流泥沙输移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路面集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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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面的侵蚀作用[49]。然而在一些条件下,道路网

络和水文网络间的连通性较差,路堤边坡侵蚀沟是径

流的主要消散途径。路堤边坡侵蚀的径流来源主要

是降雨和路面汇水,极易形成坡面侵蚀沟,增加路堤

边坡的侵蚀产沙量[6,50]。在自然降雨条件下,降雨过

程和路面汇水过程多同时发生,路面汇水一方面来自

降雨,一方面由路堑边坡输送[6,51],针对具有结构松

散的路堑边坡路段,即使在很小的降雨条件下路堑边

坡也会向路面提供径流泥沙,这会造成了路面径流过

大,加剧了路面侵蚀风险。热带林区小流域的分析表

明,道路土壤侵蚀的60%来自路面,40%来自填挖

坡。由于路面将路堑和路堤边坡连接成一个整体,因
而路面对其产流和汇流的调控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

道路系统的侵蚀发展过程[33]。

2.3 道路侵蚀对流域侵蚀产沙的影响

在流域尺度上,道路网络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流域内部径流泥沙输移模式,还会影响流域水文连

通性和泥沙连通性,导致沟道、河流和水库的泥沙淤

积[33]。道路网络与流域沟网的连接程度决定了道路

对流域输沙量的大小。一般来说道路与沟道的距离

较近且输移路径连通性好,则道路输沙潜力更大;反
之,若路网与道路连接程度较小,二者距离较远且输

移路径阻力较大,则道路输沙潜能较小[4,52]。有学者

通过对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北部的国家森林中不同类

型道路径流泥沙输移路径的实地监测,发现控制道路

与河道的泥沙连通性强弱的关键因素为道路与河道

的连接程度,道路废弃前后泥沙连通性都较好的路段

皆为距离河流10m以内的路段[40];还有学者[53]通过

对道路侵蚀特征调查及路域周围淤积监测,发现流域

大约53%的路网在水文上与河流相连接,这为道路

侵蚀泥沙向河流转移提供了直接渠道,也就是相比其

他未与河网连接的道路,这些道路所产生的超过1/2
的污染物都被运输至河道。非硬化道路是流域高侵

蚀率的景观要素,是流域河流淤积泥沙的重要贡献

者[54]。如,巴西南部Arvorezinha流域中占比1%的

非硬化道路对河流泥沙的相对贡献率高达36%[55]。
美国东北部 Winooski河流域每年平均约有16%的

沉积物可能来自未硬化的道路[53];通过对汛期伊朗

德黑兰北部Koohsar流域出口处泥沙来源的识别,发
现非硬化道路是流域泥沙的重要来源[54]。除此之

外,由于道路部分结构的不稳定性,除道路路面外的

部分也会向流域输送大量泥沙。土质道路的路堑和

路堤边坡大都是土质堆积体,结构不稳固,在小雨情

况下边坡就会形成出大量细沟。随着降雨事件的增

多,细沟逐步发育,路堑和路堤会处于滑坡与崩塌的

高风险之中,而滑塌的土体积聚在路面又成为新的泥

沙来源,向沟道输送[56]。可见道路的不稳定边坡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道路对流域泥沙的贡献。

