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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态势及动力因素

吴艳霞,陈步宇,张 磊
(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054)

摘 要:[目的]分析黄河流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态势和驱动机制,为总体布局黄河流域

经济带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厘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机理,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定量

测度2009—2018年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其相对发展情况,通过固定效应

回归模型探究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外向动力的驱动作用。[结果]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存在发

展不充分的现象,综合水平指数整体较小。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值为0.354~0.562,整

体上处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情况属于勉强可以接受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等对耦

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区域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体系对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应不断加强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区域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协

调并发挥好多种动力因素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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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andCoordinationSituationandDrivingFactorsofSocial
EconomyandEco-environmentinYellowRiverBasin

WuYanxia,ChenBuyu,ZhangLe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Shaanxi71005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situationanddrivingmechanismofthesocio-economic
andeco-environ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
overalldevelopmentalstrategyoftheYellowRiverBasinEconomicBelt.[Methods]Themechanismofcoupling
andcoordinationbetweensocialeconomyandeco-environmentwasstudiedbyquantitativelymeasuringthe
spatiotemporalpatternandrelativedevelopmentof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betweensocialeconomy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Yellow Riverbasinfrom2009to2018throughthecouplingcoordination
model,andprobedintothedrivingeffectsofinternal,governmentandexternalforcesthroughthefixed-
effectregressionmodel.[Results]① Thedevelopmentofsocialeconom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
YellowRiverbasinwasinsufficientandtheoveralllevelindexwasrelativelysmall.② Thecouplingand
coordinationvalueofthesocialeconom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YellowRiverbasinwasbetween
0.354~0.562,whichwasintherunning-instageasawhole,and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situationwas
withinamarginallyacceptablerange.③ The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governmentcapabilities,and



thedegreeofopeningtotheoutsideworldhaveapositiveinfluenceonthedegre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

andthelevelofregionalinnovationandindustrialstructuresystemhaveasignificantnegativeimpactonthe
degre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Conclusion]Inthecontextofthenationalstrategyofecologicalprotection
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intheYellow Riverbasin,itisnecessarytocontinuouslystrengthenthe
optimizationoftheindustrialstructure,improvetheabilityoftransformingregionalinnovationachievements,as
wellascoordinateandgivefullplaytothesuperimposedeffectofmultipledrivingfactors.
Keywords:socialeconomy;ecologicalenvironment;couplingandcoordination;theYellowRiverbasin;driving

factors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黄河流域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带,并把“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即
黄河战略[1]。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

为重大国家战略后,沿黄各省区纷纷呼应黄河国家战

略,提升认识,凝聚力量,抢抓先机,作为黄河战略的

主要实施主体,沿黄各省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状况

间接反映了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带的状况,因此研究清

楚黄河流域省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情

况对总体布局黄河流域经济带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关于黄河流域省

区耦合协调的研究较少,自黄河流域治理理念提出

后,相关研究内容迅速增多,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和

人文社会两个范畴。包括黄河流域省区新型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2]、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水资源利

用效率耦合协调[3-4]、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5]、人地耦合协调等[6]。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研究

的重点主要在两者协调关系的评价、研究方法及相关

衍生分析3个方面。协调的评价方面,张荣天[7]对泛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进行了耦合协调

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地区的耦合情况还处在磨合

阶段;易平[8]以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例,对地质公园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进行耦合协调度的研究,
结果表明两者耦合的越好对可持续发展越有利;研究

方法 方 面,包 括 双 主 体[9-10]、三 主 体 耦 合 协 调 模

型[11-12]、集对 分 析 法[13]、主 成 分 分 析 和 回 归 分 析

等[14],国外学者Barry等[16]更是对区域经济和环境

协调发展评价工具ISAT进行了改进[15],协调发展

的研究方法越渐成熟。协调度的衍生分析方面,周成

在研究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同时,兼顾旅游产业,
研究了3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并对未来的耦合

协调情况进行预测;关伟[17]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

与环境耦合协调情况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得到了整

体协调度稳步上升的结论;Hanley[18]对苏格兰的经

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学术

界也有学者研究了其他主体分别与社会经济[19]和生

态环境[20]的耦合协调状况。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

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以及耦合协调的研究已取得

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当前研究中社会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简单,需要进一

步完善,以确保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的科学性。

②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受到内外动力的

影响,但当前研究对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③,现有

研究大多聚焦于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热点地区,黄
河流域作为新的国家战略,其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协调发展情况研究尚有缺失。近年来,黄河流域省区

大力开采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
工业化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显著,这种

“高速而非高质量”的发展方式,导致黄河流域省区生

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的压力使得社会经济

发展速度减缓,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情况亟需

厘清,为黄河流域省区优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此,本文利用黄河流域省份2009—2018年面板

数据,结合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系统评价指

标体系,测算黄河流域省份的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

度,并进行时空分析,最后对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外部

动力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旨在为黄河流域经济带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黄河流域发源于青藏高原,全长5464km,位置

上介于北纬32°—42°和东经96°—119°,横跨中国的

东、中、西三大区域,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省区,是中华民族和中

华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是重要的生态屏障。黄河流

域集水 面 积 达7.52×105km2,其 中 山 区 面 积 占

29%,黄土丘陵区面积占46%,风沙区面积占11%,
平原区面积占14%。黄河拥有悠久的经济开发历史

和灿烂的农耕文明,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黄

河流域自然资源丰富,被誉为“能源流域”,上游地区

的水能资源、中游地区的煤炭资源、下游地区的石油

资源和天然气资源,都十分丰富;流域内矿产资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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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且分布相对集中,易于综合开发和利用。截止

2018年,黄河流域九省区总人口达到4.2亿,约为全

国总人口的1/3;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39×1013元,约
为全国总产值的1/4,具有很强的环境承载力和经济

增长贡献力。
本文研究时间段为2009—2018年,其中人口自

然增长率、GDP总量、各产业占总产值比及人口失业

率等易搜集指标的初始数据来源于黄河流域各省区

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GDP
增长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城市化水平及森

林植被覆盖率等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各年份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工业废水、废气排放

总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及工业污染治理投

资总额等指标数据来源于各省区的工业信息化部门

以及统计年鉴等。对于多途径搜集后,仍部分缺失的

数据,利用前后推算法、插值法及相邻年份均值法进

行补齐。

2 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2.1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机理分析

耦合协调是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

协调、相互影响,帮助系统本身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

过程[21]。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系统中

两个密不可分的子系统,其耦合协调情况体现区域总

体生存状况,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立经济与

环境协调的新模式成为了现阶段的“主旋律”[22],社
会经济子系统由其规模、结构和环境进行表征[23],生
态环境子系统由其状态、压力和响应进行表征[23],其
耦合逻辑及关系如图1所示。社会经济子系统的无

节制发展对生态环境子系统产生破坏,环境治理经费

的投入促进生态环境子系统优化,生态环境子系统是

社会经济子系统的物质基础和发展载体,生态环境恶

化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和经济

环境的改变,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时传统粗犷式的经

济发展方式造成环境恶化、资源开采过度,生态环境

受到压力,并做出响应,消极的响应阻碍社会经济发

展,积极的响应促进生态环境优化,调整社会经济发

展方式,新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和经济环境产生,社
会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相辅相成。从耦合

协调的阶段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可

概况为3种情况。第1种是优质的耦合协调,生态环

境利用有度,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经济结构完善,经济

环境较好,社会经济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相辅

相成,和谐共生。第2种是较差的耦合协调,包括社

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亟需政府政策、
环境伦理等外部因素进行调整,以使得两系统间的相

互借力达到均衡点。第3种是两者失调,以破坏环境

为代价发展经济,环境破坏制约经济发展,系统间缺

乏反馈。耦合协调机理分析对研究黄河流域省区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具有理论支撑的

作用。

图1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机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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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计算

研究社会经济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耦合

协调发展状况,首先需要构建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

体系,以便测算相关指数。指标选取一方面要充分体

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各方面的特征,另一方面要考

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参考上述耦合协调机理,以
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环境、形成的经济规模和现

阶段的经济结构对社会经济子系统进行表征;生态环

境子系统按照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生态环境现状及

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3个角度进行构建。基于上

述指标体系构建的初步设想,征询多年从事经济增长

和生态环境测度治理的专家教授的建议,并参考周

亮[24],吕洁华[25],任亮等[26]学者的研究成果,选用具

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目标层 系 统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权 重

社
会
经
济—

生
态
环
境
耦
合
协
调
系
统

社会经济子系统U1

经济环境

人口自然增长率 + 0.058
城市化水平 + 0.037
城镇人口失业率 - 0.044

经济规模
全省GDP增长率 + 0.058
GDP总量 + 0.047

经济结构

第二产业占总产值比 - 0.038
第三产业占总产值比 + 0.03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 + 0.137

生态环境子系统U2

生态环境压力

人口密度 - 0.027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 0.030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 0.054

生态环境状态

第一产业占总产值比 - 0.046
城市绿地面积 + 0.029
森林植被覆盖率 + 0.055

生态环境响应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 0.078
环境治理经费投入 + 0.017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 0.054

  注:“+”为正向指标;“-”为逆向指标。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包

括2个子系统及17个评价指标,借鉴层次分析法对

指标划分的方式,本文将耦合系统作为目标层,经济

结构、经济规模等作为准则层,具体指标作为指标层。
另外,指标性质表示该指标给对应子系统带来的积极

或消极的影响。本文指标权重通过熵值法测得,其步

骤如下。
(1)标准化处理。考虑到各个指标的单位和正

负属性有所不同,因此为了避免实证结果出现误差,
本文在权衡多种标准化方法后,选用min-max标准化

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yij=
xij-x0

j

x*
j -x0

j

对于逆向指标:yij=
x*

j -xij

x*
j -x0

j

(1)

式中:x0
j=min1≤i≤mxij,x*

j =max1≤i≤mxij

(2)熵值计算。

pij=
yij

∑
m

i=1
yij

,  ej=-k∑
m

i=1
pijlnpij (2)

式中:k=
1
lnm

;ej 为第j个指标的熵值;pij为第j个

指标下第i 个系统的特征比重;其中,若pij=0,记

pijlnpij=0。
(3)权重确定。

wj=
1-ej

∑
n

j=1
(1-ej)

(3)

式中:Wj 即为指标权重。将权重和标准化后的指标

数据进行乘积,并求和,可以得到相关子系统的综合

水平指数,其中W 为各指标的权重,Y 为各指标的评

价值,U 为子系统的综合水平指数,具体公式为:

U=∑
n

i=1
(Wj·Yk) (4)

2.3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原为物理学中的概念,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27],协调度是对两个

系统相互影响程度的评价[28]。本文运用该模型研究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其计算方

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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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u1·u2)
(u1+u2)2

1/2

(5)

   D= C·T (6)

   T=αU1+βU2 (7)
式中:U1,U2 分别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

合水平指数;C 是耦合值;D 为耦合协调值;α,β为

待定系数,表示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对重要的情

况,存在α+β=1。D 的值介于0~1,越接近1,说明

两个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越好,反之则表示协调

程度较差,总体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现象。借鉴已有研

究[29-30],把耦合协调度进行划分,结果详见表2。
当耦合协调度(0.00~0.39)时,社会经济和生态环

境的耦合协调情况很糟糕,不可以接受;耦合协调度

(0.40~0.59)时,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

勉强可以接受;耦合协调度(0.60~1.00)时,社会经济

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良好,处于可接受的区间。

表2 耦合协调度阶段划分

耦合协调度指数 耦合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程度接受区间

0.000~0.099 极度失调

0.100~0.199 严重失调
不可接受区间

0.200~0.299 中度失调

0.300~0.399 轻度失调

0.400~0.499 濒临失调
勉强接受区间

0.500~0.599 勉强协调

0.600~0.699 初级协调

0.700~0.799 中级协调
可接受区间 

0.800~0.899 良好协调

0.900~1.000 优质协调

2.4 相对发展模型

为了在耦合协调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社会

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的制约情况,本文以两者

的综合水平指数构建相对发展模型:

β=u1/u2 (8)
式中:β 表示相对发展度;ui 为子系统综合水平指

数。本文借鉴刘浩[31]对相对发展类型的划分,β∈
(0,0.9]时,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β∈(0.9,1.1]
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同步发展;β∈
(1.1,+∞]时,生态环境滞后于社会经济。

3 实证结果及动力因素分析

3.1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分析

表3表明,青海、四川、甘肃和宁夏的社会经济水

平指数在2009—2012年呈上升趋势,2012—2018年

逐步下降,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正好相反;山东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指数均呈波动状态;

2009—2012年,陕西省与河南省的社会经济水平指数

呈下降趋势,2012年后稳步提升,其生态环境水平指

数变化趋同,这种2012或2015年以来的生态环境水

平指数回升现象正好契合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倡议

的提出和落实;内蒙古横跨我国三大区域,其经济发

展结构复杂,社会经济呈现波动状态,生态环境水平

指数稳定上升。
从整体均值看,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

2009年的0.211下降到2018年的0.186,回溯指标体

系,主要受到第二产业占比和城镇人口失业率两个负

向指标的影响,第三产业占比越高,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质量

下降,近年来黄河流域工业化发展速度迅猛,第三产

业占比下降,加之城镇人口失业率的提高,测度结果

呈现出看似不符常规的降低现象,实则是由黄河流域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失衡所导致,且各省间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波动趋势不尽相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波

动式缓慢上升,2009—2018年共增长0.006,生态环

境治理的重视,促进生态环境得到缓慢改善。

表3 黄河流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

年 份
2009年

U1 U2

2012年

U1 U2

2015年

U1 U2

2018年

U1 U2

2009—2018年

U1 U2

青 海 0.258 0.337 0.306 0.299 0.282 0.308 0.225 0.312 0.246 0.316
四 川 0.228 0.221 0.240 0.187 0.203 0.210 0.187 0.245 0.204 0.207
甘 肃 0.156 0.153 0.208 0.189 0.172 0.152 0.155 0.169 0.164 0.159
宁 夏 0.313 0.213 0.334 0.197 0.302 0.176 0.183 0.197 0.273 0.185
内蒙古 0.329 0.163 0.250 0.202 0.251 0.207 0.184 0.224 0.233 0.200
陕 西 0.155 0.248 0.140 0.233 0.146 0.229 0.159 0.249 0.132 0.231
山 西 0.116 0.154 0.125 0.216 0.136 0.178 0.155 0.208 0.138 0.207
河 南 0.111 0.172 0.106 0.158 0.134 0.191 0.147 0.176 0.122 0.163
山 东 0.229 0.226 0.145 0.163 0.084 0.249 0.278 0.161 0.199 0.194
整 体 0.211 0.210 0.206 0.205 0.190 0.211 0.186 0.216 0.190 0.207

  注:U1 为社会经济综合水平指数;U2 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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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态势分析

3.2.1 耦合协调的时序特征 通过计算得出黄河流

域省区2009—2018年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

调度指数,以及9个省区总体的耦合协调度指数,结
果详见表4。

从总体上来看,黄河流域省区的耦合协调度稳定

为0.40~0.49(参照表2),属于濒临失调的阶段,其耦

合协调情况勉强可以接受,表明2009—2012年黄河

流域省区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既达不到良好的耦

合协调,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失调状态,总体上已经

度过磨合期(不可接受区间:0.000≤D≤0.399),现阶

段稳定在勉强可以接受的区间。

表4 黄河流域2009-2018年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地 区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青 海 0.543 0.562 0.533 0.550 0.509 0.522 0.543 0.472 0.496 0.515
四 川 0.474 0.449 0.429 0.460 0.424 0.422 0.454 0.461 0.487 0.463
甘 肃 0.393 0.385 0.404 0.445 0.410 0.404 0.402 0.375 0.393 0.402
宁 夏 0.509 0.466 0.465 0.506 0.438 0.460 0.480 0.477 0.491 0.436
内蒙古 0.481 0.478 0.517 0.474 0.454 0.431 0.477 0.442 0.409 0.451
陕 西 0.443 0.416 0.399 0.425 0.381 0.378 0.427 0.418 0.431 0.446
山 西 0.366 0.444 0.416 0.405 0.405 0.397 0.394 0.407 0.444 0.424
河 南 0.371 0.358 0.348 0.360 0.355 0.375 0.400 0.371 0.412 0.401
山 东 0.477 0.448 0.447 0.392 0.490 0.497 0.380 0.394 0.354 0.460
九 省 0.451 0.445 0.440 0.446 0.430 0.432 0.440 0.424 0.435 0.444

  从整体数值上看,2009—2018年,青海省一直处

于勉强协调(0.50~0.59)阶段;2009—2012年,宁夏

回族自治区从勉强协调降低为濒临失调,然后又提高

为勉强协调,此后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

势,降低为0.436;甘肃、山西、河南三省的耦合协调度

在0.400左右波动,表明其耦合协调阶段在轻度失调

和濒临失调不断切换,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

统不断磨合;山东省的耦合协调度从0.477下降为

0.460,其中2012年以及2015—2017年仅为0.392,

0.380,0.394和0.354,处在轻度失调的阶段,2017年

以后开始回升;从时间序列看,其余省区的耦合协调

度均稳定在0.40~0.50,处在濒临失调,勉强可以接

受的阶段,与黄河流域整体的耦合协调趋势相同。

3.2.2 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 分析黄河流域省区耦

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本文先借助 GeoDa软件对耦

合协调度指数进行全局莫兰指数的检验,检验的结果

呈现出两点状况。①基于黄河流域全部省区进行全

局莫兰检验,其莫兰指数值大部分为负值,即省份间

存在负相关,但显著性检验并不能通过;②将黄河流

域各省区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单独进行全局莫兰

检验,其莫兰指数大于零,且显著性检验通过。究其

原因,黄河流域省区由于横跨东、中、西3个区域,传
统的0~1型地理权重矩阵显然不适用,按距离制定

的权重矩阵由于距离跨度太大,其检验结果并不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本文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的

分析仅研究耦合协调阶段在地图上的空间呈现情况,
而不研究基于全局莫兰检验的局部莫兰空间分析。本

文以2009,2012,2015和2018年为例,借助ArcMap10.2
软件分析黄河流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的空间格局状况(图2)。从图2可以看出,黄河流

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阶段始终在

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切换,并且总体上以

濒临失调为主,说明黄河流域省区社会经济子系统与

生态环境子系统还处在磨合阶段,总体上从不可接受

的轻度失调向勉强可以接受的濒临失调过度。青海

省持续保持勉强协调的阶段;2009年轻度失调的省

份有甘肃、山西和河南省,遍布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

区,然而到2012年以后,甘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山
东降低为轻度失调,黄河流域轻度失调的省份从我国

的中、西部向东、中部转移。

3.3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对发展情况分析

表5呈现了黄河流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

的相对发展情况,并将相对发展类型和耦合协调阶段

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黄河流域省区整体属于两个子

系统同步发展型,相对发展度为0.949,表明社会经济

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相似,与上文分析的黄河流域

省区两个子系统度过磨合期,进入勉强可以接受的耦

合协调阶段相契合。具体到各个省区来看,青海、陕
西、山西和河南省4地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人均收入较

低等原因,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宁夏和内蒙古地区的相

对发展度为1.479和1.189,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即社会

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和保护不足;四
川、甘肃和山东三省为同步发展类型,其耦合协调度均

在0.400以上,处在勉强可以接受的耦合协调阶段。

542第2期       吴艳霞等: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态势及动力因素



图2 黄河流域2009,2012,2015和2018年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格局

表5 黄河流域各省区2009-2018年社会经济与

生态环境相对发展类型

省 份
相 对
发展度

耦 合
协调度

耦合协调
阶 段

相对发展类型

青 海 0.788 0.525 勉强协调 社会经济滞后
四 川 0.993 0.452 濒临失调 两个子系统同步发展
甘 肃 1.035 0.401 濒临失调 两个子系统同步发展
宁 夏 1.479 0.473 濒临失调 生态环境滞后
内蒙古 1.189 0.461 濒临失调 生态环境滞后
陕 西 0.570 0.416 濒临失调 社会经济滞后
山 西 0.670 0.410 濒临失调 社会经济滞后
河 南 0.747 0.375 轻度失调 社会经济滞后
山 东 1.075 0.434 濒临失调 两个子系统同步发展
九 省 0.949 0.439 濒临失调 两个子系统同步发展

注:表中数据为黄河流域各省区2009—2018年相关评价值的均值。

3.4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动力因素分析

3.4.1 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

的耦合协调受到众多动力因素的影响,既与上述评价

指标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自身

的发展动力有关,也与政府主导的政策、财政支持等外

部因素有关。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

合协调的动力因素,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32-33],从内

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外向动力3个角度选取了6个变

量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选取耦合协调度作为被解释变

量进行计量分析,具体变量设定详见表6。

表6 耦合协调度动力因素分析变量设定

被解释
变量

动力
类型

变量因素 变量相关说明

耦合协调度DD 耦合协调度

解
释
变
量

内
源
动
力

经济发展水平 Eco 地区人均 GDP
产业结构升级 Upgrade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区域创新水平Inn 地区专利授权数

资源消耗度 Res 能源消费总量

政府动力 政府能力 Gov 财政支出与 GDP比

外向动力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进出口总额与 GDP比

  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34]:Upgrade=∑
3

i=1
(qi·i),其中qi 为第i

产业占总产值比重。

基于2009—2018年黄河流域各省区的面板数

据,建立研究耦合协调度动力因素的计量模型:

DDit=βi+βt+β1Ecoit+β2Upgradeit+β3Innit+

β4Resit+β5Govit+β6Openit+εit (9)
式中:i为地区;t为时间;βi 为个体效应;βt 为时间

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其余为每个因素乘以其相关

系数构成,具体字母含义详见表6。

3.4.2 平稳性检验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为防止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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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现象的出现,对搜集到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保证进行回归的数据序列均平稳。本文采用ADF
检验和PP(Phillips-Perron)检验同时对数据序列进行

单位根检验(表7),当且两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时,称
该数据序列为平稳序列。耦合协调度、政府能力、资源

消耗度、产业结构水平的数据序列均通过5%的显著性

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

数据序列未拒绝原假设,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本文在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水

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一阶差分均存在经济意义,因此

直接用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替代原始数据序列,修正后

的数据序列为平稳序列,不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表7 单位根检验与Hausman检验结果

变 量  
单位根检验的方法

PP检验:Adj.t-Stat p 值 ADF检验:t值 p 值
结 果 

DD -4.7701 0.0011 -4.9295 0.0006 平 稳

Eco -2.9140 0.0477 -3.0142 0.1350 非平稳

ΔEco -10.9195 0.0000 -10.4238 0.0000 平 稳

Gov -9.5956 0.0000 -9.4559 0.0000 平 稳

Inn 0.5573 0.8348 -0.6924 0.9702 非平稳

ΔInn -11.8350 0.0000 -11.8243 0.0000 平 稳

Open -4.2342 0.0016 -1.4273 0.5655 非平稳

ΔOpen -8.5364 0.0000 -8.5613 0.0000 平 稳

Res -8.8702 0.0000 -9.8450 0.0000 平 稳

Upgrade -4.0106 0.0021 -4.0505 0.0104 平 稳

相关随机效应检验 Chi-Sq.Statistic p 值 结 果

HausmanTest 24.4271 0.0000 拒绝原假设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模型效应

进行检验,检验个体效应或时间效应与解释变量是否

相关,从而确定模型选择固定效应形式还是随机效应

形式(表7)。检验结果显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

绝原假设,即拒绝个体效应与解释效应不相关的原假

设,显然随机效应模型不适用,因此本文在固定效应

形式的基础上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黄河流域省区耦合协调度动力因素面板数据回

归分析的结果详见表8。

表8 黄河流域省区耦合协调度动力因素回归结果

动力类型 变量 系数 t-Statistic Prob.
ΔEco 0.0549 4.4554 0.0000

内源动力
Upgrade -0.0630 -1.0035 0.3185
ΔInn -0.0164 -3.5022 0.0007
Res -0.0295 -2.7697 0.0069

政府动力 Gov 0.0075 0.4416 0.6599
外向动力 ΔOpen 0.2364 3.2858 0.0015

从回归结果看,内源动力中有3个变量负向影响

(-0.0630,-0.0164,-0.0295)耦合协调度,且区

域创新水平提高速度和资源消耗度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整体内源动力对耦合协调度的推动力不足,内源动

力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

影响,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现阶段黄河流域省区还要依

靠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来推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

耦合,区域创新速度加快和稳定上升的资源消费量都

会抑制耦合协调度的提高,说明黄河流域省区的区域

创新水平只是单纯的提高,并没有将创新成果转化为

经济增长的动力,致使经济发展水平增速不足,耦合协

调度难以提升。因此黄河流域省区要提高资源消耗的

有效性利用,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绿色经济产

业,改变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现状,加快推动创新成果

转化,以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政府动力回归系数为0.0075,但p 值为0.6599,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政府动力对耦合协调度的正向

影响作用是不显著的。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经

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是有利的,但还需制定相关

宏观政策,优化绿色经济发展结构,进行产业结构绿

色调整,从经济类财政支出和环境类财政支出两方面

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外向动力

的增长速度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35]和生态环

境质量[36]都存在正向促进作用,黄河流域省区内陆

省区较多,其对外开放水平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黄

河流域省区要充分发挥黄河中下游地区靠近东部经

济发达省份的优势和西部上游省区地域面积广的优

势,加大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回归模

型研究了黄河流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

协调态势及其动力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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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指数普遍较

小,存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充分问题,从其

耦合协调角度看,两者度过耦合协调的磨合期(不可

接受区间:0.000≤D≤0.399),两系统同步发展,但仍

处于协调水平较低的濒临失调阶段,随着近年来相关

政策的严格落实,协调水平随时间稳步提高。耦合协

调除了受到两子系统自身动力因素的影响,还与其所

处的环境、政策等外部动力因素有关,黄河流域省区

存在内源动力驱动力不足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较

慢,潜能尚待开发,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不

足;政府动力和外向动力作为推动耦合协调的正向动

力,需要进一步保持和加强。
本文构建的耦合协调态势与动力因素研究模型

及思路具有可借鉴价值,现阶段学术界研究系统耦合

的文章颇多,但仅是借助耦合协调模型进行初步测

度,其创新点集中于研究对象的改变和耦合系统的增

加,如双系统到三系统的耦合协调,然而两个子系统

的耦合协调不仅会受到两个系统自身动力指标的影

响,还与其所处的区域环境及政府政策等外部动力因

素有关,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弥补单一耦合协调研

究的不足。本文对于指标的选取还存在一些不足,尤
其是黄河流域省区东中西部的地形差异较大,是否存

在需要因地制宜的设计多个指标体系,又如何将多个

指标体系测度的结果统一化,还有待进一步推敲。
基于以上结论,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黄河流

域省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强化动力

因素的驱动作用。致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建设一

批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减少工业污染,提高社会经

济的高质量水平。保持适度的生态环境侵占,提高生

态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提高

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协调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均衡,
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推广自身好的产品

和技术,发挥外向动力的驱动作用。提高区域创新成

果转化能力,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
保持并提高政府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财政

支出,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协调并发挥好多种动力

因素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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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结构的黄河沿岸土地利用
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

———以河南省为例

张 锋,陈伟强,马月红,耿艺伟
(河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

摘 要:[目的]探究黄河流域沿岸城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为土地景观资源保护、生态系统

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管控措施制定等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河南省黄河沿岸7个城市为研究区,在

GIS与Fragstats软件技术支持下,基于2005,2010,2015以及2018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将研究区划分为

1737个6km×6km的生态评价单元,根据景观扰动指数与景观脆弱指数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借助土

地转移矩阵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变化、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格局进

行评价。[结果]①2005—2018年,研究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且增长趋势较快;其他几类用地面积均

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耕地是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林地、草地和水域主要转化为耕地。②在研究时段

内,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且“高—高”、“低—

低”是生态风险主要的空间聚集模式。③2005—2018年,生态风险最小值和最大值大致呈 N形变化;4个

时期内高风险区分布区域大致相同,呈条状和块状分布,条状高风险区大多分布在黄河沿岸,块状高风险

区大多分布在农村居民点零散分布的平原区;低和较低风险区大多分布在研究区域四周以及西南大部分

区域。[结论]研究时段内,低风险区和中等风险区面积在逐年增加,较低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高风

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在逐年减少。各风险区主要向相邻风险区转化,仅有少量地区出现跨区转移,说明

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相对稳定,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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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ndTemporalChangeofLandUseEcologicalRiskAlong
YellowRiverBasedonLandscapeStructure

-ACaseStudyinHe’nanProvince
ZhangFeng,ChenWeiqiang,MaYuehong,GengYiwei

(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He’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andtemporalchangeoflanduseecologicalriskalongYellowRiverwas
studi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protectionoflandscaperesource,ecosystemoptimization
andtheestablishmentof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andcontrolmeasures.[Methods]Thispaper
takes7citiesalongtheYellowRiverinHe’nanProvinceastheresearcharea.Withthetechnicalsupportof
GISandFragstatssoftware,basedonthelandusedatain2005,2010,2015and2018,theresearchareas
weredividedinto1737ecologicalevaluationunitswithareaof6km×6km.Accordingtotheecologicalrisk
assessmentmodelconstructedbythelandscapedisturbanceindexandthelandscapevulnerabilityindex,the



landusechange,temporalandspatialchangesofecologicalriskandspatialcorrelationpatterninthestudy
areawereevaluatedbylandtransfermatrixandspatialautocorrelationanalysismethod.[Results]①From
2005to2018,theareaofconstructionlandwithinthestudyareaincreasedrapidly,whilelothertypesofland
areadecreasedinvaryingdegrees.Theincreaseofconstructionlandwasmainlyfromcultivatedland,and
woodland,grasslandandwatersweremainlyconvertedintocultivatedland.② Duringtheresearchperiod,the
ecologicalriskoflanduseinthestudyareashowed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inspace,withcharacteristicsof
spatialagglomeration.‘High-high’and‘low-low’werethemainspatialagglomerationpatternsofecological
risk.③From2005to2018,theminimumandmaximumvaluesofecologicalriskvariedin‘N’typeroughly.
Thedistributionareasofthehigh-riskareaswereroughlythesameoverthefourperiods,withstripand
blockdistributions.Thestriphigh-riskareasweremainlydistributedalongtheYellowRiver,whiletheblock
high-riskareasweremainlydistributedinplainareaswithscatteredruralsettlements.Lowandrelativelow
riskareasweremostlydistributedaroundthestudyareaandthesouthwestarea.[Conclusion]Duringthe
researchperiod,thearesoflowriskandmediumriskareaincreasedyearbyyear.Relativelowriskareas
decreasedfirstlyandthenincreased.Whilehighriskareaandrelativehighriskareadecreasedyearbyyear.
Eachriskareawasmainlytransformedintoadjacentriskarea,onlyasmallnumberofareashadcross-regional
transfer,indicatingthattheecologicalriskchangeoflandusewithinthestudyareawasrelativelystable,and
theareawithrapidchangewassmall.
Keywords:areasalongtheYellowRiver;landscapepattern;ecologicalrisk;landuse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是针对土地利用过程中

发生不利生态影响可能性的评价,对认知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产生机制,降低生态风险概率以及优化土地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1-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导
致环境管理目标的转变,多风险源、多受体及区域景

观水平阶段已经成为当前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研

究的重点[3]。而基于人类开发导致的景观格局转变、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生态风险评价更加关注生态风

险的时空异质性,其重点为评价人类活动在生态系统

中产生的不良影响[4]。近年来,由于大、中型城市建

设以及“城乡融合”等战略的实施,土地开发活动愈加

频繁,导致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风险评价

逐渐成为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内大

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生态风险进行研究,提出了

不同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包括基于P-S-R模型设计

土地利用生态安全(LUES)分级标准构建生态风险

模型[5-6],利用土地类型面积比重构建生态安全评价

模型[7-8],从景观结构角度利用景观扰动指数与景观

脆弱指数构建模型对区域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等[9-11],
其中从景观角度出发进行生态风险的研究越来越多,
研究尺度大到城市群[12]、市域[13-15]、小到县域[4]、湿
地公园等[11],研究区域包括流域[16-17]、干旱区[10]、海
岸带[18]、丘陵区[19]以及农林交错带等[9],尽管前人研

究尺度以及研究区域包含甚广,但对黄河沿岸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的研究还有所缺乏,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

族的发源地,从西到东横跨9个省区以及青藏高原、
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4个地貌单元,

由于河水冲积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类型变化频繁。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明确指出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

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刻阐明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此研究黄河流域沿岸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特征,对加强黄河治理保护、
降低黄河沿岸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具有重大意义。为

此,本文以河南省黄河沿岸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

2005,2010,2015以及2018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为

基础,根据景观扰动指数与景观脆弱指数构建生态风

险评价模型,借助土地转移矩阵与空间自分析方法对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结果可为正

确认识黄河流域沿岸城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对土地

景观资源保护、生态系统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管控

措施制定等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域途径河南省7个市区,包括三门峡市、
洛阳市、焦作市、新乡市、郑州市、开封市以及濮阳市,
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南北过

渡性明显。研究区域大多为平原、丘陵地貌,耕地是

主要的景观基质,林地和草地主要位于研究区的西南

方向,以郑州为中心的7个市区,近几年来发展迅速,
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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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2005,2010,2015和2018年土地

利用类型栅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数据中心。所用数据的分辨率为30m,在此基础上

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并结合研

究区实际情况将研究区土地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以及未利用地(见封3,附图4)。

1.3 研究方法

1.3.1 构建生态风险指数

(1)景观扰动指数(Ei)。同一地区的生物多样

性、生态环境整体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的更新和演

替受到不同景观类型构成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同时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的大小也与该地区景观