3 道路侵蚀影响因素

道路侵蚀是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的结

果,其中自然条件主要有驱动力因素(降水、风力、重
力等)、道路自身因素及其他因素(主要指人类对道路

使用、维护等)。

3.1 驱动力因素

道路侵蚀的动力因素包括水力、风力、重力与冻

融作用及其不同的组合。道路水蚀的发生则与当地

的降水情况紧密联系,但并不是每一场降雨都会引发

侵蚀,只有当雨滴击溅侵蚀力和径流侵蚀力大于土壤

抗蚀力时,侵蚀才会发生[40,57]。降雨对道路的侵蚀作

用主要是通过雨滴对道路的击溅及降雨产生径流汇

集对道路的冲刷。降雨发生后,非硬化路面因其容重

大、孔隙度小、径流系数大、渗透性能差等特点,路面

结构易被破坏,随着径流积累会造成更剧烈的侵蚀。
降雨及其所形成的径流汇聚至道路,引起道路各个部

位泥沙迁移和侵蚀沟发育,严重时造成路段滑坡、崩
塌和损毁。长时间持续性降雨会造成路面径流累积,
路面侵蚀风险增大[58]。在调查2019年台风“利奇

马”暴雨所引起的道路侵蚀发现,无排水沟渠配置的

非硬化路面作为地表径流的输排通道,在高强度降雨

条件下侵蚀严重,部分道路基岩出露,其路面侵蚀沟

均宽3.05m,侵蚀沟均深为0.655m。而硬化道路虽

路面结构完整,但无浆砌石防护结构的路基多发生掏

蚀现象,部分道路路基被冲毁[42]。路面汇水一方面

由降雨直接形成,另一方面是承接道路上方坡面来

水。道路上方来水是导致道路侵蚀的重要因素。道

路上方大量水流汇集,会对位于低平处的道路产生严

重的冲刷,极易形成侵蚀沟,长此以往路面会发育出

长达数米的切沟,导致道路损毁[50]。有学者[37,59]通

过对施工便道进行研究发现,当道路上方有来水时,
土质道路极易发生沟蚀,因为道路的存在改变了原坡

面的产汇流机制,可使径流集中形成股流,对道路下

坡处造成严重侵蚀形成切沟。此外,Chehlaf[37]研究

摩洛哥北部山区公路水土流失情况表明,路堑边坡水

土流失与坡面径流长度关系紧密,即道路上坡面来水

大小会显著影响道路侵蚀过程。重力因素对道路侵

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在强烈的地质活动或者暴雨条

件下,道路路面塌陷、路基垮塌和道路边坡崩塌、崩
岗、滑坡和泻溜[60]。道路的重力侵蚀环境是在前期

降雨条件下发育而来,一般来说重力侵蚀并不是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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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道路。除此之外,风力作用和冻融作用也会影