类型的构成密切相关[4]。景观扰动指数(Ei)用来反

映外界干扰(主要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由不同的

景观类型组成)的影响程度,可以通过对景观破碎度

指数(Ci)、景观分离指数(Ni)和景观优势指数(Di)
三者赋予权重累加获得,以反映出不同景观构成的干

扰程度,景观扰动指数的大小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受人类开发活动影响越大,扰动指数越大,随之生

态风险越大,反之则越小[2,4,9-10],景观扰动指数(Ei)
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Ei=aCi+bNi+cDi (1)
式中:a,b,c为各景观指数权重,且其和为1,根据前

人研究结果[9-11]并结合研究区特点,认为景观破碎度

的分布特征比较重要,分离度重要程度,结合专家打

分法将景观破碎度权重赋值为0.5;分离度赋值为

0.3;优势度赋值为0.2。
景观破碎度指数(Ci)可表示为:

Ci=
ni

Ai
(2)

景观分离指数(Ni)可表示为:

Ni=
A
2Ai

ni

A
(3)

景观优势指数(Di)可表示为:

Di=
Qi+Mi+2Li

4
(4)

式中:Ai 为景观类型i的面积;A 为景观总面积;ni

为景观类型i的斑块数;Qi 为斑块i出现的风险小

区数/总风险小区数;Mi 为斑块i 的数目/斑块总

数;Li 为斑块i的面积/风险小区的总面积[2]。
(2)景观脆弱指数(Fi)。景观脆弱指数用来表

示不同生态系统的易损性,不仅反映了土地本身的自

然属性,更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景观脆弱指数越大,表明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干扰越

大,区域生态风险越高。结合前人研究以及研究区实

际情况认为建设用地最为稳定,不易产生土地利用类

型的变化,故将建设用地赋值为1;未利用地是指农用

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荒草地、沙地、裸岩、裸土地等,受
环境变化、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土地利用类型改变相对

容易,其景观脆弱性最强,最为敏感,故将未利用地赋

值为6;水域、耕地、林地、草地则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和

各自脆弱性特点分别赋值为5,4,3,2[2]。进行归一化

处理后得到研究区的各土地类型景观脆弱指数。
(3)生态风险指数(ERI)。在对上述景观扰动指

数和景观脆弱指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描述样地

内生态损失的大小,通过采样方法将空间格局转变为

生态风险变量,以此构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ERI。

ERI=∑
n

i=1

Ski

Sk
EiFi (5)

式中:n 为景观类型数量;Ski为第k 个风险小区第i
类景观组分的面积;Sk 为第k个风险小区总面积。

1.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1)全局 Moran’sI 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的

目的是度量某一变量是否在空间上相关,并描述其相

关程度如何。本研究采用 Moran’sI 指数图对土地

利用生态风险全局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描述。具体

计算公式[20]为:

GlobalMoran’sI=

n

∑
n

i=1
∑
n

j=1
Wij

×
∑
n

i=1
∑
n

j=1
(yi-y)(yj-y)

∑
n

i=1
(yi-y)2

 (i≠j) (6)

式中:n 为空间单元总个数;yi,yj 是变量y 在相邻

配对空间单元(或栅格细胞)的取值;y 是所有单元

的平均值;Wij是单元i,j的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
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1之间。

(2)局部 Moran’sI 指数。利用局部 Moran’sI
指标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对空间集聚和空间异质进行

识别,并生成LISA聚类图。局部 Moran’sI 指数计

算公式为[20]:

LocalMoran’sI=(
yi-y
m

)∑
n

j=1
Wij(yi-y)2 (i≠j)

(7)

m=
∑
n

i=1
(yi-y)2

n
(8)

式中:yi,yj 是标准化后的空间单元观测值;其余变

量与全局 Moran’sI指数变量含义相同。

1.3.3 基于格网的生态风险小区划分与生态风险空

间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区特点,在参考前人研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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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研究区空间异质性和斑块大小的基础上[4,9,12],
借鉴传统景观生态学中关于景观取样大小的方法,
即网格划分大小应当为斑块平均面积的2~5倍,
为减少网格对大斑块的切割,选取耕地平均斑块面积

的5倍,利用GIS软件将研究区划分6km×6km的

采样网格,采样方式为等间距系统采样法,共计1737
个生态风险小区。在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证明了

生态风险评价值有空间自相关性的基础上,在 GIS
中计算每个生态风险小区的生态风险值,然后将每

个网格的值赋予该网格的中心点,最后采用克里金

插值法进行空间插值得到研究区生态风险的空间分

布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通过2005—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表1)
分析可知,从总体上看,13a间,研究区域内建设用地

面积增加了30.05%,增长趋势较快,这与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以及城市的扩张是分不开的,其中草地面积

减少了10.70%、林地面积减少了2.41%,一部分是土

地开垦导致的面积减少,还有一部分是建设用地的扩

张占用了城市周围的草地和林地;水域面积减少了

4.81%,这可能是由于河流水位的逐渐下降,开垦河

畔导致水域面积减少;未利用地面积减少了34.75%,
大部分是由于开垦耕地导致的。从土地类型转变上

看,13a间有277495.47hm2 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
是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表明早期的城市扩张大

多是以牺牲耕地为主;在研究时期内,有96759.81hm2

的建设用地转化为耕地,其中主要是农村居民点用地

转化为耕地,这是由于在“城乡融合”、“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下,河南省开展大量

村庄规划、整治工作,在土地整治、迁村并点等具体工

程中使得原本凌乱分布、用地浪费的农村居民点变得

更加集中,同时将废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使得耕地

面积增加;而草地、林地和水域分别有44580.87,

35392.32,31014.36hm2 转化为耕地,是补充建设

用地占用耕地的主要来源。

2.2 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分析

由表2景观指数统计结果可知,2005—2018年,
耕地是研究区域内最主要的景观,班块面积最大,
分布最为广泛;其次是建设用地。从破碎度和分离度

来看:在研究期限内耕地的破碎度先减小后保持

不变,分离度先减小后增加,减小的拐点都出现在

2010年,这是由于在2010年耕地斑块数量出现较大

幅度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和斑块数量不断增加,破碎度

和分离度相对2005年都有所降低,这是由于建设用地

的扩张占用了周围其他用地类型,使的建设用地集聚

性不断增强;林地面积和斑块数量在2005—2010年期

间减少较快,2010—2018年期间变化幅度较小,所以其

破碎度和分离度先减小后基本保持不变;草地面积整

体上在减小,而斑块数量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其破碎

度和分离度整体上在增大;水域面积先增后减,而斑

块数量一直在增多,这可能是水位下降导致水域连通

性减低,导致其破碎度和分离度在不断增加。

表1 研究区2005-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hm2

类别
2018年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合计

2005年

草 地 416170.35 44580.87 15140.43 8936.19 1010.16 322.38 486160.38
耕 地 1292.92 2837060.73 277495.47 13546.17 27393.21 385.74 3168174.24
建设用地 1053.99 96759.81 448713.27 1035.18 4359.42 0.09 551921.76
林 地 2403.72 35392.32 13764.78 1132970.13 1535.58 2.88 1186069.41
水 域 2204.73 31014.36 6575.04 575.46 94609.35 1094.58 136073.52
未利用地 0  1970.73 218.61 390.51 620.73 813.96 4014.54
合 计 434125.71 3046778.82 761907.60 1157453.64 129528.45 2619.63 5532413.85

2.3 生态风险分析

2.3.1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每

个网格计算的生态风险值,利用 GeoDa软件计算出

研究区域内生态风险指数的2005,2010,2015以及

2018年4期全局 Moran’sI 值,分别为0.5619,

0.5737,0.5682以及0.5663,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结
果表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

正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同时为下一步的插值

分析奠定了理论前提。与全局自相关相似,利用

GeoDa软件对4个时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的局

部空间聚集情况进行分析,得到LISA聚类图(图1),
由图1可知,研究区域内以“高—高”、“低—低”聚集模

式为主,说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相对

较小,“高—高”区域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以及农村居

民点散乱分布的区域,“低—低”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

区域边界处,主要是大面积的林地以及草地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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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黄河沿岸各景观类型景观指数统计

景观类型 年份 斑块面积/hm2 斑块数量 破碎度 分离度 优势度 脆弱度 干扰度

2005年 3168175 4137 0.0013 0.0239 0.5340 0.1905 0.1146

耕 地
2010年 3133865 3854 0.0012 0.0233 0.5293 0.1905 0.1135
2015年 3067462 4044 0.0013 0.0244 0.5261 0.1905 0.1132
2018年 3046779 4081 0.0013 0.0247 0.5238 0.1905 0.1128

2005年 1186070 2453 0.0021 0.0491 0.2781 0.1429 0.0714

林 地
2010年 1157569 1500 0.0013 0.0393 0.2409 0.1429 0.0606
2015年 1157632 1504 0.0013 0.0394 0.2411 0.1429 0.0607
2018年 1157454 1509 0.0013 0.0395 0.2416 0.1429 0.0608

2005年 486160.4 2958 0.0061 0.1316 0.1802 0.0952 0.0785

草 地
2010年 432955.2 2907 0.0067 0.1465 0.1724 0.0952 0.0818
2015年 431506.6 2879 0.0067 0.1462 0.1713 0.0952 0.0815
2018年 434125.8 2933 0.0068 0.1467 0.1761 0.0952 0.0826

2005年 136074.5 731 0.0054 0.2337 0.1501 0.2381 0.1028

水 域
2010年 136276.9 1080 0.0079 0.2836 0.1590 0.2381 0.1208
2015年 141898.8 1190 0.0084 0.2859 0.1647 0.2381 0.1229
2018年 129531 1221 0.0094 0.3173 0.1654 0.2381 0.1330

2005年 551921.8 16060 0.0291 0.2700 0.4005 0.0476 0.1757

建设用地
2010年 670367.4 20570 0.0307 0.2516 0.4540 0.0476 0.1816
2015年 732463.6 21332 0.0291 0.2345 0.4735 0.0476 0.1796
2018年 761907.6 21018 0.0276 0.2238 0.4729 0.0476 0.1755

2005年 4014.54 51 0.0127 2.0921 0.0073 0.2857 0.6354

未利用地
2010年 1383.75 47 0.0340 5.8266 0.0047 0.2857 1.7659
2015年 1453.77 48 0.0330 5.6047 0.0049 0.2857 1.6989
2018年 2619.63 53 0.0202 3.2683 0.0068 0.2857 0.9920

图1 黄河沿岸2005-2018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LISA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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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 根据每个

网格计算的生态风险值,将值赋予网格中心点,采用

克里金插值法进行空间插值得到4个时期土地利用

生态风险值的空间分布图(图2)。利用自然断点法

将研究区划分为5个生态风险等级:低风险区(0.047
≤ERI<0.087),较低风险区(0.087≤ERI<0.105),
中风险区(0.105≤ERI<0.119),较高风险区(0.119≤
ERI<0.131),高风险区(0.131≤ERI<0.151),结果

见图2。从生态风险值大小来看:2005—2018年,4
个时期生态风险最小值依次为0.0472,0.0475,

0.0474以及0.0476,最大值依次为0.1479,0.1505,

0.1462以及0.1507,最小值和最大值大致呈N形变

化,并且变动幅度较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在4个时

期内,高风险区分布区域大致相同,呈条状和块状分

布,条状大多分布在黄河沿岸,由于黄河水位的变化

以及河水对两岸土壤的冲击,土地利用类型不断变

化,大部分在耕地和水域之间转变,使得人类干扰活

动增强,导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较高;块状高风险区

大多分布在农村居民点零散分部的平原区,由于居民

点斑块分布过于零散,破碎度以及分离度较高,使得

干扰度较高,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也高。低和较低风

险区大多分布在研究区域四周以及西南大部分区域,
其中西南、西北区域大部分为大面积的林地和草地,
受人为干扰较小,生态风险值低;其他低和较低风险

区所处的区域耕地和建设用地是主要的景观基质,并
且农村居民点面积都较大,耕地和建设用地破碎度和

分离度较小,生态风险值较低;在较高风险区包裹的

研究区域中部出现部分较低风险区,大多位于各城市

建成区,由于大面积都是建设用地,受人类干扰后的

损失度低,生态风险值相对较低。

图2 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由表3各年份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分析可

知,在研究时限内,较低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所占面积

最大,其次是低风险区和中等风险区,面积最小的是高

风险区;从面积变化来看,低风险区和中等风险区面积

在逐年增加,分别增加了335223.45和149024.16hm2,
较低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上较2005年减少

了143642.72hm2;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在逐年

减少,分别减少了179419.86和161185.05hm2,风险区

面积变化说明,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整体上在

不断改善;由表4各类风险区面积转移矩阵分析可

知,有342231.48hm2 的较低风险区转化为低风险

区,是低风险区面积增加的唯一来源;中等风险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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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较低风险区转化,占中等风险区转出面积的

98.4%;较高风险区转出对象涉及到3个风险区,最
主要是中等风险区,面积达到325801.08hm2;50%
左右的高风险区全部转化为较高风险区,其中块状高

风险区面积减少较多,主要是因为城镇居民点斑块在

扩张,农村居民点小斑块数目减少,大班块数目增加,
耕地和建设用地的连通性都在增强,破碎度和分离度

降低,生态风险值随之降低,其他块状高风险区面积

减少的原因也与之相同。从总体转移方向来看,各风

险区主要向相邻风险区转化,仅有少量地区出现跨区

转移,说明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相对稳定,
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较小。

     表3 研究区各年份土地利用生态风险

等级面积 hm2

风险等级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8年

低风险 790996.14 1108896.39 1113236.37 1126219.59
较低风险 1776148.02 1562916.15 1623328.20 1632505.32
中等风险 792034.29 833047.02 891301.32 941058.45
较高风险 1697634.00 1604041.92 1575374.13 1536448.95
高风险区 475601.40 423512.37 329173.83 296181.54

表4 2005-2018年各类风险区面积转移矩阵 hm2

项目
2018年

低风险 较低风险 中等风险 较高风险 高风险区
总 和

2005年

低风险 783988.11 7008.03 0  0  0  790997.14
较低风险 342231.48 1414793.16 19123.38 0  0  1776148.02
中等风险 0  193661.10 595204.02 3169.17 0  792034.29
较高风险 0  17043.03 325801.08 1290906.81 63883.08 1697634.00
高风险区 0  0  929.97 242372.97 232298.46 475601.40
总 和 1126219.59 1632505.32 941058.45 1536448.95 296181.54 5532413.85

3 讨论与结论

(1)2005—2018年,从地类变化来看:研究区域

内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且增长趋势较快;其他几类用

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从地类转移来看,耕地

是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林地、草地和水域主要

转化为耕地,不同程度上补充了建设用地对耕地的

占用。
(2)在研究时段内,研究区域内四期生态风险指

数全局Moran’sI值分别为0.5619,0.5737,0.5682以

及0.5663,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

正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且LISA聚类图显示

研究区域内“高—高”、“低—低”是生态风险主要的空

间聚集模式,说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

相对较小。
(3)2005—2018年,生态风险最小值和最大值呈

N形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小;4个时期内,高风险区分

布区域大致相同,呈条状和块状分布,条状大多分布

在黄河沿岸,块状高风险区大多分布在农村居民点零

散分部的平原区;低和较低风险区大多分布在研究区

域四周以及西南大部分区域,这些区域大部分为大面

积的林地和草地。在研究时限内,低风险区和中等风

险区面积在逐年增加,其中较低风险区是低风险区面

积增加的唯一来源,中等风险区转入的主要来源是较

高风险区;较低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呈减

小趋势;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在逐年减少;各
风险区主要向相邻风险区转化,仅有少量地区出现跨

区转移,说明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相对稳

定,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较小。
研究区地势西高东低,除三门峡和洛阳两市有大

面积集中分布的林地和草地外,其余各市林地和草地

面积相对较少,因此研究区内低和较低风险区主要集

中分布在三门峡和洛阳两个地区;黄河沿岸高风险区

主要位于焦作、新乡、郑州和开封4个地区,主要是由

于这4个地区黄河沿岸多为耕地,河水冲积容易造成

水土流失,并且水位下降使得沿岸土地类型在耕地和

水域之间转变,受人为干扰活动较大,生态风险较高,
并且在13a间面积变化不大,非黄河沿岸的高风险

区多处于农村居民点斑块破碎,且斑块面积较小的地

区,主要分布在洛阳、新乡和开封,建设用地和耕地连

通性弱,破碎度和分离度大,生态风险值较高,在研究

时限内高风险区面积减少部分多来源于块状高风险

区,尤其是焦作和新乡两市,自2010年开始高风险区

几乎全部转化为较高风险区,这部分地区耕地和农村

居民点用地是主要土地类型;在河南省开展迁村并

点、土地整治等活动下,建设用地和耕地斑块总数量

在减少,但大斑块数量在增多,因此连通性增强,生态

风险值在降低,因此科学的村庄规划、整治工作在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也可以降低土地利用生态风

险;洛阳、三门峡两个地区黄河沿岸多为林地和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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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水土流失风险,减小了土地类型转变的频率

以及人为干扰活动的影响,生态风险值较低。因此就

研究区而言,洛阳、三门峡两个地区应注重林地和草

地的保护,稳定该地区黄河沿岸土地利用低风险现

状,同时开展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可以有效降低平

原地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焦作、新乡、郑州和开封

应注重对黄河沿岸水土流失的治理,稳定黄河沿岸土

地类型,降低人为活动干扰,同时对散乱分布的农村

居民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整治,提高建设用地连

通性,降低耕地破碎度,以达到降低土地利用生态风

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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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间的相互作用
———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

罗英菡,刘 畅,田国行
(河南农业大学 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

摘 要:[目的]对河南省郑州市主城区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为合理调节城市水

资源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郑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94,2002,2009和2019年遥感影像数据,

计算河网特征指数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河网演变及其与城市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

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在城市发展对河网的破坏与促进作用和河网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与

约束作用。城市发展导致河网密度降低,走向单一,结构简化,但河网是城市形态的骨架并提供物质基础,

当河网承受能力趋于阈值时会反向约束城市发展,进而引起对河网的修复。郑州市主城区城市发展与河

网耦合协调度变化可分为波动、磨合和稳发展3个阶段:初期城市的高强度发展使两者协调度迅速下降;

中期开始注重河网的修护,人工水系的建设巩固了河网结构,期间受地形影响,城区主体避开西南丘陵地

区向东部平原地区扩展;后期水系的治理与修复成效显著,协调度提升到初级协调等级并有逐步提升趋

势。[结论]人工水利措施的干预可缓解城市发展对河网的影响,但河网的修复成效落后于城市发展进程,

仍需加强对河网的修复与保护。

关键词:耦合协调度模型;河网特征体系;城市发展;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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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BetweenUrbanDevelopmentandRiverNetworkEvolution
-ACaseStudyinMainUrbanAreaofZhengzhouCity

LuoYinghan,LiuChang,TianGuohang
(SchoolofLandscapeArchitectureandArt,He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nteractionbetweenurbandevelopmentandrivernetworkevolutioninthemain
urbanareaofZhengzhouCity,He’nanProvince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rational
regulationofurbanwaterresources.[Methods]TakingthemainurbanareaofZhengzhouCityastheresearch
area,basedonremotesensingimagedatain1994,2002,2009and2019,thecharacteristicindexofrivernetwork
wascalculated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modelwasestablishedtoquantitativelyanalyzetheevolutionof
rivernetworkandtheinteractionbetweenrivernetworkandurbandevelopment.[Results]Theinteraction
betweenurbandevelopmentandrivernetworkevolutionwasmanifestedinthedestructionandpromotionof
urbandevelopmentonrivernetworkandthesupportingandrestrictingfunctionsofrivernetworkonurban
development.Urbandevelopmentledtothedecreaseofrivernetworkdensity,thesinglelineartrendand
simplifiedstructure,butrivernetworkwastheskeletonofurbanformandprovidesmaterialbasis.Whenthe
bearingcapacityofrivernetworktendedtothethreshold,theurbandevelopmentwouldberestrainedinreverse,

whichcausedtheattentiontotherivernetworkrestoration.Thechange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
developmentandrivernetworkwouldbedividedintothreestages:fluctuation,running-inandstabledevelopment:



intheearlystage,thehighintensitydevelopmentofthecitymadethecoordinationdegreeofthetwodecline
rapidly.Inthemiddleperiod,peoplebegantopayattentiontotherepairandmaintenanceofrivernetwork,

andtheconstructionofartificialwatersystemconsolidatedthestructureofrivernetwork.Affectedbythe
topography,themainurbanareasavoidedthesouthwesthillyareastotheeastplainareaexpansion.Inthe
laterstage,thecontrolandrestorationofthewatersystemachievedremarkableresults,andthecoordination
degreewasupgradedtotheprimarycoordinationlevelwiththetrendofgradualimprovement.[Conclusion]

Theinterventionofartificialwaterconservancymeasurescanalleviatetheimpactofurbandevelopmenton
rivernetwork,buttherestorationeffectofrivernetworklagsbehindtheprocessofurbandevelopment,

therefor,itisstillnecessarytostrengthentherestorationandprotectionofrivernetwork.
Keywords: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 model;rivernetworkcharacteristicsystem;urbandevelopment;

ZhengzhouCity

  城市河流肩负着行洪排涝、蓄水调节的功能,是
城市水资源的重要载体。快速城市化发展以来,河网

水系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最为强烈[1-2],不透水面的急

速扩张改变了城市河网格局[3],带来洪涝频发、水质

恶化等一系列水安全、水生态问题,制约了城市可持

续发展[4],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对城市水系的研

究也从治污、保质转移到恢复生态河网水系[5],因此,
研究了解城市发展与河网水系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

要意义。从1945年提出的 Horton定律和Strahler
河流分级方法到结合 GIS空间技术,对城市化下河

网水系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进行了许多研究,结果表

明,全球60%的河流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改变[6],不少

高度城市化地区失去了至少85%的河道,芝加哥和

洛杉矶等大都市出现了“城市河流沙漠”现象[7-8]。国

内则多以东南沿海平原地区高城市化的上海、深圳以

及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流域为研究对象,袁雯等

人分析得出上海河流结构呈现自然型—井型—干流

型演变趋势[9],蒋祺等人发现长沙市各个时期城市发

展速度与水系衰减速度呈正相关关系[10],杨柳等[11-12]

发现苏州市近50a城市化对水系衰减的贡献率达

67%以上,在长三角平原区,城市化影响了河网的形态

结构和空间格局,主干河流被渠化、次支河流淤积被填

埋,导致水系衰退。但城市发展与河网水系之间的影

响不是单向的,城市发展给河网带来破坏与促进作用,
同时河网也会给城市发展以支撑与约束作用,两者在

发展中通过正向与反向的动态反馈以达到耦合共

生[13-14]。当前文献较多阐述了平原河网区高度城市发

展对河网形态结构的影响,研究区域与方向多相似,而
对于系统分析城市发展过程中与河网水系间耦合协调

性测定分析的文献较少,尤其是高速发展的中原地区,
水资源总量较少使得对河网的保护更为重要。

郑州市地跨黄河、淮河两大水系,正处于国家中

心城市的拟建设阶段,是中原地区交通、贸易的重要

枢纽,超大的城市尺度和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强烈地改

变了地表河流,并严重影响了雨水资源的时空分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河南省郑州市主城区为研究

区,在分析河网特征变化同时建立城市发展与河网演

变的耦合模型,通过计算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和耦

合协调度来分析城市发展与河网间耦合协调度变化,
为内在结构的调整与合理保护和城市从开拓和建设

转向以统筹协调资源保护的发展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郑州市主城区位于郑州市中部偏北区域,地处黄河

冲积形成的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地跨北纬34°36'6.80″—

34°58'17.09″,东经113°26'48.90″—113°51'53.33″,主要

包括二七区、金水区、中原区、惠济区、管城区,总面积

1033.47km2。主要河流有贾鲁河、金水河、熊耳河

及东风渠等,均为季节性河流,属淮河水系,其中除贾

鲁河和七里河下游、潮河有少量基流外,均无自然基

流且多为排污河道,年降水量由南向北逐渐递减。郑

州市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等的枢纽,城
市化发展程度高、速度快、尺度大,致使河流两侧多被

占用为建设用地,河道变窄并趋于硬化,摆动范围缩

小,河流水域面积缩小,改变了城市水循环过程。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1 空间数据 本文空间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

据云,结合1994年前后的“民工大潮”扩大了城市建

设队伍;2003年将河流生态建设纳入规划建设理念

的郑东新区开工;到2012年东区龙湖开始蓄水和

2014年南水北调的完工,丰富了郑州的河湖水系;再
到2018年郑州拟建国家中心城市,因而选择1994,

2002,2009和2019年作为研究年份,下载 Landsat
系列遥感影像,通过ENVI软件对影像进行预处理并

采用监督分类法目视解译结合实际情况,将主城区分

为水体、建设用地、绿地和农田4类土地利用类型,得
到土地利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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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系提取 通过影像的多波段融合并采用徐

涵秋的改进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提取水系,进一步结

合土地利用数据、谷歌影像人工解译得到主城区河流

分布图(图1)。

MNDWI=
Green-MIR
Green+MIR

(1)

式中:Green,MIR分别为绿波段和中红外波段,可增

强水体与建筑物的反差,增加水体提取的准确[15]。

图1 郑州市主城区1994,2002,2009和2019年河网变化

2.1.3 统计数据 城市发展数据来源于河南省郑州

市统计局1994,2002,2009和2019年的《郑州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研究方法

2.2.1 网格化密度 网格化河网密度(Dr):体现一

定区域内河流分布的疏密程度,与地形坡度有紧密联

系,值越大表明流域内地势平坦且调蓄能力强:

Dr=
l
r2

(2)

式中:l为网格中河流长度;r2 为网格面积。
河网密度与网格边长通常运用均值变点分析法

进行突变点的检验[16]得到最佳网格尺度。
在有序数列{Xi},i=1,2,…,N 中,以Xi 点为界

分为两段,计算每段样本的算术平均值和样本平均值,
统计S,Si,两者差值最大时对应的点即突变点[17]。

S=∑
N

i=1
(Xi-X)2 (3)

Si= ∑
i-1

t1=1
(Xt1-Xi1)2+∑

N

t2=i
(Xt2-Xi2)2 (4)

式中:t1=1,2,…i-1,t2=i,i+1,…,N 分别代表

以Xi 点为界的两段样本。
2.2.2 河网特征指数

(1)水面率(W):该值越大河湖总面积越大。

W=
a
A×100%

(5)

式中:a为河湖总面积(km2);A 为流域总面积(km2)。
(2)支流发育系数(K):该值越大河网支流发育

程度越好。

K=
Lt

Lm
(6)

式中:Lt 表示支流总长度(km);Lm 为干流总长度

(km2)。

(3)主干流面积长度比(Rw):该值越大则单位长

度主干河流面积越大。

Rw=
Am

Lm
(7)

式中:Am 为主干河流总面积(km);Lm 为主干流总

长度(km)。
(4)河流曲度(Sr):该 值 越 大 河 流 形 态 越 自

然化。

Sr=
L
Ls

(8)

式中:L 流域内河流总长度(km);Ls 流域内各条河

流的直线距离之和(km)。

2.2.3 城市扩展强度 扩展强度(G)表示研究时间

内主要建成区变化的快慢程度[18]。

   G=
Lb-La

La
×
1
t×100%

(9)

式中:La,Lb 为研究时段初期和末期主建成区的面积

(km2);t为研究时段长(年)。

2.2.4 耦合模型

(1)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

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计算公式为:

   Sij=
Oijmin(Oj)

max(Oj)-min(Oj)
(10)

   Sij=
max(Oj)-Oij

max(Oj)-min(Oj)
(11)

式中:Sij,Oij分别为第i年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与原始数值;max,min分别对应各年份中最大值和

最小值[19],其中,指标数据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的

正趋向性数据采用公式(10),相反负趋向性数据采用

公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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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重计算。采用主观与客观赋值相结合的

办法[20],一级指标采用主观赋权法,二级指标利用客

观赋值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计算公式为:

    CVj=
Dj

Sj
(12)

    Wj=
CVj

∑
n

j=1
CVj

(13)

式中:CVj 为标准化后第j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Dj

为标准化后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Sj 为标准化后第j
项指标的平均值[21]。

(3)综合指数计算。为避免系统自身组成因素

的稳定性、非线性过程的影响[22],利用线性加权法计

算各系统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E=∑wiei (i=1,2,3,…,n) (14)

   R=∑wjej (j=1,2,3,…,n) (15)
式中:E,R 分别为城市化发展与河网演变系统的综

合指数;Wi,Wj 分别为两个系统的第i,j 项指标的

权重值;ei,ej 分别为两个系统的第i,j 项指标的标

准化值。
(4)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反映城市发展与河

网演变间的耦合程度,计算公式为:

   T=a×E+b×R (16)

   C= (E×R)/E+R
2

æ

è
ç

ö

ø
÷

2

{ }
k

(17)

   D= C·T (18)
式中:T 为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系统的综合协调指

数;C 为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a,b 为待定系

数,取a=b=0.5;k为调节系数,这里k=2。
耦合度C 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表示发展越

有序,但不能反映系统自身的发展水平,于是引入耦

合协调度D,划分标准根据廖重斌等学者的成果[23]

以0.5为界大体分为失调和协调两个区间,具体划分

详见表1。

表1 系统耦合协调等级[23]

耦合度C 系统间关系 耦合协调度D 协调关系

C=0 无序发展
0~0.09 极度失调

0.1~0.19 严重失调

0<C≤0.3 低水平耦合
0.2~0.29 中度失调

0.3~0.39 轻度失调

0.3<C≤0.5 拮抗阶段
0.4~0.49 濒临失调

0.5~0.59 勉强协调

0.5<C≤0.8 磨合阶段
0.6~0.69 初级协调

0.7~0.79 中级协调

0.8<C<1 高水平耦合
0.8~0.89 良好协调

0.9~1.0 优质协调

C=1 有序发展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发展对河网特征影响

3.1.1 最适格网密度分析 将网格边长分别设置为

1.0,1.5,2.0,2.5,3.0,3.5,4.0,4.5,5.0,5.5,6.0,6.5,

7.0,7.5,8.0,8.5,9.0,9.5和10km共19个网格梯度,
分别绘制网格边长与河网密度的关系图(图2),得到

研究区各个年份变化趋势均为随着网格边长的增加,
河网密度不断下降,则河网密度与网格边长存在一定

幂函数曲线关系。将数据分为两段样本,分别计算总

体样本的平均值和方差以及分段样本的算术平均值

和方差,绘制S-Si 与网格梯度的变化曲线图(图2),
结果显示1994,2002,2009和2019年这4a变化趋势

整体一致,均随着网格梯度的增加,S 与Si 的差值呈

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前3个网格梯度下曲

线上升趋势迅猛,在第3梯度处差值达到最大,在第3
梯度后曲线逐步下降,符合均值变点法突变点的特

征,则第3分割点即为格网密度的最佳网格尺度,与
网格边长与河网密度关系图对应可得最适网格边长

为2km。

图2 郑州市主城区最适单元网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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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km×2km网格为标准,分别对1994,2002,

2009和2019年河流单元网格密度进行分析得到整

体密度降低、密集区块不断分散的变化特点,由1994
年的两个主要高密度区演变为2019年中低密度区广

散分布。其中西南部丘陵地区,受城市开发影响显

著,密度降低最大,减小了1.56;东部由于新区的规划

建设使得主干河道得到一定保护,而支流明显减少,
以龙子湖北部区域为例,初期河道支流丰富、形态自

然化,随着城市进一步的建设发展,到2019年支流消

失,河道渠干化。
本文以建设用地占比来表示土地城市化率,结合

河网密度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24-25],在研究时间段

内河网密度随着土地城市化率的增加呈现先降后升

的变化趋势。初期城市一味的发展忽视了对河网水

系的保护与建设,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并开始挤压侵占

河流用地,改变了土地利用类型,河道的减少较大程

度地改变了河网的数量与布局,直接影响了河网密度

等数量特征的变化,到后期人们开始注重河流生态的

建设,疏通河道、开凿湖泊运河等人工生态水系的一

些列措施的实施,提高了河流密度,一定程度改善了

河网结构与布局。说明城市发展对河网既有破坏作

用也有促进作用(图3)。

图3 郑州主城区1994,2002,2009和2019年

土地城市化率与河流格网密度关系

3.1.2 河网特征指数变化 通过对1994,2002,2009
和2019年各项水系指数的计算可以得到,城市化带

来的“他组织”效应对河网影响较大,地下水的过度开

采导致河道水源减少,主干河流被硬质渠化、末端支

流干枯消失,使河网支流数量明显减少、形态线型、结
构单一 化,特 征 指 数 整 体 呈 现 下 降 趋 势(表 2),

1994—2019年支流发育系数下降0.13,水面率缩减

了0.78%。城市发展一方面通过用地挤压与资源索

取的路径对河网演变产生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路径促进河网的发展。在政

策指导与鼓励下,城市大步发展,而城市发展的突出

表现即为土地利用的转变,随着人群向城市的涌入和

硬质下垫面的增加,用地紧张导致建设用地开始挤压

河流用地。同时对地下水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资源

的过度索取,导致河流水源减少、末端支流干枯消失,
加上河岸湿地的减少、河道渠化等极大的破坏了河网

形态与结构,导致河网退化。而河网水系与城市储水

排水、气候调节、环境安全等方面联系密切,河网的退

化会带来水源减少、城市内涝、城市热岛、水污染等问

题隐患,同时,人们开始重视生活质量,追求自然化的

生活环境。因而,城市开始重视可持续性发展,从

2003年郑州东区的建设开始,将河网建设纳入规划

系统,到2007年《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的发布,采取

疏通河道、微弯整治、支流改道等人工措施干预,再到

2015年郑州市环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建设,建设

生态引水工程和重要河流生态保护带限制性规划

调控[26]的实施,使河网形态较长时期保持稳定,稳固

了河网结构,特征指数也有所回升。如金水河,1992
年硬质河段约为18.4km,2000年后快速发展使硬质

河道在2017年达到35km,城区河道基本硬质化[27],
后期适当地人工干预,构建绿色生态廊道,形成以

金水河为纽带,周边绿地公园环绕的空间格局;如潮

河与魏河,拓宽河面并依托贾鲁河开凿湖面与运河

打造人工水系,提高了河网特性,但仍存在河流走向

线型的问题,说明在城市发展同时,对河网水系采取

适当人工措施的干预对河流结构保护与重塑起到了

一定促进作用,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对河网的修复与

保护。

表2 郑州主城区1994,2002,2009和2019年河网特征指数变化

水系参数  1994年 2002年 2009年 2019年
变化率

1994—2002年 2002—2009年 2009—2019年

水面率/% 5.93 5.30 5.36 5.15 -0.63 +0.06 -0.21
支流发育系数 0.34 0.20 0.29 0.21 -0.14 +0.09 -0.08
干流面积长度比 0.07 0.06 0.05 0.06 -0.01 -0.01 +0.01
河流曲度/(km2·km-1) 1.19 1.18 1.18 1.23 -0.01 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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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发展过程地形对河网演变的影响

河流的演变与地形也有较大联系,选取主城区的

几何中心为圆心,适当半径画圆将主城区等分为北方

(N)、东北方(NE)、东方(E)、东南方(SE)、南方(S)、
西南方(SW)、西方(W)、西北方(NW)8个方向,叠加

不同时期下主要建成区矢量图,得到主城区各个方向

在时间上的扩展情况。通过表3可以看出,郑州主城

区在NE-SE和NW-W 方向上扩展强度大,SW-S方

向上扩展强度最低,整体向东扩展。结合地形高程与

河网可知,主城区总的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河流走

向为西南到东北,位于上游的西南地区地面沟壑纵

横,开发难度大,同时南水北调干渠东西向穿过,水源

保护也为城区向西南扩展增加了一定阻碍,扩展强度

仅为6.05%,仍使河网密度下降了1.56,而东北部多

为平原地区,地势平坦,且贾鲁河、金水河和索须河等

在此区域交汇,NE-SE区域扩展强度达21.36%。则

河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表现为支撑与约束作用:支撑

作用通过城市扩展与物质供给路径体现:郑州主城区

东部平原地区建设成本低,见效快,为龙湖、龙子湖、
南北运河等人工水系的修建提供了便利,强化了东部

地区的河网结构,主干河流影响着城市发展形态,支
流控制引导着城市的扩张,因而东区生态水系与绿色

廊道的进一步修建使之逐渐成为城市的支架与血脉,
引导着城市扩展,并确保了水源和城市的生态循环、
气候调节与水质净化,提供了城市发展必须的物质基

础,支撑着城市的持续发展。约束作用则通过建设成

本与环境质量路径体现:随着城市发展,人类活动的

影响和对环境需求量的不断增加,硬质地面取代河道

两岸滩地,河道渠化、水面缩小、水源减少、河流干枯

等问题使河网水系的承受能力逐渐趋于阈值,生态平

衡的破坏与环境质量的下降,增加了人工修复的经济

损失,对生态脆弱地区更是带来不可逆的破坏而失去

生存空间,这些都增加了城市建设成本,对城市的持

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约束作用。

表3 郑州主城区1994,2002,2009和2019年各方位扩展强度

项目 时间 N-NE NE-E E-SE SE-S SW-S W-SW NW-W N-NW

1994年 13.88 13.87 16.67 13.26 10.93 17.66 12.68 13.54
建成区
面积/
km2

2002年 27.58 19.72 30.78 20.63 15.68 19.76 21.49 25.10
2009年 46.07 38.22 64.84 50.13 27.63 30.89 57.81 30.61
2019年 63.63 92.19 101.43 56.45 27.45 58.04 88.27 64.87

扩展强度/% 14.33 22.59 20.34 13.07 6.05 9.14 23.84 15.16

3.3 城市发展与河网水系的耦合协调分析

城市发展与河网具有相互限制、相互促进的关

系。引用耦合模型,当城市发展水平较低时,河网对

城市发展的约束力不大,耦合作用较低,随着城市发

展对河流索取的增加,使河网系统的承受能力趋于阈

值,开始阻碍城市的发展,于是城市规划建设者开始

改善河网特性,提高承受力,缓和二者矛盾,使城市进

一步发展,直到河网系统的承受力再次趋于阈值,如
此往复,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过程中不断地调整、
磨合、提升[28]。

3.3.1 模型指标确定 城市发展选择空间、经济和人

口城市化三方面构建6个二级指标进行测算,河网演

变则选取数量、结构、稳定性三方面构建了5个二级

指标进行测算(表4)。11个指标中建设用地占比为

负向型指标,即指标值越小越利于城市发展与河网演

变的协调发展,其余10个指标均为正向型指标,即指

标值越大越利于两者协调发展。衡量一个城市的发

展程度离不开对空间、经济、人口三方面的分析,因此

本文认为一级指标中3个方面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是

相等的,基于权重总量为1,则各项权重占比均为

0.333,同理,数量、结构和稳定性方面的描述对河网

的演变分析同样重要,所以一级指标中三项权重均为

0.333。通过公式计算得到二级各项指标权重,发现

河流曲度权重最大,为0.30,最能反映城市发展对河

网形态造成的影响,其次为人均GDP,是衡量城市发

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3.3.2 河网演变系统指数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河网

演变指数变化图(图4),其中数量和结构特征曲线走

势相近,整体上在波动中下降,在1994—2002年时间

段内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了0.29和0.24,这时期

受到我国房地产改革影响,住房建设兴起,较多河道

分支等被侵占,导致河网支流数量减少、结构简化,干
流受影响较小,因而河网稳定性即河流曲度初期呈现

先增后降的变化。2002—2009年时间内,快速城市

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河网达到了最大承受能力,开
始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于是开始着手河流生态系统的

恢复保护,基于《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的河道疏通、
水质治理、人工运河开凿、引黄供水等措施达到良好

的成效,河网特征指数缓慢回升,提高了河网系统的

承载力,数量与结构指数分别提升了0.07和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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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时间内,内陆地区对旅游服务等第三

产业的重视与新型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

城市的发展,对主要河道实施生态修复虽维护了河流

稳定性,但城市发展对水生态系统带来的破坏存在不

可逆性,支流的减少、结构的单一化,使河网发展远落

后于城市发展,仍处于河网水系滞后型状态。

表4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

目标层 系统层 一级指标 权重 因素层 权重 趋向性

河郑
网州
演市
变主
协城
调区
度城
评市
价发
指展
标与
体 
系 

城市发展E

空间城市化E1 0.333
建设用地面积 0.16 负向

人均绿地面积 0.12 正向

经济城市化E2 0.333
人均GDP 0.23 正向

第三产业比重 0.15 正向

人口城市化E3 0.333
城镇人口比重 0.15 正向

年末常住人口 0.19 正向

河网演变R

数量特征R1 0.333
河网格网密度 0.21 正向

水面率 0.18 正向

结构特征R2 0.333
支流发育系数 0.18 正向

干流面积长度比 0.13 正向

稳定性R3 0.333 河流曲度 0.30 正向

  注:依据河南省郑州市统计局1994,2002,2009和2019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图4 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系统关系变化

3.3.3 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综合指数分析 通过城

市发展和河网演变综合指数变化图(图4)可以看出,
在研究时间范围内郑州主城区的城市发展综合评价

指数由1994年的0.27增加到2019年的0.72,人均

GDP从1994年的0.49万元上升到2019年的11.31
万元,在小幅度变化中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城市水

平稳步提升。河网演变系统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

较为敏 感,整 体 变 化 幅 度 大,有 明 显 的 响 应。在

1994—2002年时间内,河网受城市发展影响综合指

数直线下降了0.56,水系的持续恶化反作用阻碍了城

市的发展,2002—2006年,城市发展减缓,同时河道

的微弯整治、变化的河岸滩地、部分河道支流的改道

等建设措施,提高了河网承载力,综合指数回升,2006
年之后,城市发展加快,表现为河网演变滞后型,但对

河流的长期规划建设使河网曲线随着城市发展呈稳

中略升的趋势。
综合两者变化曲线,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两者差

值先缩小再反向增大再到逐渐缩小,经历了城市发展

滞后型到河网演变滞后型,说明初期城市一味地追求

高速度、高密度、高强度的发展而忽视了城市河流生

态环境的承载力,渠道化、结构单一化、主干化及河水

污染等给河网水系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不可逆的破

坏,而且对河网水系的保护规划开始较晚,修复及成

效落后于城市发展进程,因而城市发展综合指数仍高

于河网的综合指数。

3.3.4 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耦合关系分析 ①由图

4可以看出,研究时间范围内,两系统的耦合度值处

于0.63~0.94之间,在磨合阶段与高水平耦合间的波

动幅度较大,在研究时间段前后整体有所提高。两者

耦合协调度的值从1994年的0.56到2019年的0.61,
其过程可分为3个时期:波动阶段(1994—2002年)。
这一时期两系统间协调度波动幅度大,对照表1协调

等级可知,1994年的协调度为0.56处于勉强协调阶

段,2000年的协调度则高达0.66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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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2年降到0.44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说明初期

城市发展水平较低,随着不断的发展对河流的依赖与

利用不断提升,接着不透水面的增加、用地挤压、河道

占用使河网综合指数从0.72下降到0.16,河网承受

力趋于阈值,带来水质污染、河道断流、环境变差等一

系列城市问题,并反向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进程,两者

协调度急速下滑。② 磨合阶段(2002—2014年)。这

一阶段属于两者的磨合调整期,城市问题的出现使得

人们开始重视河网系统的建设,2007年《郑州市生态

水系规划》的发布与实施使取得了一定成效,水质初

步改善、水面得到扩张、水循环加强,河网综合指数由

2002年的0.16增加到2014年的0.27,提高了河网的

整体水平,因此城市得以进一步发展,两者协调度增

加,2006年达到0.61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但城市的

发展仍高于河网系统的发展,会再次达到河网系统的

承受阈值,因而两者协调度由2006年的0.61下降到

2014年的0.56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稳发展阶段

(2014—2019年)。河流水系保护建设的实施有效缓

解了河网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因而在城市发展的同时

也开始注重河网体系的修复与合理发展。从广泛的

污水治理和拓宽河道落实到针对贾鲁河、索须河等具

体河流的综合治理,再到环城生态水系工程的实施,
河流廊道和湿地生态的建设使得城市河流水面宽了、
水质清了、水体动了。此时期在城市持续发展下河网

综合指数在2019年增加到0.32,两系统间的协调度

也提升到0.61处于初级协调等级。虽然两者协调度

已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并呈稳步上升趋势,但是两者

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具有一定波动性,因而在之后的

发展过程中仍应重视并加强对城市河流水系的保护

与修复,并逐渐减弱河网对“他组织”作用的依赖,通
过生态修复与改造,提高河流水系系统自身的恢复

力,使两系统向协调共生阶段发展。

4 讨论与结论

(1)城市发展对河网具有破坏与促进作用。城

市发展初期较大程度的改变了河网的形态与结构,水
面缩减、结构单一化,特征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空间

布局也由高密度集中转向中低密度分散,西南区域河

网密度下降明显,减少了1.56;后期关于水系保护建

设政策与人工措施的发布实施缓解了水系的进一步

退化,对河网的保护起到一定成效。
(2)河网也支撑并约束着城市的发展。因西南

部丘陵地貌导致建设成本大,扩展强度仅为6.05%,
而东部平原地区开发成本低,见效快,推动了东区湖

泊、运河等人工水系的建设,稳固了河网水系,也引导

着城市的扩展,NE-SE区域扩展强度达21.36%。
同时随着城市发展,环境压力增大,河网的承受能力

趋于阈值,生态平衡的破坏增加了城市建设成本,约
束着城市的持续发展。

(3)城市发展与河网演变耦合协调变化可分为

波动、磨合和稳发展3个阶段,从初期城市的一味发

展,对水系带来了严重影响,河网系统指数下降了

0.56;到开始重视河网的保护与建设,一系列人工措

施的干预缓解了河网的恶化,两者耦合协调度增加了

0.12;后期对水系的综合治理与修复成效显著,河网

综合指数增加了0.05,两者协调度也提升到了0.61,
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但其发展过程具有一定波动性,
因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仍应重视并加强对城市河

网水系的保护与修复,逐步恢复提升河网系统自身的

发展活力。
下一步可选取更全面的指标体系评价,结合人工

措施的干预对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对调整河网形态,
合理分配雨水资源,构建与城市相匹配的河网水系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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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8年西南地区NDVI
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杨艳蓉1,2,侯召朕1,2,张增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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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西南地区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下的NDVI动态特征,为该区天然林保护政策的科学

实施提供依据。[方法]利用2001—2018年 MODISNDVI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气候数据,结合Theil-Sen
中值趋势分析、Mann-Kendall趋势检验等,探讨人为和自然因素下西南地区植被动态变化。[结果]①各类

型植被NDVI均逐年递增,增速最快的是农用地和稀树草原。岷江—乌蒙山以东是 NDVI高值区和显著

改善趋势区;加上云贵高原南缘,显著改善趋势区占总面积的67.09%。②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的林

业政策促使低NDVI植被向高NDVI植被转变是西南地区NDVI增加的原因之一。其中贡献度最大的是

稀树草原类型向森林类型的转化,2001—2018年转化面积达73693km2,净转化率逐年提高,主要分布在

岷江—乌蒙山以东。③气温与不同植被NDVI的正相关性大于年降水量,在岷江—乌蒙山以东,NDVI与

气象要素的正相关性都较高。在气温上升、降水量增加的条件下,41.8%的NDVI增长与气温和降水有关,

二者的贡献率分别为32.35%和14.54%。[结论]随着20世纪末以来的天然林保护政策实施以及暖、湿化

区域气候变化等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2001—2018年西南地区NDVI持续增加,这种增加特征在岷江—乌

蒙山东、西两侧表现差异,东侧森林增加面积、NDVI改善趋势普遍高于西侧。

关键词:NDVI;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域气候;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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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ChangesandDrivingFactorsinSouthwestChinafrom2001to2018
YangYanrong1,2,HouZhaozhen1,2,ZhangZengxin3

(1.NanjingForestryUniversity,CollegeofBiologyandtheEnvironment,Nanjing,Jiangsu2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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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dynamicchangesofNDVIundertheinfluenceofhumanandnaturalfactorsin
SouthwestChina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thescientificimplementationofnaturalforest
protectionpoliciesinthisregion.[Methods]BasedonMODISNDVI,landusedataandclimatedatafrom
2001to2018,combinedwithTheil-SenmediantrendanalysisandMann-Kendalltrendtest,thedynamic
changesofvegetationunderhumanandnaturalfactorsintheSouthwestChinawereinvestigated.[Results]

① NDVIofalltypesofvegetationincreasedyearbyyear,withthefastestgrowthinagriculturallandand
savanna.TheeastofMinjiangandWumengMountainswastheregionwithhighNDVIvalueandsignificant
improvementtrend;CombinedwiththesouthernmarginoftheYunnan-GuizhouPlateau,thetrendareaof
significantimprovementaccountedfor67.09%ofthetotalarea.② Oneofthereasonsfortheincreaseof



NDVIinSouthwestChinawasthatthenaturalforestprotectionandtheforestrypolicyofreturningfarmland
toforest/grassland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low NDVIvegetationtohighNDVIvegetation.The
largestcontributionwastheconversionofwoodysavannaandsavannatoforests.From2001to2018,the
conversionareareached73693km2,andthenetconversionrateincreasedyearbyyear,mainlydistributedin
theeastpartoftheboundaryofMinjiangRiverandWumengMountain.③ The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
temperatureandNDVIwasgreaterthanthatofannualprecipitation.IntheeastofMinjiangRiver-Wumeng
Mountain,the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NDVIandmeteorologicalelementswashigh.Underthecondition
ofwarmingandgettingwetter,41.8%ofNDVIgrowthwasrelatedto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and
theircontributionrateswere32.35%and14.54%respectively.[Conclusion]Withtheimplementationof
naturalforestprotectionpolicyandthewarmingandhumidifyingregionalclimatechangeinthelast20years,

theNDVIintheSouthwestChinacontinuedtoincreasefrom2001to2018.Basedontheboundaryofthe
MinjiangRiver-WumengMountain,suchincreasingcharacteristicsshoweddifferencesintheeastandwest
parts,andtheincreasingforestsareaandtheNDVIimprovementtrendontheeastsidewasgenerallyhigher
thanthatofonthewestside.
Keywords:NDVI;naturalforestprotectionproject;grainforgreenproject;regionalclimatechange;the

SouthwestChina

  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分,植被变化与生

态系统稳定性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1]。来源于卫星

遥感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differencevege-
tationindex,NDVI),基于其长时序、高分辨率、覆盖

范围 广 等 特 点,已 广 泛 应 用 于 植 被 动 态 监 测[2]。

2001—2017年的卫星遥感显示,全球植被叶面积呈

增加趋势,中国以占全球6.6%的植被面积贡献了全

球25%的叶面积增量,其中森林的贡献率最高,占

42%[3]。造成这一结果的最直接驱动因素来自于20
世纪末我国6大林业生态工程的相继颁布实施[4],中
国已将超过3.30×107hm2 的农用地转化为森林和

草原[5],NDVI显著增长[6]。自然驱动因素对于植被

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上。研究表明,气候

变化是植被增长的主要驱动因子[7],但这种驱动存在

时空差异。Peng等[8]研究显示,最高温和NDVI的

相关性在我国北方湿冷生态系统中为正,在温带地区

为负,最低温和 NDVI的相关性则多相反。Roerink
等[9]发现欧洲的干旱区植被对降水的响应强烈,湿润

区则无此现象。在中国范围内,从北向南气象因子对

NDVI的影响逐渐减弱,大部分地区气温对NDVI的

影响大于降水,气候变化对不同植被类型的 NDVI
影响差异很大[10]。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为主的西南地区是中国重

要的生态屏障[11]及第2大天然林区[12],该地于1998
年试点、2000年全面推进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其核心

即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还草。目前,项目实施

20a,验证天然林保护成果恰逢其时。但西南地区在

人为和自然因素驱动下的植被变化研究困难重重,主
要原因是该区域毗邻青藏高原,喀斯特地貌分布广

泛,气候变化多样且独特[13],属于典型生 态 脆 弱

区[14],地表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气候灾害和人为因素

的影响[15]。因此,相比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及“三北”
防护林工程建设、京津冀风沙治理工程等来说,正式

发布的结论不多。近年研究表明,人为因素中,退耕

还林/还草政策实施是西南地区整体植被显著增加的

贡献因子[16];自然影响因素主要是气温、降水的影

响,在川西高原[17]、云南高原湖泊流域等[18]局部地

区得到了印证。本文基于2001—2018年 MODIS
NDVI数据、MODIS土地利用数据以及站点气候历

史数据,得到西南地区NDVI动态变化特征,探索土

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对 NDVI的影响,为西南地

区应对气候变化、进一步实施天然森林保护工程以及

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覆盖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
贵州4省市(21°8'—34°19'N,97°31'—110°11'E)。
该地区主要由盆地和高原组成,包括四川盆地、云贵

高原和川西高原,海拔范围以1000~3000m为主。
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川
西高原属于高原山地气候。植被类型复杂多样,包括

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木本稀树草原、稀树草

原[19]、草地、农用地、农用地/自然植被拼接等8种。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气候条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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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

区域之一。

1.2 数据和处理

西 南 地 区 NDVI 数 据 来 自 NASA 提 供 的

MOD13A3(https:∥e4ftl01.cr.usgs.gov/MOLT/

MOD13A1.006/)数 据,其 时、空 间 分 辨 率 分 别 为

16d,1km。该数据已经过几何精校正、辐射校正、
大气校正等预处理。在本文分析中,把该数据利用最

大合成法得到月最大合成值,以进一步减少云层、大
气气溶 胶 的 影 响。土 地 利 用 数 据 来 自 NASA 的

MCD12Q1数据(https:∥lpdaac.usgs.gov/products/

mcd12q1v006/),该数据时、空间分辨率分别为1a,

500m。在本研究中,为了从空间上匹配NDVI数据,
我们依据IGBP(International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分类方案,将
MCD12Q1重采样至1km分辨率[20],结合研究需求

对部分土地利用类型合并,最终得到12类西南地区

土地类型: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灌丛、稀树草原、
木本稀树草原、草地、水体、农用地、农用地/自然植被

拼接、城市、裸地。
西南地区气象数据来自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http:∥data.cma.cn/)提供的2001—2018年西南地

区105个标准地面观测站逐日实测资料。本研究分

析计算了西南地区年平均最高温、年平均温、年平均

最低温和年总降水量,然后将各项气象数据分别与其

监测站点海拔高度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

显示,所有气象数据与监测站点海拔高度,均在0.01
显著水平上显著相关。因此,将各项气象数据结合站

点所在海拔高度,使用 ArcGIS进行协同 Kriging插

值[21]。对插值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平均误差小于

0.1%,插值精度较好,满足研究需求。

1.3 方 法

1.3.1 研究区2001—2018年 NDVI数值等级划分

 为了分析2001—2018年NDVI数值的分布格局变

化,将NDVI从数值上分为5个等级:小于0.2,0.2~
0.4,0.4~0.6,0.6~0.8以及0.8以上,并将研究时段

平均分为每6a一段,即:2001—2006年、2007—2012
年和2013—2018年3个时期,使用 ArcGIS作图得

到西南地区2001—2018年NDVI空间分布和各值段

的比例。

1.3.2 2001—2018年NDVI变化趋势 采用Theil-
Sen中值趋势分析,研究长时间序列植被NDVI变化

的趋势,并耦合 Mann-Kendall趋势检验判断趋势的

显著性[22]。基于 Theil-Sen和 Mann-Kendall,把西

南地区NDVI变化趋势分为4个等级:显著改善、不

显著改善、不显著退化和显著退化,用于分析该地不

同植被、不同区域NDVI变化趋势。

1.3.3 研究区2001—2018年植被类型转换对NDVI
的影响 为了量化不同植被类型转化对西南地区

NDVI增长的贡献,以2001—2006年各像元 NDVI
数据为基础,计算不同植被类型改变对 NDVI提高

的影响度指数[26],探索哪种植被的转化是西南地区

NDVI数值增加的主因。

1.3.4 研究区2001—2018年 NDVI与气象要素的

相关性 为了分析NDVI与主要气象要素气温和降

水的关系,计算NDVI与最低温、平均温、最高温以及

年降水量的Pearson偏相关系数[18]平均值。将其分为

5个等级:强正相关(大于0.6),正相关(0.2~0.6),弱相

关(-0.2~0.2),负相关(-0.2~-0.6)和强负相关(小
于-0.6),在空间上进行逐像元偏相关计算,利用

ArcGIS绘图得到 NDVI与气象要素的偏相关关系

空间分布。

2 结果与分析

2.1 西南地区NDVI变化特征

依据已经确定的12种土地使用类型,挑选出主

要植被类型8种(从2001—2018年,灌丛在植被类型

所占比例小,变化也很小,故未参与分析),发现西南

地区2001—2018年不同植被NDVI从数值到增长趋

势均不同(图1)。从数值来看,西南地区2001—2018
的NDVI均值为0.58,森林类型(针、阔、混交林)的

NDVI均值最高,达到0.70,超出平均值20.69%。草地

最低,仅为0.42,低于平均均值27.59%。农用地、
农用地/自然植被拼接属于农用地类,木本稀树草原、
稀树草原属于稀树草原类,这二者与平均均值基本

相当,分别为0.53,0.60。2001—2018年西南地区不

同类植被NDVI数值差异表现为:森林类>稀树草

原类>农用地类>草地。用趋势线斜率表示不同植

被的 NDVI增 长 趋 势[23-24]。同 样 由 图 1 可 得,

2001—2018年所有植被类型平均NDVI的趋势线斜

率为0.0039,这一数值与2001—2016年全国均值

0.0044基本相当[25],其中农用地/自然植被拼接类型

趋势线斜率最大,为0.0062,其次为稀树草原类,分
别为稀树草原(0.0047)、木本稀树草原(0.0040),其后

为混交林(0.0030)、阔叶林(0.0028)、农用地(0.0024)
和针叶林(0.0012),草地的趋势线斜率最小,仅为

0.0008。2001—2018年 西 南 地 区 不 同 植 被 NDVI
增长趋势表现为:农用地类>稀树草原类>森林类>
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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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南地区2001-2018年不同植被NDVI随时间变化

2001—2018年NDVI各值段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2所示,对应各值段所占比例详见表1。由表1所示,

NDVI在0.4~0.8值段占比超过90%,高值分布区

域由超过0.8的云贵高原以南逐步扩张到岷江—乌

蒙山以东的城市群以外大片区域(图2),表现为

NDVI数值增高、高值段分布范围逐年增大的特征。
以0.6~0.8高值段 NDVI为例,2007—2012年比

2001—2006年增加了21.40%,2013—2018年又比

2007—2012年增加了32.33%(表1)。川西高原西北

部在整个研究时段都属于 NDVI低值(小于0.4)分
布区(图2),分布面积占比有逐年下降趋势(表1)。

  表1 西南地区不同等级NDVI值所占的空间比例 %

NDVI 2001—2006年 2007—2012年 2013—2018年

0~0.2 1.00 0.86 0.73

0.2~0.4 6.86 6.79 6.05

0.4~0.6 54.99 47.15 32.45

0.6~0.8 36.82 44.70 59.15

0.8~1 0.34 0.50 1.62

图2 西南地区2001-2018年各时段NDVI值空间分布

  为了说明NDVI增长趋势的显著性,图3给出了

西南地区NDVI显著改善、不显著改善、不显著退化

和显著退化分布图。由图3可见,以岷江—乌蒙山为

界(图3虚线),以东区域包括四川盆地、贵州、重庆呈

NDVI显著改善区,以西区域则呈轻微改善甚至退化

状态,退化趋势主要出现在成都西北部、川滇交界的

横断山脉以及云贵高原西部等地。显著改善、不显著

改善、不显著退化和显著退化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67.09%,24.59%,6.80%和1.52%(详见表2)。其中

农用地/自然植被拼接类型显著改善的面积占比最

高,达到93.46%,其次为稀树草原类,超过75%,阔
叶林、混交林紧随其后,接近70%,草地的显著改善

面积占比最少,只有32.55%。对所有植被类型来说,
呈显著退化趋势的面积占比都较低,除农用地达到

6.31%以外,其余均不超过3%。
图3 西南地区2001-2018年NDVI变化趋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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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西南地区各植被覆盖类型NDVI的变化趋势 %

植被类型   
显著

改善 退化

不显著

改善 退化

针叶林 35.25 2.77 42.24 19.74
阔叶林 68.40 0.31 25.99 5.30
混交林 69.99 0.41 24.35 5.24
木本稀树草原 75.67 1.24 17.30 5.79
稀树草原 77.81 1.69 15.30 5.20
草 地 32.55 1.51 54.57 11.37
农用地 58.66 6.31 23.82 11.21
农用地/自然植被拼接 93.46 0.21 5.32 1.01
占总面积百分比 67.09 1.52 24.59 6.80

2.2 植被类型转化对NDVI的影响

分 析 MCD12Q1 数 据 发 现,中 国 西 南 地 区

2001—2018年的植被覆盖面积占比稳定在98%左

右,主要类型是森林类(针、阔、混交林),其次是木本

稀树草原、稀树草原、草地和农田。这5种主要植被

类型中,只有森林类的面积增加,且增速随时间增加:

2001—2006年增长了1.46%,2006—2012年,2013—

2018年分别增长了5.17%和17.43%。已知森林类

型的NDVI均值最高(图2),因此,20a来天然林保

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该地 NDVI增长贡献

主要体现在其他植被向森林类的转化上。分析发现,
从2001—2018年,西南地区植被类型转换的突出特

征是从低值NDVI植被类型向高值NDVI植被类型

的转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稀树草原类型向森林类型

的转化,总转化面积达到73693km2,其次为草地向

稀树草原、稀树草原向木本稀树草原、农用地向稀树

草原的转化,总转化面积分别为14530,12403和

8565km2(图4)。基于这些转化数据,使用ArcGIS
软件,给出了新增森林植被在西南地区的空间分布

(图5)。

图4 西南地区2001-2018不同植被类型间的转化面积

由图5可见,木本稀树草原、稀树草原向森林的

转变主要发生在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以外的地区,其

中稀树草原向森林的转化发生在云贵高原中部和四

川盆地南缘,木本稀树草原转变为森林的区域更广。
表3给出了3个6a时段内植被类型的净转化率,即
净转化面积(转出面积与转入面积的差)除以该类型

植被的初始面积。每种低NDVI植被向高NDVI植

被的净转化率都随时间呈现递增,净转化率最大的是

农用地向稀树草原以及木本稀树草原向森林的转化,
二者在2013—2018年段均超过了10%,增速最快。
从不同植被类型的转变对NDVI增长贡献来看,各转

化的影响度指数排序如下:木本稀树草原转化为森林

类(5330.62)>稀 树 草 原 转 化 为 木 本 稀 树 草 原

(3628.66)>稀树草原转化为森林类(1706.14)>草

地转化为稀树草原(1326.99)>农用地转化为草原

(819)。其中,从木本稀树草原和稀树草原向森林类

型转化的影响度指数占总指数的54.69%,是西南地

区NDVI增长的主要贡献因子。

图5 西南地区2001-2018年新增森林植被的空间分布

  表3 西南地区不同植被类型的净转换比例 %

植被覆盖类型 2001—2006 2007—2012 2013—2018
稀树草原—森林 0.59 1.07 2.36
农用地—稀树草原 -0.72 7.91 12.00
草地—稀树草原 1.69 2.85 3.29
稀树草原—木本稀树草原 -0.01 2.14 3.41
木本稀树草原—森林 0.52 2.93 11.68

2.3 区域气候变化对NDVI的影响

2001—2018年,西南地区最低温、平均温和最高温

及年降水量均值分别为10.02℃,14.26℃,20.37℃和

1015.95mm,这些气象要素均呈现上升趋势(图略)。
最低温的趋势线斜率为0.0330,高于最高温(0.0233)
和平均温(0.0228),增长趋势最显著。2001—2018年

年降水量趋势线斜率为4.319,亦呈上升趋势。对西

南地区不同植被类型的NDVI与气温、降水进行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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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和图7。由表4可见,不同植

被NDVI与最低温、最高温、平均温和年降水量均呈

现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NDVI与气温的正相关性

大于降水,具体为:NDVI-最低温>NDVI-平均温>
NDVI-最高温>NDVI-年降水量。不同植被类型的

NDVI与气象要素的相关性有差异,针叶林与气温和

降水的相关性最不显著。除针叶林和农用地外,其他

植被类型的NDVI与最低温、最高温、平均温的偏相

关系数都超过0.5,呈显著正相关(绝大部分满足p<
0.01)。稀树草原、农用地类的 NDVI与降水呈显著

正相关(p<0.05)。
使用 ArcGIS软件进行逐像元分析得到偏相关

系数空间分布如图6所示。由图6可见,NDVI与气

温和降水的相关性具有空间差异,不同植被类型和不

同区域差异较大。总体来看,在岷江—乌蒙山以东地

区(除重庆南部)最高,以西地区较复杂:NDVI与年

降水量整体呈负相关或弱正相关,云贵高原中部地区

表现为NDVI与最低温、最高温、平均温的负相关区

域。另外,云贵高原以南地区表现出NDVI-最低温的

强正相关。为了定量分析气温和降水对西南地区

NDVI增长的贡献,我们以年平均气温指示“气温”,
年均降水量指示“降水”,对2001—2018年的年均气

温和年降水量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可知2001—2018年西南地区 NDVI增加的

41.8%可以用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来解释,温度和降水

的贡献率分别为32.35%和14.54%。

   表4 西南地区2001-2018年不同植被类型

NDVI与气温和降水的偏相关系数

植被类型    
平均温/
℃

最高温/
℃

最低温/
℃

降水/
mm

针叶林 0.448 0.447 0.469 0.075
阔叶林 0.634** 0.585* 0.697** 0.420
混交森林 0.620** 0.603* 0.669** 0.360
木本稀树草原 0.614** 0.587* 0.710** 0.455
稀树草原 0.564* 0.514* 0.697** 0.511*

草 地 0.694** 0.595* 0.748** 0.261
农用地 0.386 0.352 0.539* 0.516*

农用地/自然植被拼接 0.607** 0.546* 0.745** 0.532*

平 均 0.611** 0.564* 0.726** 0.489*

  注:*表示p<0.05的双面显着性水平;**表示p<0.01的双

面显着性水平。

图6 西南地区2001-2018年NDVI与各气侯因子的偏相关系数空间分布

3 讨 论

(1)西南地区岷江—乌蒙山东、西两侧NDVI的

差异性表述。2001—2018年西南地区NDVI数值和

变化趋势均体现了以岷江—乌蒙山为界的东、西两侧

不对称的特点,这与该地一直以来的研究结论类

似[11,27-29]。但在不对称问题的描述上有分歧,2001—

2018年的结果显示界线以东是NDVI的高值区域和

显著改善区,以西为NDVI低值区和轻微改善区甚至

退化区。这一结果与2000年后西南地区的相关研究

结论相似[11,27-28],但与早期的研究结果相反[29]。这可

能与该地区1961—2005年年均降水量呈缓慢下降趋

势[30]有关。同时,可能是2010年后该地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等林业生态保护政策实施的效果