响道路侵蚀的发生。风力作用主要包括路面浮土侵

蚀、道路风沙掩盖和渣土堆体在风力作用下的表土搬

运。在风沙区,风力是导致区域内公路和铁路发生侵

蚀的主要诱因,范庆春[61]利用风沙区输沙能力与风

速指标来分析铁路和公路不同工程单元的侵蚀淤积

特征。冻融作用会致使高寒地区道路侵蚀危险性加

大。冻融导致道路侵蚀发生的原因是高寒地区由于

温度变化,冰雪融化和冻结的循环过程导致道路土壤

内部的凝聚力被破坏,土体稳定性变差,冰雪融化后

产生的径流也对路体有冲刷作用。冻融区域道路侵

蚀是结合水蚀和冻融侵蚀的混合侵蚀模式,且冻融侵

蚀力与重力共同作用下可能会造成路基下陷和边坡

滑坡。徐宪立[38]为明确青藏地区道路边坡的侵蚀规

律,利用自然径流观测小区,估测公路边坡的年侵蚀

模数,包括降雨侵蚀和冻融侵蚀,分别为108.91和

11.13t/(hm2·a)。

3.2 道路自身因素

路面形态、路表特征、走向、长度、坡度、边坡配置

等特征都显著影响着道路侵蚀的发生。路面作为承

接上坡来水并作为过渡构件连通道路下方坡面,是道

路系统输沙排水的重要通道,因此路面形态不同也决

定了路面产汇流机制、产沙输沙模式和路面水动力学

特性的差异性[62]。
路面形态主要分为拱型、凹型、平直型和内/外倾

型4种。拱型路面由于其自身结构特性导致雨后径

流在路面上呈发散状态难以形成股流,大多数径流通

过道路配套排水沟或自然排水沟排走,径流流速缓

慢,剥蚀搬运泥沙能力有限,在雨强较小的情况下拱

型路面产沙量最低;凹型路面可以很好地将降雨径流

汇聚在低洼处,因存在坡度影响,径流携带能量大,流
速快,侵蚀能力强,故凹型路面为4种路面中产沙量

最高的;内倾型路面和外倾型路面由于有侧向坡度存

在,径流运移方向与平直型路面有明显差异,能量消

耗较大,径流流速较缓,一般情况下难以汇集,故产流

产沙量介于凹型路面和拱型路面之间;平直型路面侵

蚀具有较大随机性,侵蚀强弱程度与路面上已存在的

细沟数量和细沟走向有较大关联性,且一旦细沟继续

发育,路面会向凹型路面转变,造成更严重的侵蚀。
此外,结构呈汇聚型的路面,由于长度增加,径流总量

和动能也呈线性增加,侵蚀效应显著,严重时易形成

大量冲沟毁坏道路。拱形等发散形路面,径流较分

散,路面径流主要集中作用于沟道、路堑和路坡底部,
而鲜少对路面造成严重破坏[11,63]。道路表面特征的

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类型路面渗透能力与产流能力有

所不同。土壤质地与土壤抗蚀能力密切相关,是确定

泥沙颗粒能否被剥蚀搬运的一个关键因素[51]。当土

壤黏粒含量高于30%~35%时,土壤颗粒间胶结力

增大,抵抗侵蚀能力增强[63]。一般来说当土壤中黏

粒含量较少,粗颗粒较多时,土壤孔隙率大,垂向连通

性较好,该类型土壤入渗量较大,而地表产流较少。
未经压实的路面往往存在一定厚度的浮土,由于

浮土其特殊理化性质,路面渗透能力较低,即使在雨

强很小时,短时间内也极易产生地表径流并引发路面

侵蚀[64]。而长期通行的道路被压实,路面结构稳定,
一般情况下地表径流难以汇集形成股流,较浮尘土路

来说虽然压实路面产流量较大,但就侵蚀量来说,浮
尘土路远大于压实土路[65-66]。

道路各个部位表面有无植被覆盖也是决定道路

侵蚀产流产沙的重要因素。当土壤表层有植被覆盖

时,植被存在可以增大土表糙度,具有加强拦截径流

和减弱径流动能的功能,可以有效地起到抵御水蚀的

作用[67-69]。如对美国爱达荷州林区道路进行人工模

拟降雨并监测,重新开放的道路因其路面植被覆盖减

少而导致产沙量显著增加[70];Martínez-Zavala[71]的
模拟降雨的结果表明土质道路的径流系数和侵蚀速

率显著高于植被覆盖道路。在日常道路施工时,一般

通过增加道路各个部位的植被覆盖,来维护道路结

构,起到减弱侵蚀的作用[6,71]。道路本身走向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道路径流泥沙输移情况。当流域道路

与径流路径重叠时,道路走向与径流方向一致,会促

进泥沙输移,加剧道路侵蚀发生。反之,道路会起到

拦蓄径流与泥沙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道路

侵蚀。
道路长度和坡度是影响产沙和输沙的主要因素,

坡度是对道路产沙影响最强的因子,坡度愈大,地表

径流流速愈快,径流挟沙能力和动能愈强,产沙量愈

大。邱荣祖[72]通过对试验和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
建立了路面侵蚀量与时间、坡长、坡度的关系,并验证

道路坡 度、长 度 与 道 路 侵 蚀 产 沙 量 极 显 著 相 关。

Black[73]利用道路输沙量与距涵洞距离、道路坡度、土
壤质地、路堑边坡高度等关系,根据坡度和长度的线

性组合,推测路段侵蚀产沙量与路段长度和坡度有很

好的正相关,与路堑边坡高度无关,强调了道路坡度

对预测产沙的重要性。因此为减弱径流对路体的冲

刷和侵蚀,在道路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控制坡度

在一定范围内,在保证道路排水通畅的前提下,防治

径流速度过大对道路边坡造成的冲刷和侵蚀。
此外,道路修建过程中形成的填、挖坡,在降雨条

件下也极易发生土壤侵蚀现象。边坡土体分散不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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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都是道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土渣,在降雨