逐步凸显的影响,这一政策在不同地区对NDVI增长

的影响时效不同,如在黄土高原[31]、毛乌素沙漠地

区[32]略提前。另外,目前常用的长时间序列 NDVI
资料主要来自GIMMS,SPOT,MODIS等,虽然这些

资料在大尺度时空趋势上基本一致,MODISNDVI
数据相对更优[33],但可能会由不同区域、不同植被类

型、不同研究时段等使研究结果产生差异[33-34]。因

此,西南地区岷江—乌蒙山东、西两侧 NDVI变化及

影响因素,特别是定量分析,需要更多资料和信息多

方验证。
(2)NDVI变化是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复杂作用

的结果,单一讨论某一方面则趋于片面。NDVI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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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其主要驱动力为人类活动和气

候变化(特别是气温和降水),这一结论已基本达成共

识[35-37]。本文为了量化这二者对于西南地区 NDVI
的贡献,同时由于这一地区就此公开发表的详尽结论

较少、人为和自然因素复杂,因此分别加以阐述。这

一做法在很多研究中常见。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区域

差异性的气候变化作用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因素相互

渗透,如,退耕还林导致土壤侵蚀改善对NDVI的贡

献[38],区域气候变化导致植被稳定性变化对于NDVI
的影响等[39],NDVI的变化大多是二者共同、相互影

响的结果。目前,地理探测器原理[40]揭示 NDVI变

化的人为和自然驱动效果的方法得到了应用,2020
年以来,在内蒙[41]、宜宾等[42]地进行了研究,虽然结

果不尽相同,但已取得了初步结论。这也是今后西南

地区植被变化驱动力研究的方向之一。

2020年10月《Nature》最新研究指出,在中国以

往的研究中低估了西南地区植被覆盖改善的意义,尤
其在天然林固碳方面[43],这为后续研究西南地区森

林植被变化对区域气候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扩展

方向。

4 结 论

(1)2001—2018年,西南地区主要植被类型的

NDVI数值均呈增长趋势,高NDVI植被呈逐年递增

性扩大。以岷江—乌蒙山为界,以东为NDVI高值区

和显著改善趋势区,以西为低值区和不显著改善、甚
至退化趋势。

(2)2001—2018年,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

等政策实施促使该地植被类型由低NDVI植被向高

NDVI植被转换,且净转换面积百分比逐年增加。其

中,贡献度最大的是稀树草原类型向森林类型的转

化,其次为草原向稀树草原、稀树草原向木本稀树草

原、农用地向稀树草原的转化。
(3)2001—2018年,西南地区区域气候的暖、湿

化变化是该地NDVI改善的重要自然因素,NDVI增

加的41.8%可以用气候变化来解释,温度和降水的贡

献率分别为32.35%和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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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孟加拉国城市扩张的景观格局
变化特征及其模式

石小倩1,赵筱青1,JakariyaMD2,李思楠1,普军伟1

(1.云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2.南北大学 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达卡1229,孟加拉国)

摘 要:[目的]对1980年以来孟加拉国城市扩张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其模式进行研究,为该国及发展

中国家的城市土地利用与管理提供差异化发展建议。[方法]以“一带一路”沿线孟加拉国的4个主要城市

Dhaka,Chittagong,Khulna和Sylhet为研究对象,分析1980,1990,2000,2010和2017年5期4个城市扩张

过程中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识别城市扩张模式。[结果]1980—2017年,孟加拉国4个主要城市的扩张规

模表现为:Dhaka>Chittagong>Khulna>Sylhet,扩张速度表现为:Sylhet>Dhaka>Chittagong>Khulna;4
个城市扩张的景观格局变化趋势均表现为面积持续增加,优势度加强,破碎化程度波动上升。空间格局向

复杂化和不规则化方向发展,空间形态逐渐多样化。1980—1990年,Dhaka,Chittagong和Sylhet这3个城

市扩张的主要模式为外部扩张式,Khulna主要为邻接扩张式,1990—2017年,邻接扩张式成为4个城市扩

张的主要模式,城市连片度逐渐增高。[结论]1980年以来,孟加拉国城市持续扩张,景观格局发生显著变

化,扩张模式总体呈由外部扩张式向邻接扩张式转变的趋势。

关键词:城市扩张;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特征;扩张模式;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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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ModelsofLandscapePatternChangesin
UrbanExpansioninBangladeshSince1980

ShiXiaoqian1,ZhaoXiaoqing1,JakariyaMD2,LiSinan1,PuJunwei1

(1.SchoolofEarthSciences,Yunnan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500,China;

2.SchoolofEnvironmentalScienceandManagement,North-SouthUniversity,Dhaka1229,Bangladesh)

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andlandscapepatternchangeofurbanexpansioninBangladesh
since1980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differentiateddevelopmentsuggestionsforurbanlanduseand
managementinBangladeshanddevelopingcountries.[Methods]TakingDhaka,Chittagong,Khulnaand
Sylhet,fourmajorcitiesofBangladeshialongthe“OneBeltandOneRoad”astheresearchobjects,the
characteristicsoflandscapepatternchangeintheprocessofurbanexpansionin1980,1990,2000,2010and
2017wereanalyzed,andthepatternofurbanexpansionwasidentified.[Results]From1980to2017,the
expansionscaleofthefourmajorcitiesinBangladeshwasshowedas:Dhaka>Chittagong>Khulna>Sylhet,

andtheexpansionspeedwasshowedas:Sylhet>Dhaka>Chittagong>Khulna.Thetrendoflandscape
patternchangeofthefourcitiesshowedthattheareacontinuedtoincrease,thedominancestrengthened,the
degreeoffragmentationfluctuated,thespatialpatterndevelopedtowardcomplexityandirregularity,andthe
spaceformationgraduallydiversified.From1980to1990,externalexpansionwasthemainpatternofurban



expansioninDhaka,ChittagongandSylhet,whileadjacentexpansionwasthemainpatternofurbanexpansionin
Khulna.From1990to2017,adjacentexpansionbecamethemainpatternofurbanexpansioninallthefour
cities,andthedegreeofurbanconnectivityincreasedgradually.[Conclusion]Since1980,thecityofBangladesh
wasexpandingcontinuously,andthelandscapepatternchangedsignificantly.Theexpansionpatternchanged
fromexternalexpansiontoadjacentexpansion.
Keywords:urbanexpansion;landscapepattern;urbanexpansionpattern;temporalandspatialvariation;

Bangladesh

  19世纪以来,全球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

10%增长至55%[1]。虽然城市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3%,却居住着1/2以上的人口,城市发展在促进世界

经济繁荣的同时规模也在不断扩张[2-3]。这一过程

中,大量植被、农业用地等被占用,引发了一系列生态

环境和社会问题,尤其以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

最为突出[4-6]。长期以来,学者们针对城市扩张开展

了大量研究,涉及城市扩张的形态、特征、模式、驱动

和预测等。目前城市扩张特征研究方法主要有景观

格局指数[7]、空间指标评价法[8]、信息熵指数法[9]和

梯度分析法等[10];在城市扩张模式方面,学者们主要

采用景观扩张指数[11-12]识别城市扩张模式,挖掘城市

扩张的动态演变规律。但目前城市扩张研究多以单

个特大城市或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13-14],对规模、功
能定位和人口密度不同的多个城市扩张对比研究仍

较缺乏。当前城市扩张特征研究主要从城市建设用

地空间扩张角度开展,认为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城市的

空间扩张是重合的[15-16],通过监测城市建设用地的变

化可以有效反映城市扩张特征及发展状况[17-18]。因

此,本研究也将建设用地作为城市变化监测的主要指

标来研究城市的扩张过程。
孟加拉国自1972年独立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

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大量

占用其他地类,引发了严重的用地矛盾。同时,孟加

拉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极

具发展潜力的国家,探索其城市扩张规律有助于充分

了解城市发展特点,为经济体量相差悬殊、城市化发

展程度不同的中孟两国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推动沿线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建立更加均衡的新型

全球伙伴关系。本研究以孟加拉国4个主要城市

Dhaka(达卡)、Chittagong(吉大港)、Khulna(库尔

纳)、Sylhet(锡尔赫特)为研究对象,提取1980,1990,

2000,2010和2017年5期城市土地利用信息,通过

分析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时空变化

特征,来反映城市扩张特征,探讨城市扩张模式。研

究结果可为孟加拉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土地利用

与管理提供差异化发展建议。

1 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孟加拉国国土面积147570km2,东、西、北三面

与印度毗邻,东南部与缅甸相连,南临孟加拉湾,介于

88.01°—92.41°E,20.34°—26.38°N之间。2017年总

人口约1.6亿,人口密度高达1260人/km2,是世界

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
雨集中且多暴雨,河道纵横、水系交错且地势低平,雨
季常遭受洪涝灾害,是全球水患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研究 区 聚 焦 于 孟 加 拉 国 Dhaka,Chittagong,

Khulna和Sylhet这4个主要城市(图1)。

图1 研究区区位

Dhaka地处孟加拉国中部(90.01°—90.51°E,

23.53°—24.04°N),作为首都和第一大城市,承载了全

国37%的城市人口,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Chittagong位于孟加拉国东南部(91.36°—91.70°E,

21.86°—22.99°N),地理条件优越,拥有众多天然良

港,聚集了全国40%的大型工业,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和最大 港 口 城 市;Khulna地 处 孟 加 拉 国 西 南 部

(89.34°—89.45°E,21.71°—23.01°N),是全国第3大

城市和主要工商业经济中心,交通发达,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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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意义;Sylhet是孟加拉国东北部主要的中心城市

(91.63°—92.01°E,24.61°—25.19°N),2017年人口规

模达44.58万人,人口密度较高。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从美国地质勘探局(https:∥earthexplorer.
usgs.gov/)收 集 了4个 城 市 多 时 相(1980,1990,

2000,2010和2017年)的LandsatMSS/TM 遥感影

像,其中1980年Landsat-3MSS影像空间分辨率为

80m,其他年份 Landsat-5TM 影像空间分辨率为

30m。所收集影像时间均为3—4月(当地旱季),云
量控制在5%以内,能够满足研究区地物信息识别要

求。首先利用ENVI5.2和ArcGIS10.2软件,对遥感

影像进行辐射校正、几何校正、图像增强、镶嵌裁剪、波
段组合和再投影等预处理,其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光谱特征和纹理形状建立解译标志,最后利用最

大似然法进行遥感影像监督分类,将研究区土地分为

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利

用类型)两类。分类提取的建设用地解译精度为

92.53%,满足研究要求。最后将分类结果进行重采

样,统一到30m×30m空间尺度以进行后续分析。

1.3 研究方法

1.3.1 景观格局指数 研究城市扩张的景观格局特

征可为理解城市化进程提供支持[7]。参考相关文献,
本研究从景观类型面积、密度、形态及集聚性等方面

选取了8种景观格局指数(表1),运用Fragstats4.2
软件计算1980年以来孟加拉国4个城市的建设用地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城市扩张过程中的景观格局变化

特征,反映城市扩张规律。

表1 景观格局指数表

景观格局指数 缩 写 生态学意义

斑块类型总面积 CA 本文中CA表示建设用地类型景观中斑块的总面积,是基础的景观格局指数。

景观面积指数
斑块类型占
景观面积的比例 PLAND PLAND是确定景观中优势景观要素的依据之一,也是决定景观中生物多样性、优势

种和数量等指标的重要因素。

最大斑块指数 LPI LPI可直接体现景观的优势类型,反映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和景观生态的干扰强度。

斑块数量 NP NP表示景观中某斑块类型的斑块总数,是直接反映破碎化程度的指数。
景观斑块密度
及差异指数

斑块密度 PD PD表示每100hm2 土地范围内的斑块数量。
平均斑块面积 AREA_MN AERA_MN的变化能反馈丰富的景观生态信息,是反映景观异质性的关键。

景观形状指数 景观形状指数 LSI LSI是对类型聚集或离散程度的度量,体现景观中斑块形状的变化。
景观聚集度指数 聚集度指数 AI AI表示景观区域内斑块离散程度。

1.3.2 景观扩张指数 景观格局指数可以表达某个特

定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但不能表征城市扩张的动态

演 化 过 程[19-20]。部 分 学 者 构 建 了 景 观 扩 张 指 数

(LEI)[11]来弥补其局限。本文采用武鹏飞等人[12]的研

究成果计算景观扩张指数(LEI,landscapeexpansion
index)、平 均 景 观 扩 张 指 数(MLEI,meanlandscape
expansionindex)和 面 积 加 权 平 均 景 观 扩 张 指 数

(AWLEI,areaweightedlandscapeexpansionIndex),实
现对研究区城市扩张模式和规模等特征的定量分析

(表2)。计算公式为:

   LEI=
Ap-Ao

Ap+Ao
(1)

   MLEI=∑
n

i=1
LEIi/n (2)

   AWLEI=∑
n

i=1
LEIi×

ai

A
(3)

式中:Ap 为建设用地扩张斑块的增加面积;Ao 为与扩

张斑块处于相邻关系的原斑块面积;LEIi 为第i个扩

张斑块的景观扩张指数;n 为建设用地斑块类型中所

有扩张斑块的数量;ai 为第i个扩张斑块的面积;A
为建设用地斑块类型中所有扩张斑块的总面积。

表2 景观扩张指数与城市扩张模式类型

名称 取值范围 数值意义 城市扩张模式

LEI (-1,1] LEI大小反映与原斑块相比,扩张斑块的空间
规模。LEI绝对值越大,Ap 与Ao 差值越大。

当LEI=1时,为外部扩张模式;当LEI≠1时,为邻接
扩张模式。

MLEI (-1,1] MLEI越大,外部扩张式斑块数量越多。 当MLEI=1时,为外部扩张模式;当MLEI≠1时,不明确。

AWLEI (-1,1] AWLEI描述城市空间扩张过程。通常
AWLEI越大,城市扩张规模相对越大。

当AWLEI=1时,城市只有一个扩张斑块,且其扩张模
式为外部扩张式;当AWLEI≠1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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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城市扩张的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研究 运 用 Fragstats4.2 软 件 计 算 得 到 1980,

1990,2000,2010和2017年5期4个城市建设用地景

观类型的面积、密度、形态和集聚性方面8种景观格

局指数(图2),分析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建设用地景观

格局指数变化特征,反映城市扩张规律(图3)。

图2 1980-2017年4个城市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指数

2.1.1 景观面积指数(CA,PLAND和LPI)变化特征

 1980—2017年,4个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CA)大幅

增加(图2—3),城市空间显著扩张。Dhaka城市扩张

面积增加最多,增加了22805.01hm2;Chittagong次

之,增加了12520.44hm2;Khulna和Sylhet增加最

小,分别增加了3330.99和2643.12hm2;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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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Dhaka,Chittagong,Khulna和Sylhet这4个

城市的扩张速度分别为3436%,2963%,1265%和

9888%。其中,Sylhet地区1980年建设用地面积较

小,37a间面积增加了近100倍,因此城市扩张速度

最快。PLAND表示建设用地类型面积占城市整体

景观面积的比例。1980年4个城市的PLAND均较

小,介于0.01%~0.45%之 间;2017年 Dhaka最 大

(15.96%),Sylhet最小(0.78%);1980—2017年,建设

用地优势度不断增加。其中Sylhet和Dhaka增长较

快,增长速度分别为7700%和3347%;Chittagong和

Khulna增长较慢,分别为2840%和1150%(图2)。
建设用地中的最大斑块占建设用地类型面积比例

(LPI)增加表明建设用地中优势斑块增大,人类活动

增强。1980—2017年,Dhaka,Chittagong和Sylhet
的LPI持续增加,分别增加了10.12,2.04,0.48,说明

3个城市在扩张的同时不断集聚;Khulna则先增后

减,前30a间由0.04增至0.70,后7a降至0.45,说明

该城市持续扩张后出现离散和破碎化的趋势(图2)。

图3 城市1980-2017年城市扩张空间分布及细节放大图

2.1.2 景观斑块密度及差异指数(NP,PD和AERA_

MN)变化特征 建设用地斑块数量(NP)越多,建设

用地景观破碎度越高。1980—1990年,4个城市的

NP均增加,增长速度介于460%~3513%之间;

1990—2000年,Dhaka,Chittagong和Sylhet的 NP
减少,其中Chittagong减少速度最快(-71.80%),

Khulna缓慢增加,增长速度为10.71%;2000年后,4
个城市的 NP均逐渐增加,增长速度介于222%~
1441%之间。NP的变化受新增斑块与原斑块相对

位置的影响,若新增斑块与原斑块不相连,NP值增

加;若新增斑块在原斑块的基础上扩张(与之相连),

NP将保持不变或减少。1980—1990年,4个城市的

NP均增加,说明破碎化程度均较高;1990—2000年,

Dhaka和Chittagong城市的NP大幅减少,但是两城

市的扩张面积持续增加,说明10a间零散的建设用

地斑块扩张并相互合并,城市连通度增加,而其他两

个城市的 NP变化不大;2000年后,4个城市的 NP
均再次增加,说明城市发展加快过程中破碎化逐渐显

现。建设用地斑块密度(PD)反映景观空间结构复杂

性,与景观破碎化程度成正比[21]。PD越大表明城市

建设 用 地 斑 块 分 布 越 破 碎,空 间 异 质 性 越 高[22]。

1980年以来,Dhaka,Chittagong和Sylhet的PD呈

先增后减再增的变化趋势,其中Dhaka城市增量最

大,Khulna则持续增加,说明4个城市建设用地景观

总体趋于复杂。建设用地平均斑块面积(AERA_

MN)可表征景观破碎度,AERA_MN越小,破碎度越

高[23]。1980—2017年,Dhaka,Chittagong和Khulna
的AERA_MN变动差异较大,Sylhet则逐渐增大(图

2),表明该城市的景观破碎化程度逐渐降低。

2.1.3 景观形状指数(LSI)变化特征 LSI越大,城
市建设用地斑块形态越复杂和不规则化,人类活动对

城市生态系统干扰较强[24]。1980—1990年,4个城

市的LSI均增加,表明城市扩张的空间形态向复杂

化、不规则化和多样化发展;1990—2010年,Khulna
的LSI相对较低且变化较小,表明该城市扩张形态趋

于稳定,而Dhaka,Chittagong和Sylhet城市的LSI
持续增加,表明它们的扩张形态逐渐破碎和不规则

化;2010—2017年,Dhaka的LSI增加最多,是城市

扩张最不规则的城市,其他城市增加相对较少。

2.1.4 景观聚集度指数(AI)变化特征 AI描述城市

建设用地空间连通性及聚集程度,AI越大表示建设

用地景 观 中 斑 块 越 聚 集,连 通 性 强 且 结 构 紧 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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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7年,4个城市的AI均介于84%~95%之

间,表明城市建设用地聚集程度较高且连通性较好。
但总体AI呈下降趋势,说明城市建设用地聚集度降

低,景观异质性增强(图3)。综上所述,1980—2017
年,景观面积指数(CA,PLAND,LPI)变化表明4个

城市扩张面积持续增加,但各城市扩张面积与速度差

异较大,建设用地景观类型优势度不断增加;景观斑

块密度大小及差异指数(NP,PD,AERA_MN)变化

表明4个城市的NP总体呈增加趋势,景观破碎化明

显,空间结构复杂且异质性不断增加;景观形状指数

(LSI)变化表明4个城市扩张的空间形态趋于复杂和

不规则化;聚集性指数(AI)总体较大,但均有不同程

度降低,表明景观异质性增强。主要原因是1980年

以来孟加拉国人口不断增长,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

高的国家之一;通过不断调整和改革探索,产业结构

得到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

升,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特别是近年来该国积极

参与区域合作,强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不断

融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孟加

拉国的城市扩张,城市建设用地景观优势度不断提

高,扩张面积持续增加,破碎化程度波动上升,景观格

局向复杂化和不规则化方向发展,景观空间形态逐渐

多样化。

2.2 城市扩张模式分析

研究通过ArcGIS10.2和Excel软件计算景观扩

张指数(LEI)、平均景观扩张指数(MLEI)和面积加

权平均景观扩张指数(AWLEI),分析城市扩张模式

和扩张规模(表3)。

表3 Dhaka,Chittagong,Khulna和Sylhet地区1980-2017年景观扩张指数对比

项 目 时 期 Dhaka市 Chittagong市 Khulna市 Sylhet市

1980—1990年
25 40 29 7

7.49% 18.35% 53.70% 21.88%

1990—2000年
729 125 164 76

LEI处于(-1,1)区间的
斑块数量(个)及所占
比例/%

85.26% 80.13% 87.70% 86.36%

2000—2010年
641 795 163 124

66.70% 75.42% 86.70% 76.07%

2010—2017年
770 1454 246 403

50.55% 66.94% 81.45% 95.05%

1980—1990年
309 178 25 25

92.51% 81.65% 46.30% 78.13%

1990—2000年
126 31 23 12

LEI=1的斑块数量(个)
及所占比例/%

14.74% 19.87% 12.30% 13.64%

2000—2010年
320 259 25 39

33.30% 24.57% 13.30% 23.93%

2010—2017年
753 718 56 21

49.44% 33.06% 18.54% 4.95%
1980—1990年 0.84 0.68 0.01 0.71

MLEI
1990—2000年 -0.52 -0.32 -0.57 -0.59
2000—2010年 -0.24 -0.47 -0.62 -0.40
2010—2017年 0.11 -0.19 -0.57 -0.79
1980—1990年 0.96 0.84 0.36 0.90

AWLEI
1990—2000年 0.34 0.91 0.40 0.71
2000—2010年 -0.07 0.02 -0.06 0.52
2010—2017年 0.78 0.45 0.08 -0.32

2.2.1 景 观 扩 张 指 数 (LEI)分 析 由表3可知,

1980—1990年,Dhaka,Chittagong和Sylhet城市的

外部扩张式斑块均占扩张斑块总量的78%以上,城
市扩张的主要模式为外部扩张式,而Khulna城市的

邻接扩张式斑块占扩张斑块总量的53.70%,扩张模

式以邻接扩张式为主;1990—2000年,4个城市的外

部扩张式斑块占比均大幅下降,邻接扩张式斑块占比

增加显著,占比均介于80.13%~87.70%之间,邻接

扩张式成为了4个城市的主要扩张模式;2000—2010
年4个城市的邻接扩张式斑块占比虽小幅下降,占比

均介于66.70%~86.70%之间,但仍是4个城市的主

要扩张模式;2010—2017年,Sylhet的邻接扩张式斑

块占比增加(95.05%),其他3个城市占比下降,介于

50.55%~81.45%之间,4个城市的邻接扩张式斑块

均超过扩张斑块总量的1/2,邻接扩张式仍是4个城

市的主要扩张模式(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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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平均景观扩张指数(MLEI)分析 由表3可

知,1980—1990 年,Dhaka,Chittagong 和 Sylhet的

MLEI远大于Khulna,表明3个城市的外部扩张式斑

块数量比Khulna多;1990—2010年,4个城市的 MLEI
均为负值,表明它们的外部扩张式斑块数量均较少;

2010—2017年,Dhaka的外部扩张式斑块数量较多,
其他3个城市较少。其中,2017年Dhaka的外部扩

张式斑块数量为753个,Sylhet仅为21个(表3)。

2.2.3 面积加权平均景观扩张指数(AWLEI)分析 
由表3可知,1980—1990年,Dhaka,Chittagong和

Sylhet城市的 AWLEI远大于 Khulna,表明它们的

空间扩张 规 模 较 大,Khulna较 小;1990—2000年,

Chittagong和Sylhet两城市的空间扩张规模较大;

2000-2010年,Sylhet城市扩张规模较大,Dhaka
和Khulna两 城 市 较 小;2010—2017 年,Dhaka 和

Chittagong两城市扩张规模较大,Sylhet较小(图4)。
总体上,1980—1990年,Dhaka,Chittagong和Sylhet
3个城市扩张的主要模式是外部扩张式,Khulna城市

是邻接扩张式,1990—2017年,4个城市扩张的主要

模式均为邻接扩张式(表3,图4);Dhaka在1980—

1990年,2000—2017年的扩张规模较大,Chittagong
在1980—2000年,2010—2017年的扩张规模较大,

Khulna仅在2000—2010年扩张规模较大,Sylhet在

1980—2000年扩张规模相对较大。

图4 不同时期内Dhaka,Chittagong,Khulna和Sylhet城市扩张模式空间分布及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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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关于城市扩张景观格局时空动态变化结果的探讨

1980年以来,孟加拉国4个城市均快速扩张,但
扩张的景观格局时空动态特征存在差异。4个城市

的扩 张 规 模 为:Dhaka>Chittagong>Khulna>
Sylhet,扩张速度为:Sylhet>Dhaka>Chittagong>
Khulna。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城市扩张速度与城市

规模成反比”不尽相同[25-26],Sylhet符合这一规律,其
他3个城市则相反。Sylhet由于1980年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较小,面积成倍增长后体现出较快的城市扩张

速度。其他3个城市扩张速度与城市规模关系与前

人研究结果不符,则是因为孟加拉国特殊的国情。首

都Dhaka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之一,为容纳

更多人口,其城市范围必定持续扩张;Chittagong作

为孟加拉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该国40%的大型工业,
工业和贸易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促进了

Chittagong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人口的大量涌入和

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近40a来Dhaka和Chittagong
两城市的扩张速度居高不下,高于规模较小的Khulna。
同时,世卫组织曾指出,行政地位较高的城市更有可

能获得大量的土地资源,来满足城市空间扩张与经济

发展需求,城市扩张范围也与其自然环境、行政区划、
人口密度和规划实施的差异有关[26]。Dhaka作为孟

加拉国首都和第一大城市,城市扩张面积总增量最

大,与Fei等[3]和Terfa等[27]在中国和非洲的城市扩

张研究结果一致。孟加拉国、中国和非洲等广大发展

中国家都处于城市快速扩张阶段,扩张特征存在相似

性。1980—2017年,孟加拉国4个主要城市扩张特

征存在相似性,多表现为城市扩张面积增加、规模变

大、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空间异质性特征增强,斑块

形状趋于复杂并朝多样化方向发展。这与Schneider
等[28]和 Wu等[29]分别对全球25个城市和美国2大城

市(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的景观格局研究结论相似。

1980年以来,4个城市扩张的主要模式总体呈由外部

扩张式向邻接扩张式转变的趋势。虽然它们的扩张规

模大、速度快,但扩张方式较为杂乱且无序。为控制孟

加拉国主要城市的非理性扩张,政府应加强城市扩张

监测和调控,建立长期的城市扩张评估机制;完善土地

征用程序,制定农田保护政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
进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增强公众参与度,听取意

见,凸显城市规划的效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3.2 孟加拉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可能对城市建成区

及边缘区造成的环境影响

洪水无疑是孟加拉国的主要自然灾害和环境问

题。近年来,虽然频繁发生的洪灾引起了全球的重点

关注,但由于暴雨后城市的内涝问题和城市边缘低洼

地区的长期洪水泛滥已成为孟加拉国城市普遍存在

的问题。特别是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不透水表面的增

加,加剧了雨季洪灾对Dhaka,Chittagong,Khulna和

Sylhet城市的影响,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1980年

以来4个城市建设用地有了显著扩张,其大规模的扩

张和不透水表面的增加,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排水系

统,导致了下垫面的改变,土地硬化情况严重。一方

面导致径流系数增加,洪峰提前,使得雨水下渗量减

少,地面径流的汇流时间变短,导致河流和湖泊湿地

等水域水位增加;另一方面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

建设逐步在地势低平或低洼地进行,人工化的城市环

境改变了雨水汇流机制,导致低洼地区自然排水不

畅,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水系紊乱和河道与排水管网

淤塞等情况,导致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下降。
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也会对城市边缘区的水

土流失产生影响,城市建设用地边缘区是典型的生态

脆弱带,作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人类活

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最强烈、变化最迅速的地

区,在这个各种建筑活动高度集中的特殊地带,是城

市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
口迅速增长、建设用地显著扩张、不透水表面的增加

和缺乏有效的环境政策是造成孟加拉国城市内涝、水
土流失问题严重、原有地表植被受损、原有地类地貌

发生变更的因素,同时这些人类活动也增加了其他自

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研究孟加拉国4个城市

长时间序列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和景观格局时空变

化特征有利于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缓解自然灾

害环境问题提供可靠有效的基础数据。

4 结 论

(1)1980—2017年,孟加拉国4个主要城市的扩

张面积持续增加。2017年Dhaka,Chittagong,Khulna
和Sylhet这4个城市的扩张速度较1980年分别增长

了3436%,2963%,1265%和9888%。
(2)1980—2017年,孟加拉国4个主要城市景观

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城市扩张面积持续增加、景观优

势度加强、破碎化程度波动上升,整体景观格局向

复杂化和不规则化方向发展,景观空间形态逐渐多

样化。
(3)1980—1990年,Dhaka,Chittagong和Sylhet

的城市扩张的主要模式是外部扩张式,Khulna主要

为邻接扩张式,1990—2017年,邻接扩张式成为4个

城市扩张的主要模式,城市连通度逐渐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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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格局
———以内蒙古自治区森工湿地生态系统为例

刘 润1,2,王 兵1,2,牛 香1,2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北京100091;2.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江西 新余336600)

摘 要:[目的]对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格局进行研究,为保护该区森工湿地生态系统

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2018年内蒙古森工湿地资源调查数据为基础,内蒙古森工

湿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利用市场价值法、碳税法、工业制氧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污染防治成本法和专

家评估等生态经济价值评价方法,逐项对其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等8项服务功能所产生的价值量进行评

估。[结果]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量为860.92亿元;其中,涵养水源、降解污染、提供生

物栖息、固土保肥、固碳释氧、科研文化游憩、改善小气候和营养物质积累价值量分别为:111.78,104.02,

89.38,67.64,56.16,43.25,24.11和5.53亿元。大杨树、乌尔旗汗和库都尔林业局生态价值量排位列前三,分

别为111.78,104.02和89.38亿元。[结论]各项服务功能,以涵养水源、降解污染和提供生物栖息为主导服

务功能,以营养物质积累为最小服务功能。从整体空间格局分布来看,各林业局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量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均表现为:中部>西南部>北部。

关键词: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价值量;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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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PatternofWetlandEcosystemServiceFunction
-ACaseStudyonForestryIndustryWetlandEcosysteminInnerMongoliaAutonomousRegion

LiuRun1,2,WangBing1,2,NiuXiang1,2

(1.ResearchInstituteofForestEcology,EnvironmentandProtection,ChineseAcademyofForestry,Key
LaboratoryofForestEcologyandEnvironmentofNationalForestryandGrasslandAdministration,Beijng100091,China;

2.DagangshanNationalKeyFieldObservationandResearchStationforForestEcosystem,Xinyu,Jiangxi3366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patternoftheforestindustrywetlandecosystemservicefunctioninInner
Mongolia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sustainableutilizationofforestindustry
wetlandecosystemandresources.[Methods]Basedonthesurveydataofwetlandresourcein2018inInner
Mongoliaforestryenterprise,andtheInnerMongoliaforestryenterprisewetlandecosystemwastakenasthe
researchobject.Accordingtotheevaluation methodsofwetlandecosystem servicevaluewhich were
commonlyusedathomeandabroadsuchasmarketvalue,carbontaxmethod,industrialoxygenproducing
method,shadowengineeringmethod,pollutioncontrolcostmethod,expertevaluationandsoon,thevalue
ofeightservicefunctionssuchaswaterconservation,carbonfixationandsoonwereevaluated.[Results]

Thetotalvalueoftheservicefunctionwas8.61×1010yuan;andthoseofwaterconservation,carbonfixation
andoxygenrelease,degradationpollution,soilconversation,nutrientaccumulation,improvingthemicroclimate,

habitats,andscientific,culturalandrecreation,wererespectively1.12×1010yuan,1.04×1010yuan,8.94×



109yuan,6.76×109yuan,5.62×109yuan,4.33×109yuan,2.41×109yuan,and5.53×108yuan,Thetotal
valueofDayangshu,WuerqihanandKudurForestryBureaurankedinthetopthree,whichwere1.12×1010yuan,

1.04×1010yuanand8.94×109yuanrespectively.[Conclusion]Waterconservation,degradationpollutionand
habitatsaretheleadingservicefunctions;Withthenutrientsaccumulationastheminimumservicefunc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theoverallspatialpatterndistribution,theoveralltrendofthespatialdistributionof
thevalueinallforestrybureausisasfollows:inthecentral>inthesouthwest>inthenorth.
Keywords:wetlandecosystem;servicefunction;spatialpattern;InnerMongoliaforestryenterprise

  湿地生态系统为具有独特特性的生态系统,其介

于陆地与水域之间,并且兼具二者的景观特性,是地

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人们誉为“自然之

肾”[1-3]。相对森林生态系统而言,湿地生态系统的研

究历史尚浅,但是其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成果却是屡

见不鲜,也成为当前较为前沿的研究课题。基于前人

的认识[4-5],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指其提供的能够

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6]。独特的地理位

置赋予了湿地生态系统多种服务功能,如:涵养水源、
固碳释氧、固土保肥、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等[7-8]。近些年来,由于人们对湿地生态系统能够为

人类带“福祉”的认识不足,同时在湿地资源的开发利

用、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不足,导致湿地资源面积、湿地

生态环境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对湿地生态系

统进行合理管护和维持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实现

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客观、全
面、科学地对湿地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

评价,精准量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以更

加直观的形式使人们认识到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带

来的“福祉”,不仅能够客观反映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

国有林管理局(以下简称“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

统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且为内蒙古森

工湿地生态系统的合理规划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因此,本文采用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内蒙古森工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可为保护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科学依据以及为内蒙

古森工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森工林区地跨呼伦贝尔和兴安盟两个盟

市,是我国四大重点国有林区之一,是我国最大的集

中连片区,也是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的天然屏障

和分界线,其地理坐标(119°36'26″—125°24'10″N,

47°03'26″—53°20'00″E)。内蒙古森工湿地资源是我

国湿地资源最丰富的林区之一,具有湿地面积大、湿
地类型多、以及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特点;同时也是嫩

江和额尔古纳水系的重要发源地,林区内有大小河流

7146条,其中一级支流100条,二级支流884条,河

流总长9443km[9],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为当

地珍稀水禽提供了重要繁殖栖息地和迁徙停歇地。
林区海拔250~1745m,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该研究区具有我国独

有的原生性寒温带针叶林森林生态系统和多种过渡

的生态类型,是重要的野生物种栖息地,在我国国土

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10]。依据2018年内蒙古森工湿地资源调查显示,
内蒙古森工湿地总面积1.20×106hm2,约占实际经

营面积的12.29%,占全国湿地面积的3.35%。依据

中国湿地类型划分标准,将内蒙古森工湿地划分为:
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4大类,共
有永久性河流、永久性淡水湖、藓类沼泽、草本沼泽、
灌丛沼泽、森林沼泽、沼泽化草甸、地热湿地和库塘9
个湿地型(表1)。

表1 内蒙古森工湿地资源

湿地类型 湿地型/hm2 面积/hm2 所占比例/%
河流湿地 永久性河流 35762.32 2.97
湖泊湿地 永久性淡水湖 2207.42 0.18

藓类沼泽 352.15 0.03
草本沼泽 563958.21 46.86

沼泽湿地
灌丛沼泽 100994.1 8.39
森林沼泽 475414 39.50
沼泽化草甸 22385.28 1.86
地热湿地 2347.07 0.20

人工湿地 库 塘 85.49 0.0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主要是

计算生态效益价值量。其数据来源包括两部分:

①湿地资源数据由内蒙古森工提供;②社会公共数

据来源于我国权威机构所公布的社会公共数据,包括

《中国水利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建筑工

程预算定额》,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
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网 站

(http:∥www.nhfpc.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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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改革会第四部委2003年第31号令《排污费征

收标准及计算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中《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内蒙古自治区物价局网

站(http:∥www.nmgfgw.gov.cn)等。

2.2 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

湿地是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独特的生态系统,是
重要的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和自然生态系

统有序循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1-12]。本研

究结合Costanza等[13]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体

系,利用在深入分析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过程

的基础上,利用市场价值法、碳税法、工业制氧成本

法、影子工程法、污染防治成本法和专家评估等生态

经济价值评价方法[3,14],逐项对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进行评估(表2)。其中,市场价

值法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个生产要素,环境质量的变

化进而导致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从而导致产品

价格和生产水平的变化,该法适用于没有费用支出但

市场价值的环境效应价值核算。碳税法和工业制氧

成本法用于评价生态系统固碳价值,它将生态系统每

年固定CO2 的量乘以碳税的影子价格,从而得出生

态系统每年释放的氧气量乘以工业制氧成本即估算

成生态系统释放氧气的价值。影子工程法是在生态

环境破坏后,人工建造一个工程代替原来的环境功

能,以此工程投资来计算破坏的经济损失。

表2 价值量评估指标体系及计算公式

生态效益 评估指标 计算公式 参数说明

供给服务

涵养水源价值 U涵=C水·P+R水·K
U涵 为湿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价值(元/a);C水 为湿地生态系统水 资 源 总 量
(m3);P 为生活用水价格(元/m3);R水 为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m3);K 为水净
化费用(元/m3)。

固碳释氧价值 U固=2〔1.63R碳(L+Q)·C碳+1.2
(L+Q)·C氧〕

U固 为湿地生态系统固碳释氧的价值(元/a);L 为芦苇产量(t/a);Q 为其他水生
植物产量(t/a);R碳 为CO2中碳的含量;C碳 为固碳价格,约为1200元/t;C氧

为氧气价格,约为1000元/t;2为本研究认为上一年度的水生植物全部沉入水底
形成泥炭,且上一年度与评估年度的水生植物量相等。

固土保肥价值 U土=0.025A·C·V土+0.025A·
C(N 含+P含+K含)·V肥

U土 为湿地生态系统固土保肥的价值(元/a);N 含 为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平均N含
量(%);P含 为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平均P含量(%);K含 为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平
均P含量(%);C 为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平均容重(g/m3);V土 为挖取和运输单位
体积土方所需费用(元/m3);V肥 为化肥平均价格(折纯)(元/a);A 为湿地面积
(hm2);0.025为土壤平均侵蚀深度(m)。

营养物质积累功能 U积累=A(N 含+P含+K含)·V肥/1000
U积累 为湿地生态系统营养物质积累价值(元/a);N 含 为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平均
N含量(%);P含 为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平均P含量(%);K含 为湿地生态系统土
壤平均P含量(%);V肥 为化肥平均价格(折纯)(元/t);A 为湿地面积(hm2)。

调节服务
降解污染价值 U降=C降·A·R U降 为湿地生态系统降解污染物的价值(元/a);C降 为单位面积湿地降解污染的

价值〔美元/(hm2·a)〕;R 为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

改善小气候 U改善=189×24A·P电 U改善 为湿地生态系统改善小气候价值(元/a);P电 为用电的价格(元)

支持服务 生物栖息地的功能 U生=S生·A·R U生 为湿地生态系统生物栖息地价值(元/a);S生 为单位面积湿地的避难所价值
〔美元/(hm2·a)〕

文化服务 科研文化游憩 U游憩=P游憩A·R U游憩 为湿地生态系统科研文化游憩价值(元/a);P游憩 为单位面积湿地科研文化
游憩价值〔美元/(hm2·a)〕

3 结果与分析

3.1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

由图1可见,内蒙古森工各林业局(自然保护区、
经营所)湿地生态系统年涵养水源价值量为0.52~
39.29亿元,年降解污染价值量为0.35~26.62亿元,
年固碳释氧价值量为0.10~7.29亿元,年固土保肥价

值量为0.12~8.78亿元,年营养物质积累价值量为

0.01~0.72亿元,年改善小气候价值量为0.04~3.13
亿元,年科研文化游憩价值量为0.07~5.61亿元,年
生物栖息地价值量为0.27~20.33亿元。内蒙古森工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涵养水源价值量为302.62
亿元;年降解污染价值量为205.00亿元;年固碳释氧

价值量为56.16亿元;年固土保肥价值量67.64亿元;
年营养物质积累价值量5.53亿元;年改善小气候价值

量为24.11亿元;年科研文化游憩为43.24亿元;年生

物栖息地价值为156.61亿元。从该结果可以看出,内
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在维持涵养水源功能方面效果

显著,这与何冰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主要原因是湿地

生态系统的主要体现在蓄水、调节洪流方面,同时其具

有湿地斑块间的供水作用,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区域水

平衡状态,进而改善湿地生态系统的环境状况。

68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图1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

  由图2可知,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涵养水

源、降解污染、生物栖息3项服务功能的价值量分别

占其总价值量的35.15%,23.81%和18.19%,合计占

到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77.15%,体现了相

当大的优势。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量从大到小排序为: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生物栖

息>固土保肥>固碳释氧>科研文化游憩>改善小

气候>营养物质积累。由此可以确定内蒙古森工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以涵养水源、降解污染和生物

栖息地为“核心”服务功能,营养物质积累为最小服务

功能,即便是价值量最小的服务功能,但在湿地生态

系统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会决定整个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15],在生态系统中,营养物质是保证生物

体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若发生营养物质短缺的现

象,就会出现竞争,进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3]。
本研究与宋庆丰等[3]对黑龙江省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研究结果一致,得出涵养水源和降解污染功能

均为主导服务功能。但潘文斌等[16]对湖北保安湖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进行研究,得出涵养水源、有
机物生产以及固碳释氧功能为核心功能,这主要是与

研究区域的环境概况密切相关。

3.2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空间

格局特征

由图3可知,内蒙古森工各林业局湿地生态系统

各项服务功能价值量中,湿地生态系统各服务功能价

值量位于前5位依次为:大杨树>乌尔旗汗>库都尔

>根河>毕拉河;汗马>额尔古纳>乌玛>奇乾>永

安山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经营所)各项服务功能价值

量均位于后5位。各林业局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总价值量前5分别为:大杨树(111.78亿元)>乌尔旗

汗(104.02亿元)>库都尔(89.38亿元)>根河(85.44

亿元)>毕拉河(77.62亿元),占到总湿地生态系统价

值量的54.39%;汗马(5.77亿元)>额尔古纳(4.34亿

元)>乌玛(3.35亿元)>奇乾(2.86亿元)>永安山

(1.48亿元),占到总湿地生态系统价值量的2.07%;
内蒙古森工各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经营所)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均为:中部

>西南部>北部。这主要是由于内蒙古森工林区水

系众多,同时沼泽湿地占地面积分布范围较广,主要

集中在大杨树、乌尔旗汗、库都尔、根河、图里河和毕

拉河林业局。因此,该区域各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所创造的湿地生态效益也较为突出。

图2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比例

4 讨 论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格局

与其湿地资源自身的属性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直接

的关系。
(1)与林区内的水系密切相关。内蒙古森工湿

地生态系统是以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为主的湿地生

态系统。林区河流众多,水系发达。据统计,全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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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共有大大小小河流或小溪7414条。与此同时,在
全林区流程在30km以上的河流多达135条。沼泽

湿地为1.17×106hm2,占总面积的96.84%。湿地具

有调洪蓄水、防御风暴、调节气候的重要功能,是降低

自然灾害的“缓冲器”,对于构建防灾减灾、缓解全球

气候变暖等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17]。同时,《湿地公

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都强调了湿地对调节气

候的重要性,湿地水分的蒸发和植被叶面上的水分蒸

腾,可使湿地与大气之间能量和物质不断地进行交

换,从而保持当地的湿度和降水量[18-20]。因此,湿地

生态系统在蓄水、调节河川径流、补给地下水和维持

区域水平衡发挥着重要的中作用[21]。

图3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空间分布格局

  (2)与自然因素有关。温度、水文、地质以及植

被 状 况 是 影 响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时 空 变 化 的 直 接 因

素[22]。内蒙古森工林区中部水系较多,水质较好,为
植被生长繁育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而创造更高的

生态价值。曾有研究表明:水质级别、植被覆盖度、污
染物以及水体富营养化程度都是影响湿地生态系统

健康的主要因素[23-25]。也有学者对洞庭湖湿地生态

系统进行研究发现,温度升高,水质污染和水体富营

养化程度严重或导致湿地生态环境的生态质量下降、
生态功能衰退[26]。

(3)与人为因素有关。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干

扰程度加强也会是对湿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27-28]。
有研究表明,内蒙古呼伦贝尔等人口密度较大,人类

活动干扰较为显著,导致湿地生产力明显下降,说明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的 生 产 力 容 易 受 到 社 会 环 境 的 影

响[29]。也研究者对鄂尔多斯、赤峰和通辽等地进行

研究发现,人类活动频繁程度会导致湿地生态系统的

水质、植被覆盖度降低以及景观多样性降低。同时也

说 明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对 人 类 活 动 干 扰 的 敏 感 性 较

强[30]。通过对内蒙古大兴安岭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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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价值量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人类活动较小的区域

所产生的生态价值较高。

5 结 论

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从大

到小排序为: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生物栖息>固土

保肥>固碳释氧>科研文化游憩>改善小气候>营

养物质积累;其中,以涵养水源、降解污染和提供生物

栖息为主导服务功能,所产生的价值量分别为302.62,

205.00和156.61亿元;以营养物质积累价值量最小,为

5.53亿元;涵养水源和降解污染功能,在维持其湖泊、
河流、水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较高的提供生物

栖息地价值量,也表明内蒙古森工湿地生态系统为野

生动植物提供良好的繁衍和栖息的场所,生物多样性

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
内蒙古森工各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经营所)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均为:
中部>西南部>北部。这主要是因为受林区内的水

系、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对各林业局(自然保

护区、经营所)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

导致各项服务功能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布。
本研究对各个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经营所)各项

服务功能价值量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虽然在结果上

反映了各项功能的空间分布,但是由于数据和资料的

限制,缺乏对该研究区各项服务功能价值量时间上的

动态变化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更加全面地对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研究,以准确、全面地反映湿地生

态系统的各项服务功能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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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
驱动因素与调控对策

陈前虎,张泸少,周 明
(浙江工业大学 设计与建筑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摘 要:[目的]探究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与优化机制,为实现土地资源高效优配提供对策

和建议。[方法]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熵值法、自然断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2007—

2018年浙江省69个县(市)域的土地利用效率演变特征及优化机制。[结果]①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

效率演变呈明显的“三阶段”特征,县(市)域差异持续缩小,并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态势;根据2018
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可将浙江省划分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效率4类分区。

②2007,2012和2018年,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驱动因素分别为资本投入规模、资源环境规

制和科技创新能力;2018年,各驱动因素对不同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③基于

2018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及其驱动因素特征,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分区的

土地管控政策,并制订差异化的土地利用优化策略。[结论]浙江省土地利用效率及其驱动因素具有明显

的时空异质性,科技创新能力为现阶段首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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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andOptimizationStrategyofLandUseEfficiencyat
County(City)LevelinZhejiangProvince

ChenQianhu,ZhangLushao,ZhouMing
(SchoolofDesignandArchitecture,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31001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volutionandoptimizationmechanismof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
ZhejiangProvince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suggestionsonrealizingefficientandoptimalallocationof
landresources.[Methods]UsingSBM-Undesirablemodel,entropymethod,naturalbreakpointmethodand
geographicaldetectormodel,the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optimizationmechanismoflanduseefficiency
of69counties(cities)inZhejiangProvincefrom2007to2018werestudied.[Results]① Theevolutionof
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ZhejiangProvincewascharacterizedby“threestages”,andthe
differencebetweencountiescontinuestonarrow,showingaspatialdifferentiationtrendof“highintheeast
andlowinthewest”.Accordingtotheclassificationof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2018,

ZhejiangProvincecouldbedividedintofourzones:highefficiency,mediumefficiency,mediumefficiency
andlowefficiency.②In2007,2012and2018,theimportentdrivingfactorsof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
(cities)inZhejiangProvincewerethescaleofcapitalinvestment,theregulation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nd
theability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2018,thedrivingfactorshaddifferenteffectsonland



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differentdistricts.③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landuseefficiencyof
counties(cities)andtheirdrivingfactorsin2018,thispaperproposedlandmanagementandcontrolpolicies
fordifferentdistrictsandformulatesdifferentiatedlanduseoptimizationstrategiesbasedontheprincipleof
“efficiencyfirst”.[Conclusion]ThelanduseefficiencyanditsdrivingfactorsinZhejiangProvincehave
obvioustemporalandspatialheterogeneity,andtheability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the
primarydrivingfactoratthisstage.
Keywords:landuse;SBM-Undesirablemodel;geographicaldetectormodel;ZhejiangProvince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的约束

作用愈发明显[1],对此,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指南》提出,要“促进城镇空间集中集聚

集约发展,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在此背景下,各地对

建设用地指标这一“稀缺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作

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土地利用等多个系统相互作

用的结果,土地利用效率强调以最小的要素投入获得

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产出[2],是衡量和配置城镇

建设用地指标的重要标尺。为此,如何在科学评价土

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揭示其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高效利用提供决策依据,已
成为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亟待研究的重要

课题。国内外关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成果已相当

丰硕。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视域广泛:从生态系

统服务、碳储存、粮食供应等角度评估土地利用效率,
以实现区域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3-4];定量探究土地

所有制、土地租赁制度、地价管理制度等政策制度及

管理体系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5-6];通过测算

土地利用效率以综合评价棕地修复方案[7];等。国内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土地利用效率测算[8]、时空格局演

变[9-10]及影响机制探讨等[11-12]内容:在评价体系构建

方面,从早先仅关注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转向重视经

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例如有学者将职工平均工

资、社会发展指数、园林绿地面积、环境污染物等指标

纳入评价体系,以综合测算土地利用效率[13-15],但相

关研究对水、能源等关键资源要素有所忽视,因而较

难满足现阶段国土空间全要素管控的要求;在研究对

象选取方面,多侧重对省域、市域单元的土地利用效

率进行时空格局演变研究[16-18],而针对县域单元的相

关研究较为欠缺,但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

地域分工基础,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国家高质量发

展进程[19];在优化机制探讨方面,多运用Tobit回归

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探究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

变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政策、规模、社会、环境等方

面因素 是 造 成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区 域 差 异 的 主 要 原

因[20-24],但鲜有对驱动因素的分异特征进行分析,以
致不能为发展特征各异的地区提供精准的决策依据。

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市)域为研究对象,在科

学构建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SBM-
Undesirable模型、熵值法、自然断点法和地理探测器

模型,揭示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特征,
并根据2018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情况,确
定浙江省土地利用效率的4类分区;探究浙江省县

(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的演变,分析各分区土

地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新一轮

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土地管控策略及政策设计提

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118°01'—123°10'E,27°02'—31°11'N)
位于东海之滨,全省国土总面积1.06×105km2,仅占

全国的1.1%,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人均自然

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

第3[25]。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在省直管县体制的支

撑下,以县域经济为基础,通过打造以专业市场、产业

集群和民营经济为特征的遍地开花的“浙江模式”,从
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然而,随着近年来发展

环境的变化及土地成本上升、土地供应逐年趋紧状况

加剧,这种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扁平化区域经济发展

模式日渐遭遇瓶颈,省域土地资源结构错配与效率低

配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1.2 研究方法

1.2.1 SBM-Undesirable模 型 SBM-Undesirable
模型是以传统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的效率分

析方法。该模型不仅可对具有多投入产出指标的决

策单元进行相对效率评价,且无需事先进行生产函数

和指标权重的设定,因而避免了在表达投入产出关系

时的主观因素,还可解决变量的松弛性问题和径向问

题带来的测量误差,使效率测量结果更加准确[26]。
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ρ=min
1-
1
m∑

m

i=1

S-
i

xi0

1+
1

s1+s2
(∑

s1

r=1

sg
r

yg
r0
+∑

s2

r=1

sb
r

yb
r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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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x0=Xλ+s-,yg
0=Ygλ-sg,yb

0=Ybλ+sb,

s-≥0,sg≥0,sb≥0,λ≥0
式中:ρ为效率值;λ为权重向量;r代表第r个生产

决策单元;r0 代表待求的生产决策单元;s- 表示投

入冗余;sb 表示非期望产出冗余;sg 表示期望产出

的不足;m 为投入要素数量;s1 为期望产出数量;s2
为非期望产出数量。

1.2.2 熵值法 熵值可用于判断指标离散程度,熵
值越大,说明该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小,对综合评价结

果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小,因此,在进行多指标综合评

价时,可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各指标权重,从而避免指

标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并为评价结果提供依据,计算

步骤为:
(1)利用极值法[27]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计算熵值ej:

     ej=-k∑
m

i=1
pijlnpij (2)

式中:m 为县(市)域总数;i为县(市)域序号;j 为

指标序号;pij为指标标准值占总标准值的比重;k=
1/lnm。

(3)确定指标权wj:

     wj=
1-ej

∑
n

i=1
(1-ej)

(3)

式中:n 为指标总数。

1.2.3 自然断点法 自然断点法是基于数据特点以

及自然分组,对分类间隔进行识别,并对相似值进行

最恰当地分组,在组间数据值差异相对较大的位置处

设置边界,从而使各组之间的差异最大化[28];利用

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工具可对浙江省县(市)
域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合理分类,并实现空间可视化。

1.2.4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模型是分析地

理事物内在驱动机制的统计学方法,该方法可克服传

统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性,在探究要素空间分

异、格局演变等方面的应用较为广泛[29]。地理探测

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工具可通过检验某驱动因素和

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说明该驱动因素对地

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计算公式为:

     q=1-
1

nσ2∑
m

i=1
niσ2i (4)

式中:q为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的解释力大小,值
域为[0,1];m 为次级区域个数;ni 为次一级区域样

本数;n 为整个区域样本数;σ2i 为次一级区域土地

利用效率的方差;σ2 为整个区域的方差。q 值越大

表示该驱动因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解释力越强,即影

响程度越高。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浙江省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对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

标准[30],本文参照前人研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31],并借鉴绿色索洛

增长模型[32],综合考虑土地利用过程中所需投入的各

类要素,以及所产出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和环境污

染问题,构建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

体系(表1)。由于固定资本存量无法在统计年鉴中直

接获取,故利用历年固定投资总额,以永续盘存法计算

固定资本存量[33];此外,本文所涉及的经济数据均利

用历年价格指数换算为以2007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表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指标

土地要素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km2

资本要素 固定资本存量/104 元

劳动力要素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104 人

资源要素
城镇用电量/104kW·h
城镇供水总量/104m3

经济效益 二三产业增加值/104 元

期望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 元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元

环境效益 城镇公园绿地面积/104m2

非期望产出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量/104t

环境污染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工业烟尘排放量/t

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需的统计数据均来源于2008—2019年

《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浙江省各地级

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对于部分县市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完善。
为完整揭示2007—2018年浙江省各县(市)域土地利

用效率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单元的选取以2007
年的县(市)域行政区划为依据,共包括11个地级市

市区及58个县(含县级市、自治县)。

3 结果与分析

3.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与分区

3.1.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 由图1
可知,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呈明显的

“三阶段”特征,与此同时,县(市)域差异总体呈现持

续缩小的态势:第一阶段(2007—2010年),土地利用

效率处于高速增长期;第二阶段(2010—2015年),处
于增速换挡期,尤其在2012年步入新常态后,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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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异明显缩小;第三阶段(2015—2018年),土地利

用效率恢复高速增长状态。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

率分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效率4类,并
选取2007,2012和2018年进行可视化(图2)。总体

来看,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呈“东
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态势,高效率和中高效率县(市)
域由浙南片区逐渐向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

四大都市区及丽水—青田—景宁片区集中,中等效率

和低效率县(市)域逐渐向西南、向北缩减,最终形成

“都市圈层化”的分布结构特征。 图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趋势

图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布

3.1.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区 以2018
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为依据,将浙江省划分

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效率4类分区(表
2),为差异化的土地资源管控及高效利用策略提供支

撑。①高效率区内部县(市)域数量占比为31.88%,
主要位于省域四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县市,包括杭州

市区、宁波市区、金华—义乌市区、温州市区等22个

县(市)域。随着中心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其对高

端要素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都市区内部要素流通和

专业化分工态势不断深化,扩散效应和同城效应得到

充分发挥,使得都市化地区较早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转

换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土地利用效率总体高于其

他地区。②中高效率区内部县(市)域数量占比为

27.54%,主要位于都市区边缘,包括湖州市区、建德

市、余姚市、玉环县等19个县(市)域。该地区在发展

过程中,受到都市区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并形成区

域协同联动效应,这使其发展模式转型加快,土地利

用结构得到显著优化,因而土地利用效率较高。③中

等效率区内部县(市)域数量占比为21.74%,分布较

为零散,包括临海市、开化县、安吉县、宁海县等15个

县(市)域。该地区大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
具体体现为区位边缘化加剧、传统发展路径依赖、要

素支撑能力薄弱等,导致土地产出效益低下、集约化

程度不高,土地利用效率一般。④低效率区内部县

(市)域数量占比为18.84%,主要分布于浙西南和浙

北片区,包括衢州市区、常山县、江山市、长兴县等13
个县(市)域。该地区或因区位偏远、发展动力不足

(浙西南),或因发展路径依赖、转型不力(浙北地区),
未能很好地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导致土地利用粗

放、结构不合理,集约高效的生产力布局尚未形成,土
地利用效率较低。

3.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

3.2.1 驱动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为探讨影响浙江省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
结合方创琳、卢新海、白永平、吴群、李菁等学者的研

究[19,34-37],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
选取资源环境规制(X1)、科技创新能力(X2)、对外开

放程度(X3)、资本投入规模(X4)、产业结构特征

(X5)、交通区位条件(X6)这6项指标作为探测因素,
构建指标体系(表3);其中,交通区位条件的得分经

由多指标加权求和获得,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测度,
与中心城市距离、公路网密度和高铁站点数量的权重

分别为0.16,0.2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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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区概况

分区名称 县(市)名称 比例/%

高效率区 
杭州市区、宁波市区、金华市区、温州市区、舟山市区、义乌市、慈溪市、苍南县、景宁
畲族自治县、乐清市、丽水市区、青田县、绍兴市区、嵊泗县、台州市区、温岭市、新昌
县、永康市、奉化区、柯桥区、洞头区、嵊州市

31.88

中高效率区
湖州市区、建德市、余姚市、玉环县、东阳市、永嘉县、桐庐县、岱山县、富阳区、诸暨
市、文成县、瑞安市、临安区、磐安县、平阳县、天台县、泰顺县、上虞区、象山县 27.54

中等效率区
临海市、开化县、安吉县、宁海县、浦江县、庆元县、海盐县、遂昌县、淳安县、龙游县、
云和县、平湖市、海宁市、武义县、仙居县 21.74

低效率区 
嘉兴市区、德清县、桐乡市、江山市、缙云县、龙泉市、三门县、松阳县、嘉善县、长兴
县、兰溪市、衢州市区、常山县 18.84

表3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指 标 指标定义            
资源环境规制(X1) 节能环保支出/总财政支出(%)

科技创新能力(X2) 专利授权量(项)

对外开放程度(X3) 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资本投入规模(X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产业结构特征(X5)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交通区位条件(X6) 与中心城市距离(km)、公路网密度(km/km2)、高铁站点数量(个)

3.2.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演变

 以2007,2012,2018年为时间节点,利用地理探测

器模型识别各因素对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的驱动作用(q值)。由表4可知,2007,2012,2018年

的重要驱动因素分别为资本投入规模、资源环境规制

和科技创新能力,各驱动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县(市)域
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2007年,浙江省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主要受资本投资规模、科技创

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影响;2012年,资源环境规制

成为重要驱动因素,资本投入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的

驱动作用大幅下降,产业结构特征和交通区位条件的

驱动作用凸显;2018年,科技创新能力成为重要驱动

因素,其次分别为产业结构特征、交通区位条件等。
此外,各因素驱动作用的整体差异正逐步缩小,说明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受到多因素综

合影响。

表4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因子探测结果

年份
资源环境规制

(X1)
科技创新能力

(X2)
对外开放程度

(X3)
资本投入规模

(X4)
产业结构特征

(X5)
交通区位条件

(X6)

2007 0.1523 0.2628 0.2185 0.3752 0.1713 0.0638

2012 0.3681 0.2977 0.1440 0.2109 0.2699 0.1601

2018 0.2078 0.3250 0.2081 0.2334 0.2920 0.2883

3.2.3 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分析 
进一步探究2018年4类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的驱动因素,以期为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决策依

据。由表5可知,各因素对不同分区县(市)域土地利

用效率的驱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高效率区的主要驱

动因素为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特征和交通区位条

件;中高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资本投入规模、科
技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中等效率区的主要驱动

因素为科技创新能力、资源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特

征;低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交通区位条件、科技

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特征。对各驱动因素的具体分

析如下。
(1)资源环境规制。资源环境规制是促进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必要途径,进而是推进绿色发展、提
升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2018年,资源环境规

制对中等效率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用

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原因可能是中等效率区尚处转型

发展攻坚期,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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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显著;而其他地区绿色发展模式已初步建立,资
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环境

规制作用较不明显。
(2)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够充分激发土

地、劳动力、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产出潜力,进而突

破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为土地利用效率提

升提供了重要保障。高效率区作为省内创新型人才、
企业及高等院校的重要集聚区,科技发展水平、科研

产出质量高,因而2018年科技创新能力对高效率区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其他地

区科技发展水平相对弱后,科技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

明显弱于高效率区。
(3)对外开放程度。外商投资不仅能带来稀缺

资本要素,还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对土地利用效率

提升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尤其是近年来浙江省开始转

变外资利用方式,从原先注重政策优惠向优化环境、
创新机制转变,通过完善能效和环保标准体系,引导

外资投向节能环保产业,使得“污染光环”效应愈发显

著。2018年,对外开放程度对不同地区县(市)域土

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高效率

区和中高效率区吸引高质量外资项目的优势突出,对
外开放程度的驱动作用尤为明显。

(4)资本投入规模。资本投入规模能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潜力,随着近年来浙江省大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投资结构得到优化,投资质

量和效益持续提升。2018年,资本投入规模对高效

率区和中高效率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

用较为显著;中等效率区和低效率区由于投资环境欠

佳,资本投入规模的驱动作用相对较弱。
(5)产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特征能够反映地

区产业高级化程度,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可为地区

土地利用带来更高的边际产出效益,进而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近年来,高效率区通过“转方式、调结构”,
大力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了以现代

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这进一步引导了土地利用

结构的优化,因此,2018年产业结构特征对高效率区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

地区。
(6)交通区位条件。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能够

加速资源要素流通,从而使各类资源要素的分布结构

由分散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由此带来土地利用效率

的提升。交通区位条件对高效率区和低效率区的驱

动作用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说明这两个地区更能从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或高速交通系统的完善中获

益,使得原本“低、小、散”的土地利用格局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改变。

表5 各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因子探测结果

区 域
资源环境规制

(X1)
科技创新能力

(X2)
对外开放程度

(X3)
资本投入规模

(X4)
产业结构特征

(X5)
交通区位条件

(X6)

高效率区 0.1811 0.5086 0.2824 0.3091 0.4341 0.4746

 中高效率区 0.2275 0.3486 0.2610 0.3727 0.2497 0.2132

 中等效率区 0.3123 0.3250 0.1742 0.1646 0.2521 0.2072
低效率区 0.1241 0.2432 0.0835 0.1552 0.2153 0.4241

3.3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管控策略与政策设计

基于2018年各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及其

驱动因素特征,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针
对不同分区,提出相应的土地管控政策;与此同时,采
取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方略,制订差异化的土地利用

优化策略。①高效率区在做好存量用地挖掘和城市

更新工作,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的同时,应成为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的主要倾斜地区,以提升对优质资源的

承载力。在政策设计上,该地区首先需坚持将科技创

新作为引领县(市)域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引擎,持续加

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其次,依托

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撑,重点推进数字经济、文化创意、
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最后,借助区位优势,进

一步发挥都市区核心的龙头带动作用,增进对外联系

水平和通达能力,提升区域一体化程度。②中高效率

区需控制建设用地增量,不宜进行大规模开发,并重

点将新增建设用地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

设。为提升县(市)域土地综合产出效益,该地区需通

过政策引导激励,加大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引导国内外资本参与城镇发展建设,
并落实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鼓励资本投入节能环

保、高新技术等战略型新兴产业;此外,应积极培育创

新氛围,通过深化都市区科技合作,共建区域协同创

新体系。③中等效率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破除对

建设用地的路径依赖,通过限制建设用地总量,引导

县(市)域发展从依靠新增建设用地向挖掘存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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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设计上,该地区应重视人才引进,通过吸引智

力型人才入驻,以补足科技创新短板,提升科技创新

支撑能力;同时,应落实好绿色发展理念,加大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力度,促进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利用,以此

为突破口淘汰落后产能,并着力提升都市区产业平台

协同化程度,推进产业向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④低效率区应采取收缩式发展策略,通过

腾退整治低效、闲置用地,缩减建设用地总量,以此倒

逼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的优化。在政策设计上,该地

区一方面需加强高速交通网络化建设,以更好地融入

都市区发展格局,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与发达地区之

间科技创新要素的战略合作,为县(市)域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应立足自然生态禀

赋,并聚焦于对自身特色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积
极探索休闲观光农业、康养度假、文化体验等新产业

形式,从而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

4 讨论与结论

(1)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呈先快速上

升后波动变化再快速上升的“三阶段”演变特征,县
(市)域差异持续缩小,并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

分异态势;根据2018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
可将浙江省划分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

效率4类分区,其县(市)域数量占比分别为31.88%,

27.54%,21.74%和18.84%。
(2)2007,2012,2018年的重要驱动因素分别为

资本投入规模、资源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能力,各因

素在不同时期的驱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2018年,各
驱动因素对不同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

同样存在较大差异:高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科技

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特征和交通区位条件;中高效率

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资本投入规模、科技创新能力和

对外开放程度;中等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科技创

新能力、资源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特征;低效率区的

主要驱动因素为交通区位条件、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

结构特征。
(3)基于2018年各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及其驱动因素特征,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

上,针对不同分区,提出相应的土地管控政策,并采取

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方略,制订差异化的土地利用优

化策略。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方

面,研究期较短,无法全面反映从1998年“不失时机

地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一重大决策提出以及2001年

中国加入 WTO以来,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的演变特征;另一方面,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缺乏

对技术、管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考虑。针对以

上不足,后续研究可通过延长时间跨度、扩充数据来

源等途径,实现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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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太阳山湿地水质现状与富营养化评价

孙旭杨1,赵增锋1,尹 娟1,邱小琮2,王世强1,欧阳虹1,郭 琦1

(1.宁夏大学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2.宁夏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摘 要:[目的]探明宁夏太阳山湿地湖泊水质与富营养化现状,为其生态修复与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方法]于2019年4月、7月、10月和2020年1月对水样进行采集,检测水环境因子理化指标,分析浮游植

物密度、生物量、优势种以及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结果]西湖夏、

秋季为Ⅲ类水,春季和冬季分别为Ⅴ类和Ⅳ类,南湖夏、秋季为Ⅱ类水,春、冬季分别为Ⅳ类和Ⅴ类,小南湖

和东湖最差,全年均为Ⅴ类水。西湖和南湖浮游植物 H'较高,均匀度J 变化幅度小,水体污染较轻。而小

南湖和东湖浮游植物 H'变化较为明显,水质状况较差。西湖夏季水体呈现轻度富营养,其他季节为中营

养状态。南湖情况较好,全年水体均呈现中营养状态。小南湖在夏、秋季为中度富营养,春、冬季为轻度富

营养。东湖除夏季水体呈现中度富营养外,其余季节均为轻度富营养状态。[结论]太阳山湿地湖泊水质

已受到污染,富营养化程度随季节变化较为明显,应密切监测其水质和富营养化趋势,并及时采取相应治

理措施。

关键词:太阳山湿地;水质评价;浮游植物;富营养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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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nWaterQualityandEutrophicationofTaiyangshan
Wetlandin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