条件下极易发生侵蚀产沙,严重时堵塞路面,影响道

路交通。不稳定路堑边坡易产生泥沙进入道路,从而

增大路面可输沙量,道路边坡是流域长期重要的泥沙

来源。Riley[74]的研究表明,道路修建造成路堑边坡

和填土斜坡的产沙量比自然山坡产沙量高10倍。还

有研究发现道路填方坡的重力侵蚀是道路侵蚀泥沙

的重要来源[75]。

3.3 其他因素

除了道路侵蚀驱动力因素和道路自身特征外,人
类活动也会对道路侵蚀产沙造成深刻的影响。道路

本身作为连接各个区域的枢纽,一般情况下通过车辆

实现交通功能。而道路侵蚀产沙与道路交通量关系

密切[40]。针对形态不稳定的土质道路而言,交通频

繁路段,路面多存在大量车辙印,路面上车辙的存在

是导致侵蚀加剧的重要原因。路面上有车辙的道路,
即使在坡度很小时也会发生侵蚀,且形成固定形状,
中部呈凸起状,两边为沟壑,当沟道下切严重时,道路

交通会被阻断甚至废弃[76]。而针对硬化道路而言,
交通量较大的路段常伴有路面龟裂、车辙、局部隆起、
路基下陷等特点,长此以往道路结构被破坏,路面开

裂,侵蚀加剧[77]。交通量高的路段的侵蚀产沙量显

著大于低交通量路段,Leslie[32]在克里尔沃特流域研

究显示,流域内道路侵蚀量的80%都来自于交通频

繁的路段。同时,人类生产活动也会对路面产生深刻

的影响,农民耕作时农用车辆和农具的使用,会在路

面上形成深浅不一的沟壑,沟壑易发育成下切严重的

切沟,这也为路面侵蚀创造了适宜条件。
一方面人类频繁的活动加速了道路侵蚀,增加道

路损毁的风险,另一方面人类定期对道路的维护工作

也会改善侵蚀现状。针对土质路面,人类通过填平沟

壑、压实路面、铺设砾石、开挖截排水沟、修建水窖等

措施来改变路面径流汇聚状态,从而达到减弱侵蚀危

害的目的。而硬化路面则通过人类对路面开展预防

性养护、修复性养护、路面翻修、路面重建、修建径流

拦蓄设施、截水沟、排水沟、沉砂池、道路护坡等工作

来防治道路侵蚀[78]。

4 道路侵蚀研究方法

4.1 实地监测

在实地监测方面,主要利用侵蚀针法、断面法、径
流泥沙收集法,来研究不同路段的侵蚀产沙差异。

侵蚀针法是将测针垂直插入测量点的表层,分别

记录侵蚀前后测针出露高度,以测针高度差表征侵蚀

深度,并据此计算侵蚀量大小。邱荣祖[72]利用侵蚀

针法对林地道路边坡的侵蚀进行监测,研究结果表明

一般挖方边坡不发生沟蚀,填方边坡的个别路段会形

成侵蚀沟。Arnfiez[79]使用侵蚀针的方法监测了伊比

利亚西部的7种山地道路的侵蚀情况,并据此估算不

同道路年侵蚀率和季侵蚀率。
断面法是通过实测道路各部位侵蚀沟的长、宽、

深来计算侵蚀沟体积,并结合道路容重来估算道路单

位面积侵蚀量大小,以此研究不同类型道路侵蚀产沙

差异的原因以及影响道路侵蚀产沙的主要因素。早

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利用断面法来衡量道路侵蚀强

度,发现道路坡度和坡长与侵蚀量的三者间表现为幂

函数的关系[73];Salesa[31]利用断面法计算了地中海山

区山坡小道平均土壤侵蚀率,结果表明随坡度增大

(6°~23°),道路侵蚀有增大的趋势,但当坡度处于

24°~43°时,道路侵蚀的值具有很强的变异性,不遵循

任何变化趋势。
径流泥沙收集法是利用截排水沟将路面径流泥

沙引入路旁已布设的径流泥沙收集桶或人工修筑集

水池,收集次降雨下路段产流产沙量,并据此分析不

同类型道路产流产沙差异。如,LimaFarias[35]使用

收集桶对不同类型路面在降雨条件下所产生的径流

泥沙进行收集,用含沙量大小来分析植被和交通量对

道路侵蚀的影响。还有其他学者将不透水材料布设

到道路沟道底部制作成泥沙沉淀池,以评估降水、降
雨侵蚀力、坡度、地块长度和植被覆盖对产沙速率的

影响[39]。
针对不同部位道路侵蚀采取不同的方法,边坡部

位利用侵蚀针进行侵蚀量的衡量,路面利用径流泥沙

收集器收集径流泥沙,最后结合侵蚀特征调查(路面

侵蚀沟特征、路基冲刷特征、排水沟侵蚀特征和泥沙

输移痕迹)来综合评估道路侵蚀强度[80]。由于道路

附近的排水沟是路域内泥沙输移的重要途径,因此一

些学者利用野外实测排水沟径流量、含沙量、淤积量

等长 期 监 测 数 据 识 别 道 路 侵 蚀 热 点 路 段[32]。

Takken[81]通过调查道路排水沟特征(长、宽、深、过水

面积、距离河流距离、连通特征),绘制道路径流泥沙

输移路径图,进行风险评估,以突出高侵蚀风险路段,
从而对不同道路进行修复评价。

4.2 模拟降雨/冲刷试验

人工模拟降雨/冲刷试验一般通过室内人工布设

径流小区或者设置自然径流小区来模拟道路实况,在
人工模拟降雨/径流条件下分别分析不同雨强、坡度、
坡长等条件下,不同类型道路产流产沙差异性[82]。
通过模拟道路不同类型路面、不同道路路形、植被措

施、工程措施对道路侵蚀产沙量的影响,为道路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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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防治、道路配置改善提供合理依据[19]。国内外