SunXuyang1,ZhaoZengfeng1,YinJuan1,QiuXiaocong2,WangShiqiang1,OuyangHong1,GuoQi1

(1.SchoolofCivilandHydraulicEngineering,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
750021,China;2.SchoolofLifeScience,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750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waterqualityandeutrophicationstatus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
itsecologicalrestorationandrational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inTaiyangshanWetlandofNingxiaarea.
[Methods]ThewatersampleswerecollectedinApril,July,October,2019,andJanuary2020,thephysical
andchemicalindicatorsofwaterenvironmentfactorsweretested,andthephytoplanktondensity,biomass,

thedominantspecies,Shannon-Wienerdiversityindex(H')andPielouuniformityindex(J)ofphytoplankton
wereanalyzedinTaiyangshanWetland.[Results]ThewaterqualityinsummerandautumnofWestLake
wasclassⅢ,andthatinspringandwinterwasclassⅤandclassⅣrespectively.Thewaterqualityin
summerandautumnofNanhuLakewasclassⅡ,andthatinspringandwinterwasclassⅣandclassⅤ
respectively.ThewaterqualityinXiaonanLakeandEastLakewastheworstandthatwasclassⅤinthe
wholeyear.Thephytoplanktondiversityindex(H')washigh,thevariationofevenness(J)wassmall,and
thewaterpollutionwaslightinWestLakeandNanhuLake.Thechangeofphytoplanktondiversityindex
(H')wasobvious,andthewaterqualitywaspoorinXiaonanLakeandEastLake.ThewaterbodyofWest
Lakepresentedslighteutrophicationinsummerandmoderatenutritioninotherseasons.Thewaterbodywas



moderatelynutritiousinthewholeyearinNanhuLake.ThewaterbodyofXiaonanLakewasmoderately
eutrophicationinsummerandautumn,andslightlyeutrophicationinspringandwinter.Thewaterbodyof
EastLakepresentedamoderateeutrophicationinsummerandaslighteutrophicationinotherseasons.
[Conclusion]ThewaterqualityoftheTaiyangshan Wetlandlakeshasbeenpolluted,andthedegreeof
eutrophicationchangessignificantlywiththeseasons.Thewaterqualityandeutrophicationstatusofthelake
shouldbecloselymonitored,andcorrespondingtreatmentmeasuresshouldbetakenintime.
Keywords:Taiyangshanwetland;evaluationofwaterquality;phytoplankton;eutrophicationevaluation

  湖泊作为地表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1],除了具有调节河川径

流、提供灌溉用水、旅游观光和沟通航运等方面的功

能外,还在干旱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2]。近年来随着区域气候环境的变化,以
及工农业和旅游行业等人为不合理开发活动的增加,
使得湖泊的形态、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3],水体水质

逐年恶化、浮游植物的种类及多样性也逐年减少[4],
湖泊富营养化问题日益突出。湖泊富营养化是指在

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影响下,氮、磷等营养盐含量在

水体中急剧增加,使生产力较低的贫营养湖泊转变成

为高生产力的富营养湖泊[5]。湖泊富营养化会使得

水生植物和藻类爆发式生长,水体颜色发生变化和水

体透明度降低[6-7],进而造成水质恶化以及破坏湖泊

生态系统平衡能力[8],因此分析并评价湖泊水体水质

现状及富营养化程度,对湖泊水环境治理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太阳山温泉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吴忠市红寺堡

太阳山开发区,东经106°32'01″—106°40'58″,北纬

37°23'59″—37°29'17″。湿地公园总面积2447.50hm2,
湿地面积1492.7hm2,水域面积654.8hm2,其中湿

地类型丰富,包含了河流湿地中的季节性河流,湖泊

湿地中的永久性淡水湖、季节性咸水湖等诸多种类。
太阳山温泉国家湿地公园是宁夏中部干旱带稀有和

独特的湿地类型,处于宁夏多个重要生态功能区交汇

处,对蓄洪抗旱、调节小气候、提供水鸟繁殖地和保护

中部干旱带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但近年来,由于当地工业快速发展、水土流失严重、土
地沙化日益加速,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使
得湖面水域减小、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水环境日趋

恶化,现急需对湿地湖泊水质和富营养化现状进行评

价并积极主动寻找保护对策。目前太阳山温泉国家

湿地公园的水质与富营养化研究尚缺乏,且部分学

者[9-11]对水体富营养化评价时主要的考虑对象为叶

绿素a和氮、磷营养盐含量等非生物指标,这对湖泊

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评价是不全面的,应同时考虑非

生物指标和藻类生物指标的角度对湖泊富营养化状

态进行评价。为此,本研究针对太阳山湿地4个主要

湖泊,除将常规的非生物指标和藻类生物指标纳入评

价范围外,还考虑当地湖泊水体高氟的特殊情况。采

用灰色关联法和水质生物学法对水质进行分析,运用

藻类生物学法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评价水体富营

养化状态,旨在为太阳山温泉国家湿地公园的水生态

修复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点布设与采样时间

依据研究目标,并结合太阳山湿地湖泊的地理位

置、补给水源以及相似水文特征,使用GPS定位,布
设西湖(S1-S3)、南湖(S4-S6)、小南湖(S7-S8)和东湖

(S9-S11)11个采样点位。为了更好地描述太阳山湿

地湖泊水质及营养化现状,采样时间为2019年4,7,

10月和2020年1月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具体

采样点位置如图1所示。

图1 太阳山湖泊水样采集点分布图

1.2 样品的采集和测定

水样采集按照采样技术指导(HJ494-2009)、采
样方案设计技术(HJ495-2009)以及水质样品的保存

和管理技术(HJ493-2009)中的要求进行[12-13]。其中

水体透明度指标SD使用塞氏盘现场进行测量,采用

5.0L有机玻璃采水器采集水样并保存,带回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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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测定高锰酸盐指数CODMn(GB/T11892-92)、氨
氮NH3-N(HJ535-2009)、氟化物F(HJ487-2009)、总
磷TP(GB/T11893-89)、总氮TN(HJ632-2012)、5d
生化 需 氧 量 BOD5(HJ505-2009)和 叶 绿 素 Chl.a
(SL88-2012)等指标。浮游植物样品采集及检测方

法参照规定[14]进行,浮游植物样品包括定性标本和

定量标本,定性标本使用25号浮游生物网在设计样

点处采集,并用鲁哥氏液现场固定。用1L采水器采

集定量标本,现场用鲁哥氏液固定,带回实验室后先

经24h沉淀浓缩至200ml,再经24h浓缩至50ml,
然后每50ml加入2ml甲醛保存。浮游植物的定性

标本使用400倍显微镜进行观察鉴定,一般鉴定到

种,至少鉴定到属,定量标本则采用视野法,计浮游植

物个体数。

1.3 水质评价方法

1.3.1 灰色关联法 灰色关联法的基本思路是以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规定的5类

水质分级标准作为比较序列,以各采样点水环境因子

实测值为参考序列[15],从而得到两者的关联程度。
具体的方法是,先对所选样点的试验数据和水质标准

等级阈值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选取各个样点的水环

境因子指标值和相应水质的标准等级进行关联,并根

据每一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出各样点和5个水质标准

等级的灰关联序[16],最后依据最大隶属度的原则来

判断每个点位所对应地表水水质标准等级。

1.3.2 水质生物学法 浮游植物群落中各种参数变

化可以很好地反应水体环境的变化,通常被用作水体

环境的生物评估指标[17]。当水体环境变化时,浮游

植物对其群落结构的适应性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可通

过浮游植物的优势度指数(Y)、Shannon-Wiener多样

性指数(H')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来衡量水体环

境质量的优劣,具体计算公式为:

   Y=Pi·fi (1)

   H'=-∑
s

n=1
Pilog2Pi (2)

   J=
H'
log2S

(3)

式中:Pi 为第i个属细胞密度ni 占总细胞密度N 的

比例,fi 为第i个属出现的频率,Y≥0.02为优势种,

S 为浮游植物总属数。参考宋勇军[18]对湖泊水质生

物学的研究,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J)的水

质生物学评价标准详见表1。

1.4 富营养化评价方法

1.4.1 藻类生物学法 目前水体富营养化的生物评

价法常选取浮游植物细胞密度、优势种和多样性指数

指标[19],不同营养状态的水体中存在不同的生物物

种,尤其是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多样性指数(H')以及

均匀度指数(J)与水体营养状态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因此可以通过浮游植物群落特征作为评价富营养状

态的依据[20],水体营养状态多样性指数评级标准[21]

详见表2。

表1 浮游植物水质生物学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Pielou
均匀度指数

重度污染 0~1 0~0.3
中度污染 1~2 0.3~0.5
轻度污染 2~3 0.5~0.8
微污染 >3 >0.8

表2 水体营养状态评价的多样性指数及标准

营养状态
细胞密度/

(104cells·L-1)
多样性指数
(H')

均匀度指数
(J)

极贫营养 50< >3 >0.5
贫营养 50~100
贫中营养 100~900
中营养 900~4000 2~3 0.3~0.5
中富营养 4000~8000 1~2 0.2~0.3
富营养 8000~10000 0~1 0~0.2
极富营养 >10000

1.4.2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

指标简单、反馈灵敏,且考虑了相关权重的差异,故采

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评价太阳山湿地湖泊的营养

状态。选取了Chl.a,TP,TN,SD和CODMn作为评价

因子,参照金相灿等[22]提出的评价方法,具体计算公

式为:

   TLI(∑)=∑
m

i=1
WjTLI(j) (4)

式中:TLI(∑)是综合营养状态指数;Wj 是第j种参

数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TLI(j)为代表第 种参

数的营养状态指数;m 为评价指标的个数,以Chl.a
为基准参数,各指标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为:

TLI(Chl.a)=10(2.5+1.086lncChl.a) (5)

TLI(TP)=10(9.436+1.624lncTP) (6)

TLI(TN)=10(5.453+1.694lncTN) (7)

TLI(SD)=10(5.118-1.94lncSD) (8)

TLI(CODMn)=10(0.109+2.661lncCODMn) (9)
式中:除Chl.a单位为mg/m3,SD单位为 m外,其他

指标单位均为mg/L。
将湖泊的营养状态等级[23]按0~100的一系列

连续数字进行划分,综合营养指数越大则表明水体的

富营养化状态越高。水体营养状态指数小于30为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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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30~50为中营养,50~60为轻度富营养,60~
70为中度富营养,大于70为重度富营养。

2 结果与分析

2.1 灰色关联法评价

在进行关联度计算时,结合太阳山湿地水体高氟

情况,选取NH3-N,TN,TP,CODMn,BOD5 和F作为

评价因子。将湖泊季度平均值做归一化处理,分辨

系数选为0.1后,根据最大关联度得出太阳山湿地

湖泊的水质级别详见表3。结果显示,西湖在夏、秋
季水体最好,为Ⅲ类水标准,春季和冬季较差,分别为

Ⅴ类和Ⅳ类,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这种

特点同样也出现在南湖水体中。南湖在夏、秋季水体

水质要稍好于西湖,可达到Ⅱ类水,在春、冬季水质

为Ⅳ类和Ⅴ类,小南湖和东湖水质最差,全年均为Ⅴ
类水。

表3 灰色关联法评价结果

湖区 季节
水质级别

Ⅰ Ⅱ Ⅲ Ⅳ Ⅴ
水质级别

春 0.4065 0.5246 0.5768 0.7038 0.8127 Ⅴ

西 湖
夏 0.4863 0.6559 0.7542 0.6642 0.5967 Ⅲ
秋 0.5157 0.6814 0.7299 0.6310 0.5771 Ⅲ
冬 0.4414 0.5765 0.6642 0.7207 0.6978 Ⅳ

春 0.4435 0.5761 0.6340 0.7898 0.6784 Ⅳ

南 湖
夏 0.5528 0.7401 0.7261 0.5819 0.5492 Ⅱ
秋 0.6026 0.7323 0.6821 0.5560 0.5329 Ⅱ
冬 0.4422 0.5850 0.6469 0.6973 0.7137 Ⅴ

春 0.3789 0.4708 0.6257 0.7233 0.8296 Ⅴ

小南湖
夏 0.4061 0.5175 0.6262 0.7332 0.7624 Ⅴ
秋 0.4435 0.5875 0.6611 0.6955 0.7179 Ⅴ
冬 0.3572 0.4369 0.5652 0.6884 0.9118 Ⅴ

春 0.3681 0.4529 0.5901 0.7570 0.8468 Ⅴ

东 湖
夏 0.3810 0.4801 0.5599 0.6476 0.8889 Ⅴ
秋 0.3675 0.4548 0.5969 0.6653 0.8992 Ⅴ
冬 0.3610 0.4435 0.5786 0.6782 0.9064 Ⅴ

2.2 水质生物学评价

太阳山湿地2019年各湖泊水体的浮游植物生物

量、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Pielou均匀

度指数(J)如图2所示。其中西湖的多样性指数

(H')在夏季达到最大为3.99,秋季其次为3.43,均匀

度指数(J)变化幅度较小。南湖同样夏季多样性指

数(H')最高为3.899,均匀度指数(J)变幅为0.04~
0.08,此时水体达到全年最优状态。小南湖和东湖情

况略差,多样性指数(H')变化分别处于2.35~3.56
和1.71~3.10,春、冬季接近中度污染状态。

从整体来看,2019年太阳山湿地湖泊的浮游植

物指数时空变化较为明显,浮游植物生物量年平均生

物量西湖最高,为24.15mg/L,南湖最低,为15.13
mg/L。各样点中,生物量最低出现在冬季的东湖,为

4.10mg/L,最高点出现在夏季的西湖,为33.06mg/L。
其中多样性指数(H')处于1.718~3.990,均匀度指数

(J)均在0.8及以上,说明太阳山湿地湖泊浮游植物

多样性丰富,且均匀度较好。在夏季各湖泊的生物

量、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Pielou均匀

度指数(J)均达到各自峰值,此时浮游植物种类数最

为丰富,这是因为此时湖泊水体温度较高,加上营养

成分充足,各种藻类大量繁殖造成的,而春、冬季浮游

植物以硅藻占绝对优势,种类数下降的同时,多样性

指数也随之下降。

2.3 藻类生物学法评价

太阳山湿地各湖泊2019年浮游植物细胞密度

如图3所示。其中西湖年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平均值

为1.25×107cells/L,其中春、夏和秋季密度分别为

1.52×107cells/L,2.14×107cells/L和1.16×107cells/L,
水体呈中营养,冬季密度较小为1.66×106cells/L,处
于贫中营养状态。南湖年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平均值

为6.77×106cells/L,其中夏季富营养程度最大,细胞

密度为1.48×107cells/L,为中营养状态,春、秋和冬

季密度分别为4.83×106cells/L,6.16×106cells/L
和1.29×106cells/L,均呈贫中营养状态。小南湖年浮

游植物细胞密度平均值为7.32×106cells/L,同样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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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中营养状态,植物细胞密度为1.69×107cells/L,
而在其他季节依次为4.58×106cells/L,6.42×106cells/L
和1.38×106cells/L,水体处于贫中营养。东湖年

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平均值为1.00×107cells/L,同

样在夏季密度最大,为2.52×107cells/L,处于中

营养,在春、秋和冬季密度分别为6.24×106cells/L,

7.78×106cells/L和8.83×105cells/L,呈现贫中

营养状态。

图2 太阳山各湖泊浮游植物生物量、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图3 太阳山各湖泊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分布

  在浮游植物优势种指示湖泊营养状况[24]中,贫
营养型湖泊一般以黄藻和金藻类为主,中营养型湖泊

以隐藻、硅藻和甲藻为主,而富营养型湖泊优势种大

多为蓝、绿藻。其中太阳山湿地湖泊春季优势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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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种,分别属于硅藻门、甲藻门和绿藻门,夏季优势

种有15种分别属硅藻门、绿藻门和蓝藻门,秋季优势

种共有13种属于硅藻门、甲藻门、蓝藻门和绿藻门,
冬季优势种为8种,均属硅藻门。由此也可看出,太
阳山湿地湖泊在夏、秋季已到达富营养程度,春、冬季

多为中营养状态。

2.4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评价

按照湖泊营养状态评价标准,对太阳山湿地湖泊

进行综合营养指数等级评价,评价结果详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2019年太阳山湿地湖泊富

营养化具有较明显的季节变化,普遍呈现夏季营养化

程度高,春、冬季营养化程度低的趋势。其中西湖

夏季最高,水体呈现轻度富营养,春、秋和冬季为中营

养状态;南湖情况较好,全年水体均呈现中营养。而

小南湖情况较差,在夏、秋季为中度富营养,春、冬
季则为轻度富营养。东湖与小南湖相差不大,除夏季

水体呈现中度富营养外,其余季节均为轻度富营养

状态。

表4 综合富营养状态评价结果

湖区 季节 TLI(Chl.a) TLI(TP) TLI(TN) TLI(SD) TLI(CODMn) TLI 营养水平

春 52.51 38.16 66.16 47.64 36.00 48.33 中营养  

西 湖
夏 58.72 34.23 57.43 58.10 38.50 50.06 轻度富营养

秋 54.90 44.86 49.00 52.80 42.63 49.32 中营养  
冬 46.28 30.25 48.67 42.68 35.74 41.10 中营养  

春 60.35 27.58 62.53 55.51 26.43 47.47 中营养  

南 湖
夏 60.68 31.29 54.71 61.09 17.63 46.27 中营养  
秋 54.97 38.46 42.20 59.54 25.26 44.97 中营养  
冬 46.60 29.42 67.51 50.23 14.84 41.96 中营养  

春 62.10 36.22 79.58 61.33 39.16 56.02 轻度富营养

小南湖
夏 65.91 48.52 89.03 73.29 32.24 61.96 中度富营养

秋 60.28 51.01 82.77 71.55 35.95 60.17 中度富营养

冬 54.76 36.86 94.84 49.33 37.71 54.45 轻度富营养

春 56.21 55.95 77.84 43.31 62.54 58.83 轻度富营养

东 湖
夏 58.98 50.71 79.64 54.11 64.91 61.32 中度富营养

秋 50.51 44.93 67.93 49.33 67.53 55.48 轻度富营养

冬 49.00 36.80 70.64 42.06 62.40 51.76 轻度富营养

3 讨论与结论

3.1 水质特征分析

应用水环境理化因子灰色关联法和浮游植物水

质生物学法,对太阳山湿地湖泊的水质进行评价,其
结果差异不大,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其中西湖夏、秋
季为Ⅲ类水标准,南湖为Ⅱ类水标准,此时水体浮游

植物的生物量、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J)也
达到各自峰值,其次为秋季,均呈微污染状态。而春、
冬季浮游植物种类数下降,多样性指数(H')随之下

降,此时水质较差,接近中度污染状态。这些表明,水
体中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J)能
较好反映水质情况[25],如果水体中浮游植物种类多

且分布均匀性越高,则相对应的水环境污染也就

越小。
水环境评价结果还显示,太阳山湿地湖泊水质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即夏、秋季节水环境质量要优

于其他季节。这是由于外部降雨多集中于夏、秋季,
湖内污染因子被稀释,而在春、冬季时,由于入湖水量

减少,使得湖内污染物浓度较高,水环境质量也就较

差。西湖和南湖的季节性变化较为明显,夏、秋季受

外部降水和周围地下水补给量大,水质较好,而春、冬
相反,水体内氮类营养盐TN含量过高,多为Ⅳ类和

Ⅴ类水。小南湖与东湖情况较为复杂,季节特点变化

不明显,全年均为Ⅴ类水,这是因为湖水主要补给水

源为苦水河上游来水,湖内CODMn,F和 NH3-N造

成的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这一方面与当地水文地

质条件有关系,经监测小南湖和东湖中水环境指标F
超Ⅴ类水标准2.2~4.2倍,这是流域内含氟岩石等通

过淋溶和解吸后[26],在水体中蒸发、浓缩与累积等富

集而成。另一方面由于湿地公园处于太阳山开发区

内,受周围工业排放与城镇面源污染影响,湖内水体

有机物CODMn和氨氮营养盐NH3-N含量过高,因此

而造成全年均为Ⅴ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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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富营养化特征分析

在太阳山湿地湖泊富营养状态评价中,浮游植物

生物学评价结果与水环境理化因子评价结果有所差

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不仅是因为湖泊生态环境本身具

有复杂性和影响因素多样性,还因为从不同角度去评

价水体富营养程度均有其局限性,因此应综合考虑两

种结果才能更为全面地评价太阳山湿地湖泊富营养

化状态。综合以上两种方法分析,西湖和南湖情况较

好,多呈中营养状态,小南湖和东湖较差,分别已达到

中度富营养和轻度富营养水平。
小南湖和东湖的富营养化程度较大,一方面小南

湖作为苦水河过水河道,是东湖的常年补给水源。在

苦水河沿流域调查[27]中表明,其水体中营养元素过

多,这主要与当地农田灌溉方式以及农业化肥的不当

使用有关,农田灌溉退水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营养

盐流入湖内,使得小南湖和东湖营养化程度较高。另

一方面,也有学者[28]研究表明浅水水体更易发生富

营养化,小南湖和东湖常年水位在1.2~1.6m,属于

浅水型湖泊,在夏、秋季受温度、pH值和风浪等因素

影响,导致湖底沉积物中大量的营养盐悬浮和释放而

造成水体营养化较为严重。湿地南湖附近有多处泉

眼,受地下水补给较多,由于地下水量补给充足,氮、
磷等营养元素被稀释,使得南湖水体营养化程度相对

较低,全年均呈中营养状态。但南湖水域面积较小为

41.6hm2,环境容量有限,应密切监测其水体状况变

化趋势。西湖西南区域村庄聚集,人为影响较为明显

外加湖内水生植物种类丰富,鸟类和两栖类动物多且

活动频繁,致使夏季有机物污染较严重,水体呈现轻

度富营养,春、秋和冬季活动较弱为中营养状态。

3.3 结 论

(1)太阳山温泉国家湿地公园水质已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在夏、秋季到达富营养程度,春、冬季多

为中营养状态,均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点。西湖和南

湖水质较好,富营养化程度多为中营养状态,而小南

湖和东湖水质最差,且水体分别达到中度富营养和轻

度富营养水平。
(2)浮游植物群落特征与水质的关联性较强,水

质较好的区域(如西湖和南湖)的Shannon-Wiener多

样性指数(H')较高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变化小,
在水质较差区域(如小南湖和东湖)的多样性指数

(H')和均匀度(J)则相反。
(3)由于湖泊水质和富营养化状态受水环境系

统多种因素影响,使用多种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评

价,会因指标或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故在进行水

质和富营养化评价时,除考虑常规的非生物指标外,

还应考虑生物指标和评价对象实际特点,才能得到准

确的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研究,建议采

取如下措施:首先应严格限制流入湖区地表水体氮、
磷等污染物含量;合理地进行相关旅游开发,并考虑

采用其他的补水来源,实现多渠道补水;考虑使用相

关的工程技术和措施,如生物处理、生态修复和定期

监测相结合的办法,以免湿地水质和富营养化状况进

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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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树种在中国水土流失区的分布及其环境因子

唐兴港1,袁颖丹2,张 星1,张金池1

(1.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

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院,江苏 南京210037;2.扬州大学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江苏 扬州225009)

摘 要:[目的]在当前气候背景下预测板栗树种在中国的空间分布和生态特征,为板栗树种的合理引种、

产业持续发展以及在水土流失地区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撑。[方法]基于261个分布点和40个环境变量,利
用MaxEnt模型预测板栗树种的潜在地理分布并确定影响其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通过对比国家级水土流

失区和板栗树种的潜在分布确定其应用范围。[结果]年均降水量、年平均温度、表层土壤酸碱度、平均日

温差和温度季节变化方差5个环境变量对板栗树种适生区的分布贡献较大,累积贡献率在83%以上。同

时板栗树种喜水怕涝,适合在酸性土壤中生长。潜在适生区面积总计为2.92×106km2,约占国土总面积

的30.46%,其中高度适生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和云南省的东北部,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大部分地

区,陕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和山东省的部分地区。中度适生区分布以高度适生区为中心向外扩

展。[结论]对比中国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区,除青藏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太适宜板栗树

种的引种外,在其他水土流失区都可以考虑选择板栗树种作为水土保持的经济树种。基于MaxEnt模型的

板栗树种潜在分布预测拓展了人们对板栗树种分布和生态特征的认识,同时为水土保持功能区的树种选

择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板栗树种;MaxEnt模型;潜在适生区;水土保持;环境因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21)02-0306-08 中图分类号:S157.9

文献参数:唐兴港,袁颖丹,张星,等.板栗树种在中国水土流失区的分布及其环境因子[J].水土保持通

报,2021,41(2):306-313.DOI:10.13961/j.cnki.stbctb.2021.02.040;TangXinggang,YuanYingdan,Zhang
Xing,etal.ApplicationandenvironmentalfactorsofCastaneamollissimainsoilandwaterlossareasin
China[J].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2021,41(2):306-313.

ApplicationandEnvironmentalFactorsofCastaneaMollissimain
SoilandWaterLossAreasinChina

TangXinggang1,YuanYingdan2,ZhangXing1,ZhangJinchi1

(1.Co-innovationCenterfortheSustainableForestryinSouthernChina,JiangsuProvinceKeyLaboratoryof
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ndEcologicalRestoration,CollegeofForestry,NanjingForestry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37,China;2.CollegeofHorticultureandPlantProtection,Yangzhou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225009,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distributionandec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CastaneamollissimainChina
underthecurrentclimatebackgroundwaspredict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supportfortherational
introductionandapplicationofCastaneamollissimainsoilandwaterlossareas.[Methods]Basedon261
occurrencepointsand40environmentalvariables,MaxEntmodelwasusedtopredictthepotentialdistributionof
Castaneamollissima.EnvironmentalfactorsaffectingthedistributionofCastanea mollissima werealso
determined.TheapplicationscopewasdeterminedbycomparingthepotentialdistributionofCastanea
mollissimawiththenationalsoilandwaterlossareas.[Results]Fiveenvironmentalvariables,including
annualprecipitation,annualmeantemperature,topsoilpH value,meandiurnalrangeandtemperature
seasonality,contributedsignificantlytothedistributionofsuitableareasofCastaneamollissima,andthe



cumulativecontributionratewasmorethan83%.Atthesametime,Castaneamollissimalikeswaterbutis
afraidofwaterlogging,soitissuitableforgrowinginacidsoils.Thepotentialsuitableareaswere2.92×106km2,

accountingfor30.46%oftotalnationlandareas.Thehighlysuitableareasweremainlyinthenortheastof
SichuanProvinceandYunnanProvince,mostareasofHubeiProvince,Hu’nanProvinceandJiangxi
Province,andsomeareasofShaanxiProvince,He’nanProvince,AnhuiProvince,ZhejiangProvinceand
ShandongProvince.Thedistributionofmoderatelysuitableareasexpandedoutwardwiththecentreofhighly
suitableareas.[Conclusion]Comparedwiththenationalkeypreventionareasandkeycontrolareasofsoil
andwaterlossinChina,Castaneamollissimacanbeselectedaseconomictreespeciesforsoilandwater
conservationinotherareas,exceptforQinghai-Tibetdistrict,thenorthwestdistrictandthenortheastregions.The
potentialdistributionpredictionofCastaneamollissimabasedonMaxEntmodelhasexpandedtheunderstandingof
thedistributionofec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ChineseCastaneamollissima,andprovidedascientificbasisfor
theselectionoftreespeciesinthefunctionalareas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Keywords:Castaneamollissima;MaxEnt;potentialsuitableareas;soilandwater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factor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立足于资源与环

境的消耗,这使得当前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逐渐成为新

的瓶颈[1]。作为生态环境决定因素和生产生活物质

基础的水土资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据统计,中国

2/3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2.74×106km2,每年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5.50
×104km2[3-4]。水土资源的流失影响生态安全和经

济发展,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5]。在2015年8224
起地质灾害中,滑坡和泥石流分别占68%和6%,因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9亿元[6]。因此,防
治水土流失是确保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林业

作为中国生态建设领域的主体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环

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植树造林增加森林覆盖率

是防治水土流失的关键。树木根系通过物理和生物

作用来提高土体的抗剪强度,同时地表的枯落物层也

可以起到增加下渗和削弱洪峰的作用[7]。植被的叶

片可以拦截降雨,减少雨水降落时对土壤表面的冲刷

和侵蚀,有效提高土壤的稳定性,进而起到保护水土

资源的作用[8]。由于地理空间的不同,水土流失区的

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和土壤性质等因素不尽相同,这
使得水土保持林的树种选择及配置成为保护水土资

源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地理信息技术以及生态环境

与统计模型的发展,生态位模型可以通过最大程度地

分离,量化和比较研究区域的气候和空间环境条件,
确定环境因子和物种分布之间的稳定关系[9]。根据

最大信息熵的状态参数可以估计物种的适宜分布范

围,这将为不同地理空间下水土保持树种的选择提供

理论依据,同时有利于制定适宜的植物引种和森林经

营 策 略。目 前,BIOCLIM,GMPGIS,CLIMEX,

GARP和 MaxEnt等[10-13]模型在动植物潜在分布区

的预测方面应用颇多且具有广泛的前景。在这些模

型中,MaxEnt模型是一种在JAVA和最大熵理论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来评估物种潜在适生分布的工

具,其可以模拟气候对森林植被潜在分布的影响并合

理预测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物种可能出现的地区[14]。
在物种潜在分布的预测方面,其较强的预测能力和相

对较高的预测精度是 MaxEnt模型相较于其他模型

的优点,同时可以支持多种不同的变量类型,灵活性

强,结果容易解释,且在样本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依然

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预测效果[15]。
板栗树种(Castaneamollissima)属于被子植物

门(Angiospermae),最早记载于《诗经》,栽培历史悠

久,以落叶乔木为主,少数为灌木[16]。其具有较好的

对温度和水分的适应性,在平均温度8~15℃,降水

量650~750mm 的地区都适合栽培[17]。板栗树种

多分布在沙砾质壤土为主的山地丘陵地区,在土壤贫

瘠、坡度较大的边坡也能正常生长。将板栗林建设与

水土保持的工程措施相结合,在增加地表覆盖、改良

土壤和减少水土流失的同时,还能获得经济效益,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本研究采用 MaxEnt模型对

板栗树种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预测并

确定其主要影响因子。通过数据库和文献检索确定

261个板栗树种分布点和40个环境变量数据,结合

ArcGIS平台进行建模和分析,科学地预测当前板栗

树种的空间分布现状及其生态特征。对比中国水土

流失区的划分情况,为板栗树种在经济林建设中的应

用提供理论依据。这有助于板栗树种的适地种植和

资源保护,同时也为实现落后地区的水土保持和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地理分布数据

从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库(GBIF,http:∥www.
gbif.org/),中 国 数 字 植 物 标 本 馆(CVH,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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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vh.org.cn/),中国在线植物志(eFlora,http:∥
www.eflora.cn)和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

http:∥www.cnki.net/)获取1950—2017年板栗树

种在中国的分布点记录。剔除地理信息缺失和坐标

经纬度重复的样本信息,同时核查样本点的植物名

录。对于经纬度缺失的有效记录,可以利用经纬度坐

标拾取网站(http:∥www.gpsspg.com/)进行查询,
确定分布点对应的经纬度信息。另外,为避免分布点

的地理自相关,板栗树种分布点在同一个像元内仅保

留1个,将获得的261个板栗树种分布点保存为

(.csv)文件供后续使用。最后,基于ArcGIS10.5软

件和 MaxEnt模型的预测结果来绘制板栗树种的适

生区。ArcGIS10.5是由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公司

开发的用于数据格式转换和重新分类的综合地理信

息系统平台,中国行政区划比例尺矢量图由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系统提供(http:∥mail.nsdi.gov.cn/)。板

栗树种在中国的分布点如图1所示。

  注:该图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

的审图号GS(2019)1823的标准地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图1 中国板栗树种分布点

1.2 环境变量

为预测板栗树种在中国的适生区分布,本研究选

取40个环境变量数据,包括19个气候变量,20个土

壤变量和1个地形变量。生物气候变量(Bio1—19)
是从 WorldClim 数据库(http:∥www.worldclim.
org)下载的,版本为2.1(1970—2000年气候数据,

2020年发布),坐标系为 WGS84,空间分辨率为30″
(约1km2)[18]。气候变量反映了温度和降水的特点及

其季节性变化特征[19]。土壤变量和地形变量来自世

界土壤数据库(http:∥www.fao.org/,HWSDV.1.2),
空间分辨率为30″,地形和土壤变量主要反映了陆地

海拔高程和表层土壤(0—30cm)的理化性质等特

征。40个环境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会影响模型预测的

精度 和 准 确 性,所 以 对 上 述 变 量 的 相 关 性 采 用

Pearson相关分析法进行检验。若两个变量的相关系

数大于0.8说明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应删除两个

相关变量中的一个来确保模型模拟的准确性[20]。气

候变量、土壤和地形变量中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如图2
所示,根据相关性检验最终确定25个环境变量用于

模型建模(表1)。

表1 用于板栗树种分布模型预测的环境变量

变量描述         名称简写   
年均降水量/mm Bio12
年平均温度/℃ Bio1
表层土壤酸碱度〔-lg(H+)〕 T_pH_H2O
平均日温差/℃ Bio2
温度季节变化方差/℃ Bio4
土壤参考深度/cm Ref_Depth
极端最高温/℃ Bio5
土壤有效含水量范围/% Awc_Class
表层土壤硫酸盐含量/% T_CaSO4
高程/m Elev
黏性层土壤的阳离子交换能力/(cmol·kg-1) T_CEC_clay
沙含量/% T_Sand
最干月降水量/mm Bio14
季节降水量变异系数 Bio15
等温性 Bio3
最湿季均温/℃ Bio8
表层土壤碎石体积百分比/% T_Gravel
顶层土壤质地 T_Texture
排水等级 Drainage
表层土壤粉沙粒含量/% T_Silt
表层土壤阳离子交换能力/(cmol·kg-1) T_CEC_soil
最暖季降水量/mm Bio18
电导率/(dS·m-1) T_ECE
表层土壤可交换钠盐含量/% T_ESP
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 T_OC

1.3 模型预测及评估

基于板栗树种分布点和环境变量,MaxEnt模型

V3.4.1被用于适生区分布的分析和预测。将25个环

境变量和261个板栗树种分布点加载到 MaxEnt模

型中进行建模和分析。参数设置:将数据按照3∶1
的比例分配给训练集(trainingdata)和测试集(tes-
tingdata),即25%的数据用于测试模型的预测能

力[21]。通过R语言对特征组合(FC)和正则化系数

(RM)进行优化,其他参数则保留默认值。模型进行

500次迭代运算,预 测 结 果 以 ASCII文 件 类 型 输

出[22]。以假阳性率(FPR)和真阳性率(TPR)为横、纵
坐标的ROC曲线,其曲线面积为 AUC值[23]。ROC
曲线下的面积是评估模型可靠性的重要方法,通常,

AUC值介于0.8~0.9时,认为预测结果很准确,在0.9
到1.0范围内时则说明预测结果非常优秀[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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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变量名称详见表1。

图2 影响板栗树种分布的40个环境变量(气候、土壤)相关性图

1.4 适生等级划分和主导环境因子分析

利用ArcGIS10.5软件对板栗树种预测结果的

(.asc)文件进行重分类,参照IPCC报告有关评估可

能性的划分方法,p≥0.6为高度适生区,0.4≤p<0.6
为中度适生区,0.2≤p<0.4为低度适生区,利用Arc-
GIS10.5软件统计不同等级适生区的分布面积。根据

Jackknife检验得到每个环境变量的贡献率和置换重要

值,以此确定影响板栗树种当前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
最后将板栗树种不同等级适生区分布与中国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进行比较,确定板栗树种在中国水土流失

区的适种范围。

2 结 果

2.1 模型准确性

MaxEnt模型预测结果的准确性通过ROC曲线

和坐标轴所包围区域的面积(AUC)来确定。在0到

1的范围内,AUC值与模型的预测精度成正相关,即
AUC值越高,模型结果的可靠性越高[26]。模型在匹

配板栗树种的发生记录和预测适生区方面表现良好,
训练集与测试集的 AUC平均值分别为0.901和

0.869,表明模型对板栗树种适生区的预测达到“极准

确”与“很准确”的水平,可以很好地用于模拟和预测

板栗树种的空间分布,预测结果可信度高。
2.2 板栗树种潜在地理分布

对 MaxEnt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重分类,将板栗

树种适生区划分为高、中和低三级,其具体分布范围

如图3所示。板栗树种潜在适生区面积总计2.92×
106km2,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0.46%。高度适生区面

积为4.62×105km2,占其适生区总面积的15.8%,主

要分布在四川省和云南省的东北部,湖北省、湖南省

和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陕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浙
江省和山东省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四川省的东北部分

布最为集中。中度适生区面积为1.78×106km2,占
其适生区总面积的60.9%,主要分布在中国800mm
降水量线以东地区,包括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等地区。低度适生区面积为

6.82×105km2,占其适生区总面积的23.3%,主要分

布在中国400mm 降水量线以东的地区,包括陕西

省,山西省、河北省和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

图3 基于 MaxEnt模型的中国板栗树种潜在适生区分布

2.3 板栗树种在水土流失地区的适用性

水利部《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中
划分的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区如图

4所示。其中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主要分布

在大小兴安岭、呼伦贝尔、长白山、燕山、阴山北麓、武
陵山以及大江大河流域等地区。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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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治理区主要包括东北漫川漫岗、大兴安岭东麓、西辽

河和大凌河中上游等地区。水土流失区普遍存在于高

原山地和大江大河流域,在降雨集中但植被覆盖率不

高的山地丘陵地区尤为严重。中国长江流域由于横跨

三级阶梯地形复杂,同时受到降雨和植被破坏等因素

的影响,水土流失现象也十分突出。根据MaxEnt模型

的预测结果,板栗树种高度适生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

域,整个长江流域范围内均适合板栗树种的生长。在

中国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中,桐柏山大别山地区、金沙

江岷江及三江并流区、丹江口库区、武陵山、新安江流

域、湘资沅上游、东江上中游、黄泛平原适合引种板栗

树种作为预防水土流失的经济树种。在中国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中,沂蒙山泰山地区、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地

区、金沙江下游、嘉陵江和沱江中下游、三峡库区、湘
资沅上游、乌江赤水河上中游、滇黔桂岩溶石漠区和

粤闽赣红壤区适合引种板栗树种作为水土保持的经

济树种。根据板栗树种的潜在适生区分布,青藏地

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太适宜板栗树种的引种。

图4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区

2.4 影响板栗树种分布的主导环境变量

在板栗树种适生区分布预测中,Jackknife检验

被用于评估不同变量的重要性,进而研究环境因子对

板栗树种分布的影响。在仅单一变量被使用的情况

下,将25个环境变量按照训练增益由高到低排列,前
十位的环境变量依次为年均降水量(Bio12)、年平均

温度(Bio1)、最 暖 季 降 水 量(Bio18)、平 均 日 温 差

(Bio2)、最干月降水量(Bio14)、温度季节变化方差

(Bio4)、最湿季均温(Bio8)、季节降水量变异系数

(Bio15)、极端最高温(Bio5)和海拔(Elev)。环境变

量按照测试增益由高到低排列,前十位的环境变量依

次为年均降水量(Bio12)、年平均温度(Bio1)、最暖季

降水量(Bio18)、平均日温差(Bio2)、最干月降水量

(Bio14)、温 度 季 节 变 化 方 差(Bio4)、最 湿 季 均 温

(Bio8)、季节降水量变异系数(Bio15)、极端最高温

(Bio5)和表层土壤可交换钠盐含量(T_ESP)。贡献

率和置换重要值也是评估环境变量影响程度的重要

指标。由表2可以看出,年均降水量(Bio12)、年平均

温度(Bio1)、表层土壤酸碱度(T_Ph_H2O)、平均日

温差(Bio2)和温度季节变化方差(Bio4)这5个环境

变量的贡献率位居前列,累积贡献率在83%以上,环
境变量的响应曲线见图5。

表2 影响板栗树种分布的前10环境

变量建模贡献率和置换重要性

环境变量 贡献率/% 置换重要性

Bio12 43.6 27.3
Bio1 24.7 34.8
T_Ph_H2O 7.5 4.7
Bio2 3.8 0.3
Bio4 3.8 3.7
Ref_Depth 3.4 0.4
Bio5 3.1 2.6
Awc_Class 1.3 0.5
T_CaSO4 1.3 3.2
Elevation 1.1 6.6

3 讨 论

最大熵理论最早提出于1957年,MaxEnt模型

便是基于这一理论和JAVA语言发展而来的,目前

已成为最常用的物种分布模型[27]。在评估当前气候

环境下动植物潜在分布的同时还能够合理预测未来

气候变化条件下物种可能出现的适宜分布区,以此判

断环境对物种分布区迁移的影响[28-30]。板栗树种的

中、高度适生区主要分布在中国800mm降水量线以

东地区,其中高度适生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在中

国的整个南方地区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对其他物

种的预测发现中国西南地区的秦巴山、横断山脉、云
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等是漆树的主要适生区,这为漆树

的合理栽培提供了依据[31]。赤桉主要分布在东南沿

海丘陵、南岭山地和云贵高原西部,未来气候变化将

使得赤桉的适生环境进一步扩展[32]。但同样的气候

变化背景下,未来胡杨不同等级的潜在适生区面积均

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且整体上呈现向高海拔区域迁移

的趋势[33]。与此同时,MaxEnt模型还在物种入侵、
病虫害防治和其他动物的适生区研究中取得了良好

的预测效果[34-36]。值得注意的是,在应用模型预测时

由于参数设置缺乏准确的评价指标,参数设置对模型

过度拟合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同时概率指数模

型在预测结果中的应用可能导致预测值超出研究区

域气候条件的范围。因此,当外推转移到另一个研究

区域或未来(过去)的气候条件时,需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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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影响板栗树种分布的主导环境变量的响应曲线

通过对板栗树种潜在适生区分布和环境因子的

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年均降水量(Bio12)、年平均

温度(Bio1)、表层土壤酸碱度(T_Ph_H2O)、平均日

温差(Bio2)和温度季节变化方差(Bio4)是影响板栗

树种适生区分布的最主要环境变量,其累计贡献率在

83%以上。年平均温度、年均降水量和温度季节变化

方差分别指征热量指标、水分指标以及气候的稳定

性。在57%~64%的田间持水量下,板栗树种具有

良好的生长状态,其适宜栽培在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

下。在一定的范围内,降雨量与板栗树种产量成正

比,但板栗树种在土壤水分过高时其根系容易被泡

胀,造成板栗树种的减产甚至枯萎,说明其耐涝性较

差[37]。酸碱度pH值为4.6~7.5和含盐量小于0.2%
的土壤最适宜板栗树种的栽植,当土壤含盐、碱量较

高时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造成根毛细胞脱水,最后

导致植物死亡,在需水怕涝的同时,酸性土壤更加适

合板栗树种的生长[38]。热量影响植物的生长速度和

光合效率,板栗树种生长环境的温度高低是决定其丰

欠的关键因素,因为冬季低温会造成栗树冻害,影响

其来年的生长[39]。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浙江省

中部和东部地区年均温15~17℃,板栗树种生长良

好,其产量占全省的60%以上[40]。温差有利于植物

养分的累积,促使植物更好更快的生长。在一定范围

内适当扩大温差能够提高植株内源激素,通过提高植

物光合作用增加植物干物质的生成量[41]。相反,过
高的温差会抑制植物生长以及营养物质的合成与

积累。
水土流失是中国水土资源面临的严重威胁,地形

和气候条件的异质性使得全国范围内水土流失的发

生程度不同。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林草覆盖度较

大,但依然存在潜在的水土流失风险,对此应采取保

护措施来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而重点治理

区内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需要开展大规模的集中治

理。板栗树种作为兼具水土保持生态功能与经济价

值为一身的树种,其在水土流失区的应用十分广泛。
研究表明坡耕地改种板栗树种后明显减少了年均地

表径流量、土壤侵蚀量和养分流失量[42]。其引种到

长汀县河田地区后,在防止水土流失的同时实现了丰

产和早熟[43]。此外,美国山核桃、香樟、槐树和杨树

也都是优秀的兼具水土保持和经济效益的树种,同样

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44]。当前对水土保持树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生长状况和生理特征、土壤改良和造林

技术等方面,缺乏对不同树种在当前气候条件下的适

生分布研究[45-47]。这使得水土流失区的树种选择以

经验为主,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本研究以板栗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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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研究其适生区及主要影响因子,同时结

合中国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分布来确定适宜引种

板栗树种的地区,为板栗树种在水土流失区的应用和

引种栽培提供了理论基础。

4 结 论

(1)板栗树种潜在适生区面积总计为2.92×
106km2,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0.46%,主要分布在中

国400mm降水量线以东的地区,高度适生区在四川

省东北部分布最为集中。受热量指标、水分指标和土

壤酸碱度的影响,中国西北地区、青藏地区和东北地

区不太适合板栗树种的引种和培育。
(2)年均降水量、年平均温度、表层土壤酸碱度、

平均日温差和温度季节变化方差这5个环境变量对

板栗树种适生区分布具有较大的影响,贡献率总和超

过83%。板栗树种喜水怕涝,适合在酸性土壤中生

长,在一定范围内增加降雨量和温差有利于板栗树种

的生长。
(3)板栗树种的适生区分布基本覆盖中国整个

南方地区和大部分的北方地区,对比中国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南方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水土流失地区都可

以考虑选择板栗树种作为主要的经济林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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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TOPSIS法的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
柳梦琪,曾忠平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目的]从经济、社会、生态3个维度对武汉市2005—2017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及其障碍度进行

评价,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根据目标层—指标

层—要素层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计算障碍度。[结果]①研究期

间武汉市土地利用综合功能呈现总体上升的态势,功能协调性呈Z型式下降,功能变化优势度呈波浪式下

降,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②经济、社会、生态功能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均经历了

低级—中级—良好—优质的发展阶段,整体增长快速;生态功能经历了低级—中级—优质的发展阶段,虽
小有波动,但总体大幅增长。③经济功能、社会功能障碍度有所下降,而生态功能的障碍度不断上升。其

中,SO2 年均浓度、经济密度、人均GDP、卫生机构密度、人均水资源量等障碍因子影响较大。[结论]武汉

市应当注重生态功能的提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实施清洁生产,减少三废污染,同时注重

水资源的保护,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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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Multi-functionalityofLandUseBasedon
Entropy-weightTOPSISMethodinWuhanCity

LiuMengqi,ZengZhongpi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multi-functionalityoflanduseanditsobstaclesinWuhanCityduring2005—2017
wasevaluatedintermsofeconomy,societyandecologyinordertoimprovetheefficiencyoflanduseand
promotetherationalregionallanduseandachievereg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Methods]Accordingto
thetargetlayer,indexlayerandelementlayerframework,anevaluationindexsystemwasconstructed,and
theentropyweightTOPSISmethodwasusedtodeterminetheindexweightandcalculatetheobstacle
degree.[Results]①Duringthestudyperiod,thecomprehensivefunctionoflanduseinWuhanCityshowed
anoverallupwardtrend,thecoordinationoffunctionsshowedaZ-shapeddecline,thedominanceoffunctional
changesshowedawavydecline,andlandusebecameincreasinglydiversified.② Theeconomic,socialand
ecologicalfunctionshaddifferentgrowthlevels.Amongthem,theeconomicandsocialfunctionshaveexperienced
low-intermediate-good-qualitydevelopmentstages,andtheoverallgrowthwasrapid;theecologicalfunctions
experiencedlow-intermediate-qualitydevelopment.Atthisstage,althoughthereweresmallfluctuations,the
overallgrowthwassubstantial.③Thedegreeofeconomicandsocialdysfunctiondeclined,whiledysfunction
ofecologicalfunctionscontinuedtorise.[Conclusion]WuhanCityshouldpayattentiontotheimprovement
ofecologicalfunctions,transformtheeconomicdevelopmentmode,promoteindustrialupgrading,implement
cleanerproduction,reducethepollutionofthethreewastes,andpayattentiontotheprotectionofwater



resourcesandrealizethesustainableuseofland.
Keywords:multifunctionallanduse;entropy-weightTOPSIS;obstacledegree;WuhanCity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载体,土地科学有效

利用是关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大计。城镇化

的高速发展,导致城市发展对土地需求过旺,土地的

供给性稀缺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掣

肘。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产品及服务,即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充分挖

掘,成为当前土地利用的研究热点。
多功能性研究起源于农业部门,20世纪90年代

后期随着农业的变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于2001年对农业土地多功能性进

行了规范性的概念界定[1]。而后研究发现多功能性

在非农业功能的土地利用中同样具备适配性,多功能

农业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更通用、更全面的多功能

土地利用概念[2]。2004年,欧盟SENSOR项目首次

明确了土地利用多功能的概念,提出了土地利用功能

框架,用以评估政策对土地可持续性的影响[3]。自

此,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成为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基

础和内核,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对土

地利用多功能性的研究经历了由农业领域[4-5]逐渐向

景观生态领域[6-7]转变的过程,但研究落脚点依旧聚

焦于其对可持续利用的影响评估上,如Xue等[8]采

用参与性影响评估框架和家庭调查全面评估不同土

地管理方案对土地利用功能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Reidsma等[9]基于SENSOR的方法框架结合定

量和定性方法以太湖流域作为典型地区以评估土地

利用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国内相

关研究起步较国外晚,目前尚处于研究早期,研究内

容主要集中于区域时空分异及影响研究[10]、功能分

类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1]、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

断[12],其中后者为当前研究重心。国内已有研究多

从全国、省域、县域等尺度展开,研究区多集中于东

部、北部地区,对中部关注较少,且对评价指标权重的

确立多采用主观赋权法。
开展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研究是在掌握土地利

用水平的基础上,对土地利用各功能间的协调性进行

测度,并判别其障碍因素,为改善土地利用、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制定

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2005年既是“十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又是“十一五”规划的部署之年,同时也是“中部

崛起”战略的发力之年。自此,武汉市以“大武汉”建设

进入新世纪快速发展的高速车道,意在通往“中部崛

起”的先行道路,成为中部城市的引领力量。在谋求经

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土地利用变化

剧烈,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该
区域的土地利用多功能变化亟待关注。鉴于此,本文

以中部城市———武汉市为例,从经济、社会、生态3个

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客观赋权法熵权法及改进的

TOPSIS模型作为评价模型对2005—2017年武汉市土

地利用多功能性及其障碍度进行评价和分析,在掌握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动态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其变

化规律和制约因素,为未来武汉市土地多功能利用提

供决策支持,为区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提供参考,
同时也为中部其他地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
是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为北纬29°58'—

31°22',东经113°41'—115°05',是中部唯一的副省级

市、特大城市,处于九省通衢的重要节点位置,是中部

的交通和工业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

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下辖13个区,土地总面积

8569.15km2,占湖北省总面积的4.6%。截至2019
年,常住人口1121.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62×1012元,
居中部城市第一,同时在本省内经济首位度和人口首

位度稳居第一。在社会发展、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武
汉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建设用地显著增加,耕地、
草地、湿地等持续性减少,因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

显,逐渐成为限制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武汉统计年鉴(2006—

2018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5—2017年);水资源数据来源于武汉市水资源公

报与湖北省水资源公报;SO2 浓度数据与部分废污水

排放量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水土流

失数据来源于武汉市水土保持公报与湖北省保持公

报。部分年份缺失的数据由相邻年份数据推算所得。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利用多功能类型划分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指一个区域土地利用功能及

其环境、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状态和表现,是评价土地

利用变化对其功能影响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体系[13],
保持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是制定土地多功能政策的

目标。经济、社会、生态是构成土地利用的三大基本

要素,同时也是土地利用多功能的集中体现,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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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功能性评价应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
生态效应,以是否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衡量指标。因而本文应用目

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框架,将土地利用多功能划分为

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其中,经济功能即稳定农

业生产、保障经济发展和保障城市交通的能力,包括

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交通保障功能;社会功能即提

供社会保障、稳定就业、改善居住环境、建设休闲娱乐

设施的能力,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有效供

给,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居住家园和文化休闲功能;
生态功能即调节生态环境、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必需

的环境条件和原材料的功能,包括资源供给、环境变

化和环境维持功能。

2.2 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实现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有效评价,就必须

构建全面、系统、科学的评价指标。本文以代表性、综
合性、可行性、科学性为原则,此外,鉴于地区差异,增
加以下原则:①侧重反映功能产出的指标,如人均

GDP、粮食单产等。②侧重反映社会福祉的指标,如
卫生机构密度、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等。③侧重

考虑生态可持续的指标,如废污水排放强度、SO2 年

均浓度等。并在借鉴相关已有研究成果[14]的基础

上,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出

发,综合考虑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构建了包括

27个指标的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表1)。

表1 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指标解释     

土
地
利
用
功
能

经
济
功
能

农业生产功能

人均粮食拥有量(X1) + 粮食总产量/区域总人口

土地垦殖率(X2) + 耕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粮食单产(X3) + 来自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密度(X4) + 地区生产总值/区域土地总面积

三产占比(X5) +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GDP(X6) + 地区生产总值/区域总人口

交通功能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X7) + 来自统计年鉴

公路密度(X8) + 公路用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社
会
功
能

就业功能  

从业人口密度(X9) + 总从业人数/区域土地总面积

城镇登记失业率(X10) - 来自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产从业人员比重(X11) + 第三产业人口数/总从业人数

社会保障功能

城乡收入平衡指数(X12) + 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人拥有的卫生机构床位数(X13)+ 卫生机构床位总数/区域总人口

卫生机构密度(X14) + 卫生机构数/区域土地总面积

居住家园功能

人口密度(X15) + 来自统计年鉴

城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X16) + 来自统计年鉴

人口城镇化率(X17) + 区域城镇人口/区域总人口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18) + 来自统计年鉴

文化休闲功能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19) + 来自统计年鉴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X20) + 图书馆藏书册数/区域总人口

生
态
功
能

资源供给功能
人均水资源量(X21) + 水资源总量/区域总人口

人均耕地面积(X22) + 耕地面积/区域户籍人口

环境变化功能

废污水排放强度(X23) - 废污水排放总量/区域土地总面积

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X24) - 农业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SO2 年均浓度(X25) - 来自武汉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环境维持功能
水土流失率(X26) - 水土流失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森林覆盖率(X27) + 来自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表示正向作用指标,“-”表示负向作用指标。

2.3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

(1)计算指标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

标的权重。在信息论中,信息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

量,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

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越大;反
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
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熵值

法可以有效避免主观性、随机性等主观赋权法无法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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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问题,结果更加精确和可靠,且计算过程相对

简单。

①数据同趋势化处理,采用倒数法将负指标正向

化处理

Xij=1/xij (1)
式中:xij为第i个指标第j年的指标值;Xij为正向化

处理后的指标值。

②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Yij=Xij/ ∑
n

i=1
X2

ij (2)

式中:Yij是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

③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Ei=-1/ln(n)∑

n

i=1
PijlnPij,

Pij=Yij/∑
n

j=1
Yij

(3)

式中:Pij是第i个指标第j年的无量纲化后指标值占

第i项指标之和的比重;Ei 为指标的信息熵;n 为评

价年数。

④计算指标的熵权

ωi=(1-Ei)/∑
m

i=1
(1-Ei) (4)

式中:ωi 为指标权重。
(2)构建评价模型。TOPSIS模型为系统工程中

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的决策技术,
是一种距离综合评价法[15],它能对原始数据给予的信

息进行充分挖掘和利用,达到精准反映评价方案间异

同的效 果。与 传 统 的 TOPSIS法 相 比 较,改 进 的

TOPSIS法主要是对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

解的评价值公式进行了改良[16],具备赋值客观、计算

简易、应用广泛等特点,

①构建加权决策矩阵

V=ωi·Yij=

v11 v12 … v1j

v21 v22 … v2j

︙ ︙ ︙ ︙

vi1 vi2 … vij

(5)

式中:V 为无量纲化的指标值矩阵与熵权值构建的加

权决策矩阵。

②确定正负理想解

V+={maxvij|i=1,2,…,m}={v+
1 ,v+

2 ,…,v+
m}

V-={maxvij|i=1,2,…,m}={v-
1 ,v-

2 ,…,v-
m}
(6)

式中:V+为正理想解;V-为负理想解;m 为指标数量。

③计算距离

D+
i = ∑

m

i=1
(vij-v+

j )2, D-
i = ∑

m

i=1
(vij-v-

j )2 (7)

式中:D+为评价指标到正理想解的距离;D-为评价

指标到负理想解的距离;

④计算各功能值

O=D-
i/(D+

i +D-
i ) (8)

式中:O 为各土地利用功能值,即一个区域土地利用

及其环境、经济、社会功能的状态及表现的定量表征,
取值范围[0,1],其值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

越高。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17],将土地利用功能

值划分为4个等级标准(表2),以此表征土地利用多

功能性的优劣。

表2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判标准

功能值 0.00~0.30 0.31~0.60 0.61~0.80 0.81~0.10
功能性 低级 中级 良好 优质

2.4 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动态度及协调性测算

为对土地利用功能值在研究期内的变化进行分

析和度量,参考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采用土地利用功

能变化动态度(d)测算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

相对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d=(Ot+1-Qt)/Qt×100% (9)
式中:Ot+1,Ot 分别为t+1和t时期的功能值。

采用土地利用功能标准差(σ)测度土地利用功

能值间的差异,以反映各功能间的协调性。其计算公

式为:

σ= ∑(O-O)2/N (10)
式中:O 为功能值均值;N 为功能数;σ值越小,表示

土地利用多功能协调度越高。
采用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优势度(S)表征某期间土

地利用多功能性变化的差异。S 越大,说明期间土地

利用多功能变化差异越大,土地利用越趋于单一化。
其计算公式为:

S=|d|max/∑|d| (11)
式中:|d|max为动态度绝对数最大值;∑|d|为动态度

绝对值之和。

2.5 障碍度测算

在土地利用功能性评价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厘清

影响土地利用多功能的影响因素,识别障碍因子,以
便对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政策行为提供更有针对性

的决策依据,提高土地利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

构建障碍因子诊断模型,系统地分析各项指标的障碍

因子。其计算公式为:

 Zi=RiWi/(∑
m

i=1
RiWi) (Ri=1-Yij) (12)

式中:Ri 为指标偏离度;Wi 为每个指标对土地利用

总功能性的影响程度;Zi 为障碍度,即单项指标对土

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影响程度。

713第2期       柳梦琪等:基于熵权TOPSIS法的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功能整体变化分析

武汉市2005—2017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结

果(表3)由上文公式的计算得出。由表3可以看出,

2005—2017年武汉市的土地利用功能发展状况良好,
呈现总体向好的态势。结合上文表2的多功能性评

判标准可以看出,2005—2009年经济功能值处于高速

增长阶段,但最大峰值仍然低于0.31,处于低级水平,

2010—2013年处于中级水平,2014—2015年处于良

好水平,2016—2017年处于优质水平。经济功能值逐

年上升,由低级水平向优质水平逐级过渡;2005—

2010年社会功能值处于低级水平;2011—2014年逐

年稳步增长,处于中级水平,2015—2017年稳中有进,
由良好水平平稳过渡到了优质水平。社会功能值与

经济功能值的变化趋势较为相似,均呈现逐年增长态

势。2005—2013年生态功能值有所波动,但功能值始

终低于0.31,处于低级水平,2014—2015年处于中级

水平;2016—2017年增长迅速,直接从中级水平跨越

到了优质水平。
本文以3a为周期计算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变

化动态度、功能标准差及变化优势度(图1,表4)。由

图1可知,土地利用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变化动态度

在4个3a期内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社会功能在第

一个3a期动态度变化最大;生态功能变化动态度在

第一个3a期有所下降,其他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综
合功能变化动态度增长较为稳定。2005—2008年,武
汉已进入中部崛起的实质性推进阶段,城镇化加速发

展,城乡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人
民生活和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社会功能增长尤为突

出;2008—2011年,土地利用各大功能发展较均衡但

总体增长缓慢;2011—2014年,武汉将生态保护上升

到地方法律层面,生态功能成为土地利用关注的重中

之重;2014—2017年,各大功能发展较为均衡,生态功

能仍然是重点。根据表4发现,武汉市功能标准差呈

现U形上升趋势,先经历2008年和2011年的连续下

降,后经历2014和2017年的连续增长。研究期间功

能标准差呈扩大趋势,说明土地功能间的差异逐渐拉

大,各功能间的协调性有所减弱。2005—2017年功能

变化优势度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下降程度较为显

著,说明研究期间土地利用多功能变化差异在缩小,
土地利用渐趋于多样化。

表3 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结果

年份 经济功能 社会功能 生态功能 综合功能

2005 0.0628 0.0119 0.0721 0.0689
2006 0.0801 0.0412 0.0329 0.0538
2007 0.1219 0.1350 0.0447 0.0790
2008 0.2100 0.2166 0.0694 0.1303
2009 0.2687 0.2657 0.0768 0.1639
2010 0.3438 0.2852 0.2143 0.2565
2011 0.3772 0.3627 0.0815 0.2203
2012 0.5031 0.3989 0.1917 0.3167
2013 0.5784 0.4234 0.1581 0.3336
2014 0.6570 0.4922 0.3469 0.4586
2015 0.7906 0.7544 0.4523 0.5613
2016 0.8710 0.8273 0.8868 0.8809
2017 0.9634 0.9854 0.7872 0.8219

图1 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变化动态度

表4 武汉市土地利用功能标准差及变化优势度

功能标准差 功能变化优势度

2005年 2008年 2011年 2014年 2017年 2005—2008年 2008—2011年 2011—2014年 2014—2017年

0.2966 0.2131 0.1976 0.2526 0.3745 0.8711 0.4096 0.4060 0.2717

3.2 土地利用功能各单项变化分析

根据图2—4,武汉市近13a来土地利用各项功

能变化呈现如下特点:①经济功能。由图2可以看

出,武汉市农业生产功能表现为连年下降态势,并于

2017年趋近于零。经济发展功能和交通功能呈现总

体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发展功能呈直线式稳步提升,
交通功能在2005—2010年逐年增长,于2011年降至

谷底后触底反弹,大幅上涨,最终追平经济发展功能。

2005—2017年期间,武汉市以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

化为表征步入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

2007年武汉市成为配套改革试验区,加速了武汉的

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致使大量耕地被占用,农
业人口被迫进城,这无疑引致了农业生产功能的退

化。作为中部的龙头城市,中部崛起战略的部署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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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点以及自贸区建设为武汉

打造中心都市圈和内陆经济高地提供了历史机遇,武
汉市牢牢把握机遇,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武汉市作

为全国首个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点城市,交通枢纽地

位不言而喻。在经济发展的助力下,政府注重并加大

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以对接“一带一路”建
设、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推
进中部崛起。②社会功能。由图3可以看出,武汉市

就业、社会保障、和文化休闲功能发展趋势较为吻合,
总体为增长态势。其中,就业功能在2005—2017年

稳步上升,主要是由于武汉市经济增长所激发的就业

岗位需求,从业人口密度增加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下

降,以及近年来的产业结构的转型,使得第三产业从

业人口数增加,综合作用下促进就业功能在研究期间

不断上升。社会保障功能在研究期间总体呈上升趋

势,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5—2014年,缓慢

增长阶段;二是2014—2017年,快速增长阶段;主要

是由于城乡收入平衡指数在研究期内经历了先降低

后增加再降低的过程。居住家园功能在2005—2015
年稳步提升,2016—2017年迂回式增长,整体增长迅

速,随着人民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城区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和人口城镇化率不断增加,居住家园功能也

逐渐提高。文化休闲功能整体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

势,其中2010年有所下降,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
均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同时下降造成的结果。③生

态功能。由图4可以看出,武汉市环境变化功能和环

境维持功能总体呈上升态势,而资源供给功能则为下

降趋势,经历了两次倒 V形下降,第一次是2009—

2011年,第二次是2015—2017年。在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中,湖泊被迫成为牺牲品,填湖造地导致人均水

资源不断减少,期间经历了2010年和2016年的两个

小增长,主要是由于武汉保护湖泊的法规经历了两次

“收紧”,填湖造地得到了相应的控制,加上降水量与

地表地下水量突增,而后又由于2017年武汉市水资

源总量骤降,加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资源供给

能力跌落至较低水平。环境变化功能持续增长,且

2013—2017年的增长幅度大于2005—2012年。前

期增长幅度缓慢是由于废污水排放强度不断增强,

SO2 年均浓度和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虽有减少但不

明显。后期是由于武汉市大气污染防治力度的不断加

强,SO2 年均浓度下降幅度增大。尤其是2013年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规划和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

措施方案的顺利制定和有效实施。环境维持功能总体

而言呈上升状态,其中2005—2013年因为森林覆盖率

在持续提高而水土流失率在逐渐减少而稳步上升,

2015—2017年小有回落主要是由于2016年起森林

覆盖率数据统计方式根据全省统一要求进行了调整。

图2 武汉市经济功能变化

图3 武汉市社会功能变化

图4 武汉市生态功能变化

3.3 土地利用功能障碍因子诊断

利用公式(12)对武汉市各功能子目标层、指标层

各指标的障碍因子及其障碍度进行测算(图5),并对

土地利用多功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

识别,本文仅对影响程度处于前5位的障碍因子予以

排列展示(表5)。

3.3.1 子目标层障碍度 由图5可以发现,经济、社
会功能这两个子目标的障碍度变化趋势较为相似,总
体发展趋势为缓慢下降,而生态功能的障碍度则呈现

上升势 头。其 中,经 济 功 能 子 目 标 的 障 碍 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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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年较为稳定,2014—2017年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涨跌,主要是因为粮食单产、经济密度、人均拥

有道路 面 积 的 制 约;社 会 功 能 的 障 碍 度 经 历 了

2005—2010年的平稳发展后于2011年有所下降,而
后又进入了第2个平稳期,最后在2016年短暂上升

后于2017年大幅度下降,整体由0.35下降至0.05,
期间的波动主要是受到城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的影响;生态功能的障碍度在2005—

2009年基本保持稳定不变的状态,2010—2015年逐

年稳步增长,2016年大幅度下降后2017年又有了更

大幅度提高,整体由0.32上升到0.78,且在2010年

之后生态功能子目标成为土地利用多功能的主要障

碍。整体上来看,2005—2017年经济功能和社会功

能子目标的平均值为0.29左右,而生态功能子目标

的平均值为0.41,说明3类功能子目标对土地利用多

功能都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前二者较小,后者较大。
因此在武汉市要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升土

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则必须加强对生态功能的响应,
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划定“三区三线”,使土