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Sosa-Pérez[4]在模拟

降雨条件下监测不同使用情况的道路,分析影响产生

路面侵蚀的主要因素;王保一[83]通过设置不同雨强

和径流小区坡度,模拟公路路基边坡的产流产沙效

应,结果表明雨强相同的情况下,坡度对坡面侵蚀的

影响随雨强大小的变化而改变;小雨强时坡度是影响

侵蚀产沙的主要因素,大雨强时降雨则成为主要因

素。目前国内外模拟试验的技术具有方法成熟,数据

获取周期短的优势,但至今模拟小区的边界效应未能

消除,且研究局限于坡面尺度,以坡面数据为基础外

推到更大尺度的方法并不可靠。

4.3 模型模拟

为更便捷地了解流域整个道路系统的侵蚀状况,
学者们尝试利用已有大量监测调查和模拟试验的数

据来建立道路侵蚀模型,通过设置不同模型参数来模

拟不同区域的道路侵蚀发生过程[18]。道路产沙模型

分为经验统计模型与物理模型,经验统计模型源于大

量的经验总结,是基于响应和自变量的统计关系,对
监测资料的统计分析,确定出影响因素,并得出道路

侵蚀产沙特征与各因素关系;而物理模型则是在物理

方程和水文学的基础上,用来描述道路泥沙产生的具

体过程,各项物理参数可通过测量得来[84-85]。常见的

经验 模 型 有 WARSEM,SEDMODL,ROADMOD,

STJ-EROS,USLE等,物理模型有 WEPP,KINER-
OS,DHSVM等。随着模型研究的深入,模型已成为

学者们研究道路侵蚀的主要方法,且为保证模型精

度,学者们也开展了大量的模型优化工作(表3—4)。
如,史志华[86]通过比较实地监测数据和 KINEROS2
模拟数据,发现湖北王家桥小流域内低级土质道路模

拟效果优于村际道路,且侵蚀量与径流量的模拟精度

皆80% 以 上。Skaugset[84]研 究 发 现,WARSEM,

SEDMODL,RUSLE,WEPP4种模型所计算出的道

路产沙量为实际道路产沙量的2~8倍,不同模型输

入参数差异较大,导致其输出结果也存在显著差别。
及莹[87]进行 WEPP模型气象数据本地化后,模拟

凉山自然保护区内20个路段的侵蚀特征,发现道路

产沙量与道路长度具有显著相关性。还有其他学者

利用ArcGIS平台和SEDMODEL模型来预测和确

定森林道路侵蚀风险区域并计算道路产沙量,再结合

野外人工模拟降雨所获的产沙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

修正[88]。

表3 不同土壤侵蚀模型子模块在道路侵蚀中的应用

模型名称 类型 地理位置 模型参数 模型功能 误差 误差原因

WEPP[87] 物理模型
黑龙江省凉水
自然保护区

土壤质地;道路宽、长和截面类型;道路填挖坡
长和宽;交通因素;道路坡度

模拟道路与河流的
相交处侵蚀特征   —    —

RUSLE[90] 经验模型 浙江省诸暨
土壤可蚀性因子;降雨侵蚀力因子;道路长、
宽;路堑边坡长、高和植被覆盖率;道路坡度

划分道路侵蚀
风险等级   —    —

KINEROS2[86]物理模型
湖北省王家
桥小流域

饱和导水率;土壤聚合系数;毛细管张力;雨滴
溅蚀系数;曼宁系数

土质 道 路 侵 蚀 的
定量评估

误差位于
4.5%~31.8%

模型的修正主要
是针对径流过程

表4 不同类型道路侵蚀输移模型的应用

道路侵蚀模型 模型类型 地理位置 模型参数 模型功能 误差 误差原因

READI[78] 经验模型 美国加州北部
道路长度、宽度、坡度和路表粗糙度;
土壤可蚀性因子;土壤和植被类型图

评估未经硬化的道
路网对河流的侵蚀
和水沙的输送

不能精确预测道路产沙
量,但可明确不同类型
道路间的相对产沙差异

DEM和道路矢量数据
的精度

WARSEM[18,84] 经验模型 澳大利亚东南海岸
路面性质;地质侵蚀因子;年平均降雨
量;道路长、宽;路形;路堑边坡长、高
和植被覆盖率;交通因素;道路坡度

量化不同道路侵蚀
产沙

高估了实测产沙量较低
路段的产沙量

交通和路面因素等敏感
因素的高估;未明确森
林道路的水文状况

SEDMODL[91] 经验模型 地中海地区
地质侵蚀因子;年均降雨量;道路宽
度、长度和截面类型;路堑边坡长、高
及植被覆盖度;交通因素;道路坡度;

识别产沙潜力大的
路段

过度预测产沙量 道路信息不完整

  除上述几种方法之外,近年来指纹识别技术也被

广泛应用于土壤侵蚀研究之中,其主要原理是筛选不

同潜在泥沙源物质中差异明显的指纹因子,通过对比

指纹因子的方法确定泥沙汇与潜在泥沙源的对应关

系,分析汇集区域泥沙的来源和泥沙源区土壤运移的

动态过程,并以泥沙源区指纹因子的损失率或泥沙汇

集区指纹因子的富集率来确定区域土壤侵蚀量或沉

积量[89]。目前已有研究利用该技术,对流域出口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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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积泥沙进行来源追溯,来评估未硬化道路对流域侵

蚀产沙的贡献度[63]。但实际流域内部泥沙运移过程

受地形、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这使泥沙路径具有不

连续和发散的特点,因此指纹识别技术在确定道路产

沙量大小和道路泥沙的输移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缺

陷性。且由于流域道路类型众多,不同类型道路泥沙

来源有明显差异,实地监测和后续泥 沙 分 析 工 作

繁重,故该技术在道路侵蚀研究中的应用尚在起步

阶段。

5 研究展望

(1)道路侵蚀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大部分研究都

基于人工模拟降雨试验,长期的野外定位观测较少。
人工降雨模拟道路侵蚀试验都是处于一种理想化状

态,与实际道路侵蚀过程差异较大。而国外近些年致

力于道路产沙模型的创建和修正,但目前的道路侵蚀

输移模型多针对不同类型道路路面侵蚀的模拟,鲜少

涉及到道路路堤、路堑和路基产沙情况,且多数模型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加之模型开发过程中所使用的原

始数据都来源于某一特定的研究区域,模型可推广性

较差。指纹识别技术无法量化流域道路侵蚀程度,未
能对道路个体的产沙情况和输沙路径进行分析,只考

虑了整个路网系统对流域产沙的总体影响。故对道

路侵蚀的研究应在改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强野外

监测工作,在大量野外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对原有道

路侵蚀输移模型进行修正与改进,选择更合适的道路

侵蚀模型参数,提高模型的适用性和精准性。此外,
利用获取数据便捷的无人机航拍技术与遥感技术来

快速提取模型建模数据,可尝试将侵蚀模型推广到更

大尺度的道路侵蚀研究中。同时,为进一步探究道路

侵蚀所产生的泥沙在流域内部的输移动态,可利用指

纹识别技术并结合泥沙连通性概念来确定泥沙输移

的潜在路径,以此达到识别道路泥沙实际运移路径和

量化道路存在对流域泥沙输移的促进(阻碍)程度。
(2)道路侵蚀研究对象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多集

中于对单个道路路段或其某个部位,尚未充分考虑道

路作为一个整体与流域的交互作用和由于道路的存

在对流域内部泥沙输移和水文过程的影响。且长期

以来缺乏对道路除路面以外部分(路堑、路堤和路基)
的针对性研究,未能对道路侵蚀系统有全面的认识和

理解。因此,今后的研究要关注道路除路面外其他部

位的产流产沙情况,需加强对道路个体不同部位侵蚀

的监测与分析研究。既要研究单个路段侵蚀特征与

过程,探明道路不同部位的侵蚀发生的原因和侵蚀差

异性,还要从整体分析路网存在对整个流域侵蚀过程

的影响,明确道路单独个体和道路网络整个系统在流

域中对径流泥沙输移的“开关”作用,揭示道路对流域

水文和泥沙连通性的影响机制。
(3)道路侵蚀防治方面,目前的防治措施主要是

先确定主导道路发生侵蚀的影响因素和侵蚀高发部

位,再通过实施工程和植物措施,拦截路面径流泥沙

来抑制侵蚀,最终目的是为流域管理提供合理的道路

防蚀措施和服务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而且考虑到

时间和经济成本,现阶段防治性研究开展多数是围绕

硬化道路进行,而应用于低级土质道路的防治措施较

少。未来道路侵蚀防治工作不局限于机理性研究,应
注重将道路侵蚀防治理论运用实际道路建设之中,不
仅要重点保护硬化道路免遭侵蚀,也要因地制宜地提

出防治低级土质道路水土流失的措施和方法并推广

应用,以此为保障道路系统安全、流域生态环境优化

和社会稳固发展提供重要的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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