地资源得到高效且合理的利用。

图5 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子目标层障碍度

3.3.2 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及其障碍度 由表5可

以看出,2005—2017年期间只有2005,2006和2010
年以社会功能为主,其余年份均以生态功能为主。

SO2 年均浓度(X25)、经济密度(X4)、卫生机构密度

(X14)、人均GDP(X6)、人均水资源量(X21)在前五

位的障碍因子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研究期间,武汉市

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主要侧重于经济发展,其各项

指标均朝着正向发展且受到的障碍度略小;而对土地

的社会功能关注相对较少,如人居环境等。同时,一
定程度上忽略了土地的生态功能,所以表5中位于首

位的均是生态功能相关指标。其中,2005—2008年

排名前五的障碍因子没有发生改变,表明该时间段内

各类土地利用功能相对较为平衡;2013—2017年障

碍因子排名前两位的为生态功能的指标,其中SO2
年均浓度对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的影响最大,且该

影响一直持续到2016年,而人均水资源量由于不稳

定也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度。这表明在此期间,武汉市

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护没有达到足够的重视程度,长
久来看,生态功能的实现将成为制约武汉市土地利用

多功能性有效发挥的首要因素,生态功能应当得到更

高层级的重视。

表5 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年份 项目
指标排序

1 2 3 4 5

2005
障碍因子 X25 X4 X6 X13 X14

障碍度 0.1920 0.1431 0.1088 0.0943 0.0908

2006
障碍因子 X25 X4 X6 X13 X14

障碍度 0.1945 0.1387 0.1047 0.0951 0.0868

2007
障碍因子 X25 X4 X6 X13 X14

障碍度 0.2087 0.1384 0.1035 0.0945 0.0789

2008
障碍因子 X25 X4 X6 X13 X14

障碍度 0.2262 0.1359 0.0992 0.0947 0.0747

2009
障碍因子 X25 X4 X6 X13 X21

障碍度 0.2328 0.1377 0.0992 0.0889 0.0778

2010
障碍因子 X25 X4 X13 X6 X14

障碍度 0.2511 0.1354 0.0995 0.0976 0.0806

2011
障碍因子 X25 X4 X21 X8 X6

障碍度 0.2377 0.1105 0.1004 0.0954 0.0804

2012
障碍因子 X25 X4 X14 X21 X13

障碍度 0.2550 0.1075 0.0888 0.0849 0.0818

2013
障碍因子 X25 X21 X14 X4 X8

障碍度 0.2851 0.1030 0.1012 0.0927 0.0896

2014
障碍因子 X25 X21 X14 X8 X4

障碍度 0.2682 0.1342 0.1250 0.1059 0.0889

2015
障碍因子 X25 X21 X4 X14 X6

障碍度 0.3545 0.1473 0.1039 0.0826 0.0712

2016
障碍因子 X25 X27 X14 X4 X1

障碍度 0.1325 0.1284 0.1209 0.1135 0.0988

2017
障碍因子 X21 X27 X1 X23 X26

障碍度 0.5041 0.1513 0.1293 0.0731 0.0447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1)从整体看,研究期间武汉市土地利用总功能

不断增强,发展状况良好。经济、社会、生态功能均呈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功能标准差呈 U形上升趋

势,各功能间差异渐大,功能间协调性减弱。功能变

化优势度逐渐下降,土地利用渐趋多样化。
(2)从子目标层看,研究期间武汉市的经济功能

和社会功能都经历了由低级水平向优质水平的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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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过渡,生态功能相较前两者增长更为迅速,但与

前两者的功能值仍有一定差距。
(3)研究期间武汉市经济和社会功能的障碍度

发展脉络一致,均为下降趋势,而生态功能障碍度则

呈上升态势,并于2011年起与经济、社会功能逐渐拉

开差距,成为土地利用多功能发挥的最主要障碍。其

中,经济密度、人均GDP、卫生机构密度、人均水资源

量和SO2 年均浓度等障碍度较大。

4.2 讨 论

土地利用多功能变化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和

空间异质性,借助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可以有效

洞悉其变化及变化趋势,识别不相匹配的土地功能,
并剖析其影响因素及可能的缘由,从而有针对性地提

高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为构塑区域土地利用行为的协

调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提供有效指导。武汉在发展

中更多地将土地作为资产不断变现,这加剧了土地利

用的生态风险,限制了土地利用多功能的协调发展,
最终将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未来武汉市应当将重点

聚焦在生态功能的提升上,与此同时仍要关注经济功

能和社会功能中的薄弱点。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对武

汉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①牢牢把握中部崛

起的机遇,利用突出的产业基础和商务环境打造具有

独特资源禀赋优势的武汉城市圈,带动城市圈各城

市、各中部城市的发展,成为内陆地区新一轮经济增

长极。②应依托经济发展提高卫生资源的存量供给,
合理配置存量卫生资源,优化卫生资源的城乡配置,
更多地向农村倾斜,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卫生资源的

利用率和合理配置率。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

业升级,实施清洁生产,减少三废污染;创新城市生态

治理方式,加快发展绿色和循环经济;严格落实河湖

长制,健全“三长联动”机制,优化整合全市生态水网,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推动水资源综合

整治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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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山西省运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进行评估,为区域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应用中国地级市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案例,确立自变量因子,采用 Meta分析价值

转移法建立运城市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模型,并结合2007—2017年期间运城市景观格局估算运城

市景观生态价值。[结果]①研究时间、研究方法、研究区人口与价值转移模型正相关,经济变量与模型负

相关;位置变量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生态服务价值有负作用,东北地区则有正作用。②水域景观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其后依次是林地、草地、耕地景观。[结论]运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表现出

“减少—增加—再减少”变化,且与景观面积变化基本一致,受林地和草地景观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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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ecosystemservicevalue(ESV)ofYunchengCity,ShanxiProvincewasevaluated
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fortheexplorationofsustainableurbandevelopmentmodel.[Methods]

Basedonthecasestudyofecologicalservicevalueofprefecture-levelcitiesinChina,weestablished
independentvariablesandvaluetransfermodeloflandscapeecosystemservicesinYunchengCitybasedon
Meta-analysismethod.AndthelandscapeecosystemservicevaluesofYunchengCitybasedonitslandscape
patternfrom2007to2017wereevaluated.[Results]①Theresearchtime,researchmethodandthepopulation
ofthestudyareawerepositivelycorrelatedwiththevaluetransfermodel,whiletheeeconomicvariableswere
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hemodel.Amongthelocationvariables,theeasternandcentralregionshada
negativeeffectonecologicalservicevalues,whilethenortheasternregionshadapositiveeffect.② The
ecosystemservicevalueofwaterlandscapeperunitareawasthelargest,followedbywoodland,meadowand
cultivatedlandlandscape.[Conclusion]EcosystemservicevaluesinYunchengCityshowedachangeof
“decrease-increase-decrease”,whichwasbasicallyconsistentwiththechangeoflandscapearea,anditwas
greatlyaffectedbythewoodlandandgrasslandlandscape.
Keywords:Meta-analysis;valuetransfer;ecosystemservicevalue;YunchengCity,ShanxiProvince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servicevalues,

ESV)是生态环境产生的定量化的效用价值量,主要

依凭生态系统本身的稀缺性和功能性[1-2]。现今社会

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也产生

了气候突变、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威胁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运而生。生

态环境质量与人类发展关系密切,而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价是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研究方法[3]。20



世纪末,Daily等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概
念[4];同年,Costanza等[5]将全球分为17个功能的

16个生态系统,提出针对全球ESV单位面积评估标

准。21世纪初,千年生态环境评估项目启动,开始了

对生 态 系 统 的 首 次 整 体 性 评 价[6]。中 国 谢 高 地

等[7][8]根据Costanza的评价标准,结合国内外学者

观点和本国实际,建立中国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

表。中国关于ESV的定量化研究主要采用Costanza
和谢高地的单位估算值,并辅以成本法和具体研究对

象,综合估算研究区的生态价值。王洁等[9]运用谢高

地等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对淮北市17个生态节点

的ESV进行评估。刘英英等[10]使用修订后的谢高

地价值因子与土地利用系数、集中性分析模型相结

合,具体分析长江上游生态脆弱区的ESV变化与响

应。胡应龙等[11]利用谢高地[12]2015年改进型生态

服务价值评估法,结合CA-Markov模型,探究广州

市土地利用变化对 ESV 的影响。唐承佳[13]则将

Costanza与谢高地的价值评估因子,与佟德龙[14]市

场价值法和成本法得到的建设用地ESV相结合,对
枣庄市总体生态进行评估。丁丽莲等[15]修正ESV
当量因子,研究近30a淀山湖地区ESV与土地利用

变化的响应关系。然而,城市所处区位、评估时间甚

至研究方法的不同,都会造成最终评估结果的不同;
若仅采用同一套评估体系,即使结合当地经济要素,
也仍会存在较大的误差[16]。而价值转移法最早在

1975年就应用于评价美国赫尔斯峡谷自然环境价

值[17],此后逐渐用于自然生态环境评估,可以通过将

已有研究区域(研究地)ESV成果转移到待研究区域

(政策地)[18],建立价值转移模型,以此估算待研究区

ESV的值[19]。其中,Meta分析价值转移法通过建立

价值转移函数关系,减少潜在因素的负作用,校正函

数方程中的误差[20-21],是目前价值转移法中最为客观

准确的方法,目前主要应用于医学领域,在地理学、景
观学领域应用相对较少。运城市位于晋陕豫三省交

界处,是国家建设“黄河金三角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

合试验区”的核心城市[22-23],也是中部地区实现区域

一体化跨越合作发展的重点示范区。运城市迎来发

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

化带来的环境与资源上的压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优

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

2010,2013和2017年运城市景观格局变化情况,以
全国地级市为价值转移基础库,建立 Meta分析价值

转移模型,对运城市ESV进行评估并分析其原因,希
望为本区域探索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运 城 市 位 于 东 经 110°15'—112°04',北 纬

34°35'—35°49'间,总面积近1.42×106hm2,是山西

省西南部重要的地级市,晋陕豫三省交界、黄河“几”
字形转弯处;北部与临汾市相邻,东部与晋城市相连,
西边和南边隔黄河分别于陕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

峡市相望。运城市辖区包括1区2市10县,分别是

盐湖区、永济市、河津市、稷山县、新绛县、万荣县、闻
喜县、垣曲县、临猗县、绛县、芮城县、夏县、平陆县。
运城市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到季风作用,
夏季高温多雨,且以暴雨、阵雨为主;冬季严寒干燥。
年平均降水近564mm;气温年较差大,1月平均气温

-2.2℃,7月平均气温27.4℃。
运城市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1509.6亿元,相较

2017年增长了7.0%;产业结构从2017年的16.0∶
36.4∶47.6逐渐优化调整为2018年的15.0∶36.8∶
48.2;居民可支配收入18707元,其中城市军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29104元,农村为10916元。截止

2018年,运城市人口共有常住人口535.97万人,在全

省位居首位。全年新出生人口5.19万人,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4.42%;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达到50.20%,
相较2017年增长1.26%。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选取的遥感数据均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

(www.gscloud.cn),分别是2007和2010年的Land-
sat4—5TM 遥感影像和2013,2017年的 Landsat
8OLI-TIRS遥感影像数据(表1);用于价值转移的文

献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社会经济数据来自各市

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遥感影

像涉及预处理主要包括大气校正、以Landsat8OLI-
TIRS影像为基准的几何校正、影像拼接和以运城市

行政区范围为边界的影像裁剪,最终得到2007—

2017年共4期研究区影像。

1.3 景观分类标准

本文分别采用453波段组合、564波段组合,提
取感兴趣区域(regionofinterest,ROI),对 TM 影

像和OLI-TIRS影像进行景观格局分类[24]。结合研

究区实际和相关文献,在“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

查与动态研究”制定的土地分类基础上[25-26],将运城

市景观分为耕地景观、林地景观、草地景观、水域景观

和建设用地景观5类(图1)其中,耕地景观包括种植

农作物和蔬菜的土地,主要有新开地、复垦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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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轮作地、休耕地等;林地景观包括乔木林、灌木林、
宜林地、疏林地等,郁闭度>0.2;草地景观主要指覆

盖度>0.02的草甸、草原等;水域景观包括河流、天

然及人工湖泊、水库坑塘、沼泽、滩涂等水体及水利设

施;建设用地景观主要包括指城镇及农村居民点、交
通用地、工矿用地等。

图1 运城市2007-2017年景观类型分布

表1 研究使用的遥感影像属性

年份 影像日期 传感器 行列号 分辨率/m

20070602 p126r035

2007
20070517

TM
p126r036

30
20070814 p125r036
20070915 p125r035

20100914 p126r035

2010
20100712

TM
p126r036

30
20100502 p125r036
20100923 p125r035

20130602 p126r035

2013
20130602

OLI
p126r036

30
20130627 p125r036
20130830 p125r035

20170512 p126r035

2017
20170528

OLI
p126r036

30
20170809 p125r036
20170809 p125r035

1.4 Meta分析价值转移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1.4.1 建立价值转移模型 运城市是晋陕豫交界处

的重要地级市,因此,根据中国地级市全名单[27],将
地级市全称和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共同输入

中国知网进行检索,选取研究地级市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文献进入价值转移文献库,共得到文献194篇;
选择其中同时具有“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和具体研究时间的文献,最终筛选得到可用文献29
篇。综合考虑文献中的具体信息和研究区现状,结合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28-35],设定研究时间、研究方

法、研究区位置、研究区面积、研究区经济、研究区人

口等6个自变量,并进行编码赋值(表2)。

Meta分析价值转移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Wi=m1TIME+m2WAYi+m3LOCi+
m4AREA+m5ECO+m6PEO+n (1)

式中:m,n 分别为系数和常量;i为正整数;W 为研

究区各景观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i=1~5
时;W 分别为单位面积上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
设用地景观的ESV值;TIME为研究时间;WAY为

研究方法;i=1~3时;WAY分别为直接法、修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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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融合法;LOC为研究区位置;i=1~4时;LOC
分别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AREA为研究区

面积;ECO为研究当年地区生产总值;PEO为研究

当年研究区常住人口。

表2 自变量编码赋值

自变量 自变量编码 说 明  
研究时间 TIME 2000年赋值1,2001年为2,则2015年为16

研
究
方
法

直接法 WAY1
表示直接采用前人的价值当量体系进行评估;

若采用直接法研究,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修正法 WAY2
表示结合研究区实际对前人成果修正后评估;

若采用修正法研究,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融合法 WAY3
表示使用两种或以上估算方法综合评估研究区;

若采用融合法研究,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东部地区 LOC1 若城市属于东部地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研究区位置
东北地区 LOC2 若城市属于东北地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中部地区 LOC3 若城市属于中部地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西部地区 LOC4 若城市属于西部地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研究区面积 AREA 以研究区实际面积输入数值(hm2)

研究区经济 ECO 以研究区研究年份生产总值输入数值(元)

研究区人口 PEO 以研究区常住人口输入数值(万人)

1.4.2 Meta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模型 从已

筛选文献中按已设定自变量提取数据,建立价值转移

数据库;利用SPSS23,选择“向后法”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详见表3。向后法会逐步剔除对模型贡献相对

较小的因子,直到全部因子达到标准[36]。本文对最

终未进入回归模型的因子不予分析。
根据表3,得到单位面积景观基于 Meta分析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模型。
(1)单位面积耕地景观价值转移模型:

W1=10302.170WAY3-19872.161LOC1-
18135.095LOC3+27.742PEO

(2)单位面积林地景观价值转移模型:

W2=20325.641WAY2+34482.722WAY3+
88.475PEO+28149.366

(3)单位面积草地景观价值转移模型:

W3=300.261TIME+13631.852WAY3+
(-9.578E-9)ECO+21.300PEO

(4)单位面积水域景观价值转移模型:

W4=8436.268TIME+82840.768WAY3+
81912.199LOC2+(-4.203E-7)ECO+
92.197PEO-82036.525

1.4.3 有效性检验 本文选用可决系数R2,F 值和t
值进行模型有效性检验[37]。R2 的计算公式为:

     R2=
∑
n

i=1
(̂yi-y)2

∑
n

i=1
(yi-y)2

(2)

式中:n 表示样本研究数量;̂yi-y 表示样本回归值;

yi-y 表示样本离差值。若R2>0.25,则表示拟合优

度很好。5种景观类型的R2 均大于0.57,均有较好

的拟合优度。

F 值的计算公式为:

 F=
(n-k)∑

k

i=1
(xi-x)2

(k-1)∑
k

i=1
∑
k

j=1
(xij-x2)2

(3)

式中:n 表示样本研究数量;k为样本因素水平数量;

∑
k

i=1
(xi-x)2 表示样本组间平方和;∑

k

i=1
∑
k

j=1
(xij-xi)2

表示样本组内平方差。F 值的Sig值<0.05则回归

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由表3可知建设用地景观回归

模型F 值得显著性为0.229>0.05,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则模型不可用,本文不予讨论。

t值的计算公式为:

t=
x-μ
σx
/(n-1) (4)

式中:n 表示样本研究数量;x 表示样本平均数;μ
表示总体平均数;σ表示样本标准差。t检验显著性

检验结果也需小于0.05,则耕地模型与自变量融合

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口显著相关;林地模型

与自变量修正法、融合法、人口显著相关;草地模型与

自变量时间、融合法、经济、人口显著相关;水域模

型与自变量时间、融合法、东北地区、经济、人口显著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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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Meta分析价值转移结果

变 量 
耕 地

t sig

林 地

t sig

草 地

t sig

水 域

t sig

建设用地

t sig
常 量 1.598 0.126 1.260 0.038 0.675 0.509 -3.069 0.010 -0.830 0.431
时 间 — — 0.243 0.811 1.638 0.032 4.126 0.000 1.386 0.203
修正法 1.575 0.132 1.698 0.047 1.444 0.168 0.653 0.521 -1.025 0.335
融合法 2.591 0.018 2.494 0.023 2.811 0.013 5.341 0.000 -1.859 0.100
东 部 -2.028 0.049 -0.734 0.473 -1.116 0.281 0.254 0.710 0.652 0.533
东 北 -0.858 0.402 -0.090 0.929 -0.734 0.474 3.149 0.048 0.339 0.744
中 部 -2.113 0.048 -0.611 0.549 -0.713 0.486 0.673 0.492 0.991 0.351
西 部 -0.153 0.880 -0.552 0.588 -1.418 0.175 -2.252 0.258 -2.362 0.046
面 积 -0.849 0.407 -0.537 0.598 -0.295 0.772 1.673 0.209 1.920 0.091
经 济 -0.633 0.534 -0.995 0.333 -0.780 0.027 -7.251 0.000 — —
人 口 3.135 0.005 3.024 0.007 2.097 0.052 1.466 0.025 -1.614 0.045
R2 0.578 0.573 0.644 0.798 0.659
F 值 2.899 2.411 2.891 3.760 1.717
sig 0.025 0.050 0.028 0.021 0.229

2 结果与分析

2.1 运城市景观格局变化

运城市景观格局始终以耕地景观为主(表4),
面积基本在8.0×105hm2 上下,占比一直稳定在

50%以上,是运城市的优势景观类型,结合图2可以

看出耕地景观集中连片,景观通达度很高,在2007—

2017年小幅增加了1.8618×104hm2。林地景观

面积呈现出“先减少再增加”变化,2010年降至低值

2.7344×105hm2,到2017年回升了6.4485×104hm2;
结合图2可发现,林地景观基本集中在运城市南部、
东南部的中条山、吕梁山北麓及孤山山区,在此范围

内景观优势度明显,其余部分景观零碎分布。草地

景观先扩张至2010年的2.36114×105hm2,此后不

断减少;在格局上基本与林地景观伴随分布在山区、
沟壑,在地形平坦的地区分布较少,且景观破碎度大。
水域景观面积占比最少,以黄河及汾河、涑水河、
亳清河、允西河等黄河支流为主,呈条带状分布;景观

变化呈“增加—减少—再增加”趋势,在2007—2017
年总体增加了6.820×103hm2,在2010年出现峰值

4.2109×104hm2。由图2可知,建设用地景观呈现

持续扩张趋势,城市扩张,零散景观不断积聚,从2007
年面积6.7510×104hm2,10a间扩张了2.8934×
104hm2。

表4 运城市2007-2017年景观面积变化

年份
耕 地

面积/hm2 比例/%

林 地

面积/hm2 比例/%

草 地

面积/hm2 比例/%

水 域

面积/hm2 比例/%

建设用地

面积/hm2 比例/%
2007 7.99925×105 56.28 3.13987×105 22.09 2.09372×105 14.73 3.0561×104 2.15 6.7510×104 4.75
2010 7.99438×105 56.24 2.73438×105 19.24 2.36114×105 16.61 4.2109×104 2.96 7.0256×104 4.94
2013 7.79258×105 54.83 3.17678×105 22.35 2.06336×105 14.51 3.3491×104 2.36 8.4592×104 5.95
2017 8.18543×105 57.59 3.37923×105 23.77 1.31063×105 9.22 3.7381×104 2.63 9.6445×104 6.79

2.2 运城市景观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以2017年作为景观分析的统一研究时间,对应

自变量TIME的输入值为18;综合多人研究成果建

立 Meta分析价值转移模型评估运城市景观ESV值,
属于融合法 WAY3;运城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因此

属于中部地区LOC3;自变量AREA值输入运城市总

面积1.4233×106hm2;运城市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

为1.34×1011元;运城市2017年常住人口为533.6万

人。据此代入价值转移模型可得运城市景观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转移结果(表5)。由表5可知,总体而言,
运城市ESV总量在2007—2017年期间呈现“降低—
增 加—再 降 低”变 化,2010 年 ESV 降 至 最 小 值

4.87461×1010元,2013年上升至峰值后在2017年又

小幅降低;但在研究时段内,运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呈增长趋势,总量整体提升了1.42982×109 元。
水域景观的单位面积ESV最大,耕地景观最小,从大

到小排列依次是水域景观1.45697×105 元/(hm2·a)、
林地景观1.09842×105 元/(hm2·a)、草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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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6×104 元/(hm2·a)、耕地景观6.970×104 元/
(hm2·a),且前3种景观的单位面积ESV远高于耕

地景观的单位面积ESV值,甚至是其4到20倍。因

此可以从理论上解释毁林开荒、填湖造田等不合理的

发展方式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失衡,还会

造成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幅降低;而“退耕还林还

草”等政策,对于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增加有直接有

效的 正 向 作 用。2007—2017年,运 城 市 耕 地 景 观

ESV总体呈现减少再增加变化,2013年最低值与

2017年最高值间相差5.52630×108 元;而林地景观

ESV总量一直是所有景观类型中的值,2007—2010

年ESV减少4.45404×109 元,此后ESV一直增加

至2017年最大值3.71183×1010元;草地景观生态价

值显示出增加再减少变化,且减少幅度最大,2007—

2017年前后减少了37.40%;水域景观价值量表现为

“增加—减少—再增加”变化,2010年ESV增至最大值

6.13510×109 元,2013年降低后,2017年又有所提升,
整体来说在研究时段内ESV为曲折上升趋势。各景观

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与景观面积变化趋势一

致。因此认为针对景观类型面积的保护措施,如“严守

耕地红线”,“严守湿地红线”等政策,对于区域生态服

务价值的提升与保护是非常有效的。

表5 运城市2007-2017年景观价值转移

景观类型 研究区景观总体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单位面积ESV/(元·hm-2·a-1) — 6.970×103  1.09842×105 2.9663×104 1.45697×105

2007年 5.072782×106 5.57564×105 3.448906×106 6.21049×105 4.45261×105

ESV/104 元
2010年 4.874611×106 5.57225×105 3.003502×106 7.00374×105 6.13510×105

2013年 5.283449×106 5.15278×105 3.544368×106 6.92132×105 5.31670×105

2017年 5.215764×106 5.70542×105 3.711825×106 3.88765×105 5.44632×105

3 讨论与结论

3.1 结 论

(1)本文通过文献筛选、选取自变量、提取数据、
有效性检验建立了Meta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

模型。据此模型可以发现:变量研究时间、研究方法、
研究区人口与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模型正相

关,研究区经济变量与景观价值转移模型负相关;而
在变量研究区位置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对ESV有

负向作用,东北地区则产生正向作用。
(2)运城市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水域

景观ESV值最大,其后依次是林地景观、草地景观、
耕地景观。运城市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呈现“减少—增

加—再减少”的变化,可以看出林地景观、草地景观的

变化对运城市ESV总量影响较大。其中,耕地景观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后复又增加,这与城市化发展

占用耕地以及后期运城市采用强有力耕地保护政策

息息相关。林地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10年前

降低,而后不断增加。这是由于运城市采取退耕还林

措施,加大监管保护森林资源。而草地景观呈现降低

趋势,说明草地资源仍受到农田和城镇扩张的影响。
水域景观2007—2010年ESV大幅度上升,这或与小浪

底水库投入使用,黄河及支流水位上升有关;此后ESV
减少后又增加,总体曲折上升,这与运城市推动水域湿

地生态区保护及退耕还湖还湿政策相关。景观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变化与景观面积变化基本一致。

3.2 讨 论

本文以全国地级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价值

转移库,建立基于Meta分析的价值转移模型,分析运

城市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一种方法在黄河流域

重要城市的合理应用。运城市是国家建设“黄河金三

角”综合发展区域的核心城市,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准确评估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和协调发展有重要意

义。Meta分析法相对于当量因子法,在评估ESV的

准确度上有很大提升,可以兼顾到更多的影响因子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在方法上更加合理,但对

于基础样本的数量和均匀度也有一定要求。
根据必须有“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和

“具体研究时间”对来自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筛选,最
终仅有29篇文献通过筛选进入文献库,样本量相对

较少。另外,本文未讨论建设用地景观生态价值转

移,是因为建设用地未通过F检验,这可能与样本中

建设用地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数据量较少有

关,本文最终通过筛选的29篇文献中,仅有11篇具

有建设用地单位面积价值量数据,因此会影响回归结

果。今后研究中希望能够采用更好的筛选标准,允许

更多的样本进入研究范围,同时保证样本文献的数量

与质量。
从文献创作和研究区本身属性两个角度共选取

了6个自变量,虽然部分自变量仍有细分,但在回归

后一部分自变量被剔除后,剩余变量依旧较少。今后

需要综合考虑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加入变量中,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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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方面的气候、生物以及通过问卷等调查方式获

得人文方面比较难以量化的政策、民众生态环保意识

等变量,进一步完善模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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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和模糊数学的川西地区生态安全评价
陈春容,仙 巍,潘 莹,王浩帆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610225)

摘 要:[目的]对川西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研究,以期为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基于GIS和遥感技术,从自然和人为影响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模糊数学模型对

川西地区2000,2005,2010,2015年和2018年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结果]川西40%的区域生态安

全状况处于较危险状态,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川西生态安全2000—2018年总体变化趋势

为“上升—小幅度下降—上升”。川西地区生态安全 Moran’sI指数在0.5左右,西部白玉、巴塘、理塘一带

生态安全状况好转,东部九龙、雅江、木里和若尔盖一带生态安全质量有所下降。地形植被是川西生态安

全最主要的影响因子。[结论]川西整体生态安全状况偏差,但呈现出改善趋势,具有较强的空间聚集性,

对川西生态安全状况的治理要充分考虑其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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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ofWesternSichuanProvince
BasedonGISandFuzzyMathematics

ChenChunrong,XianWei,PanYing,WangHa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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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securityofWesternSichuanProvincewasevaluatedinordertoprovide
ascientificbasisforthe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truction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planningofthe
region.[Methods]BasedonGISandremotesensingtechnology,anevaluationindexsystemwasconstructed
fromtwoaspectsofnaturalandhumanimpacts,andtheecologicalsecuritystatusofWesternSichuan
Provincein2000,2005,2010,2015and2018wasevaluatedthroughfuzzymathematicalmodels,respectively.
[Results]Theecologicalsecurityin40%oftheregioninWesternSichuanProvincewasinadangerousstate,

showinga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of“highintheeastandlowinthewest”.Theoverallchangetrendof
ecologicalsecurityinWesternSichuanProvincefrom2000to2018was“risingfirst,thendecreasingslightly,

andthenrising”.TheMoran’sIindexofecologicalsecurityinWesternSichuanProvincewasaround0.5.
TheecologicalsecuritysituationintheWesternBaiyu,Batang,andLitangareashadbeenimproved,while
theecologicalsecurityinEasternJiulong,Yajiang,Muli,andRuoergaiareaswasdeclined.Topographyand
vegetationwerethemainfactorsinfluencingecologicalsecurityinWesternSichuanProvince.[Conclusion]

Theoverallecologicalsecuritysituationin WesternSichuanisrelativelypoor,butitshowsatrendof
improvement,withstrongspatialaggregation.Themanagement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WestSichuan
Provinceshouldconsiderits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
Keywords:ecologicalsecurity;GISandremotesensingtechnology;fuzzymathematicalmodels;WesternSichuanProvince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1],作为国

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已成为当前研

究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热点和趋势[2]。21世纪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城镇化

进程加快、人地矛盾紧张、资源约束趋紧;此外,各类

自然灾害频发,诸多因素致使生态结构紊乱和生态功

能退化,严重威胁着国家生态安全。因此研究区域生

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针对生态安全的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安全评价、生态系统功能及服

务价值和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方面[3]。生态安全评价

是研究区域生态是否安全的必要步骤,同时也是解决

其余生态问题的基础。对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选取评价指标,二是对评价

模型的研究。生态安全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和人类

活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基于此,国内外研究主要根

据“环境(自然)—经济—社会”、“压力(pressure)—
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PSR)等概念模型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早期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多为数

字模型法和生态模型法[4-5]。如丁道军[6]根据PSR
模型研究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生态安全状况,总结了

阿坝州主要生态问题及原因;陈蓓[7]基于生态碳足迹

评价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安全状况,发现川西南地

区所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后来又引入了景观

生态学[8-9]的方法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但这些方法

存在空间差异性难以体现、忽略自然环境因素等问

题。随着遥感和GIS高新技术的发展,基于网格的

评价及分析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行政单元内部生态安

全状况的空间差异[10]。近年来,模糊数学在生态问

题研究中使用广泛。如邹长新等[11]运用模糊数学方

法探讨若尔盖湿地生态安全变化情况,发现研究区生

态安全状况有所下降;刘祖涵[12]将模糊数学引入城

市生态安全评价中,论证了煤炭开采对萍乡市生态环

境的负面影响。该方法能够很好的解决生态安全评

价指标的复杂性和评价结果等级的不确定性所带来

的问题,在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应用良好。习近平指

出要从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千秋大计的高度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1]。川西地

区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然而,该区位于

高海拔地区,地势陡峭、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地质条件

复杂等诸多自然因素造成了川西地区生态先天性脆

弱。加之近年来人类活动加剧、土地利用不合理和森

林资源退化,不仅使得研究区生态屏障功能减弱,而
且成为了四川省生态安全问题突出的典型区域之

一[13]。目前,对川西生态问题的研究十分匮乏,在已

有的少量研究中,多以县(州)行政区域为评价单元,
难以反映更小尺度区域生态安全状况。此外,研究过

多考虑社会经济影响,忽略了川西作为高原地区及其

自身自然条件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GIS和遥感

技术,以1km×1km网格为评价单元,从自然和人为

因素两个方面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

数学法对川西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研究,以期为该地区

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川西地区位于四川省西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的

横断山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县。川西地区水系丰富,
金沙江、雅砻江纵贯全境,是长江、黄河重要的水源

地。区内设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水土保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气候调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作为我国第一、二阶梯过渡带,川西地区

西北部以高原地形为主,西南部以山地地形为主,平
均海拔高4000m,土壤质地松脆,易被风化侵蚀。
区内常年气温偏低,降雨量较少,日照时间长,气候随

季节变化特征明显。川西高原植被多为草地,生物种

类繁多,具有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是《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确定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

1.2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及来源详见表1。在ArcGIS中对

数据进行投影转换、拼接、裁剪,空间分辨率统一为

1km×1km。

表1 数据及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高程数据 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
气象数据(气温、降水)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s:∥data.cma.cn)
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NDVI)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土壤数据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http:∥data.casnw.net/portal)
社会经济数据(GDP、人口)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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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川西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2.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构建遵循科学

性、代表性、可获取性、综合考虑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以

及前人的研究,本文从自然和人为两个角度构建评价

指标体系,包括人类活动、气候变化、地形地貌、森林

资源和地质条件5个方面共9个正负指标。正(负)
指标与生态安全状况呈正(负)相关。具体指标体系

及解析详见表2。

表2 川西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权重 属性确定依据 计算方法和模型 说 明

自
然
因
素

地形地貌

高 程 — 0.134

坡 度 — 0.098

汪朝 霞[4]、李 益 敏
等[10]、宋晓华[14]、
王娟[15]

高程直接下载获取。坡
度根据高程数据 ArcGIS
中计算获得

高程和坡度是表征地形起伏的重要因子,川西作为
高山峡谷地区,海拔普遍偏高且空间差异较大,严
重影响着区域植被的生长状况。研究区地形陡峭,
随着坡度增大,崩塌体下滑力增大,易发生地质灾
害和水土流失。

气候变化

气 温 + 0.097

降 水 + 0.104

汪朝霞[4]、
王怡然[16]、
张雅娴等[17]

研究 区 年 均 气 温 和 年
降水 量 站 点 数 据 通 过
ArcGIS插值得到

气象因素是评价区域生态安全的必要条件,气温对
区域植被生长和空气质量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
降水是发生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决定因素。研
究区常年气温寒冷、降水稀缺,恶劣的气象条件影
响着人类财产和生命安全。

森林资源 植被覆盖度 + 0.128 王娟[15]、王怡然[16] 依据 像 元 二 分 模 型[20]

计算获得

植被覆盖度的多少能直观的反映出区域生态安全
的优良状况,是最主要的生态环境表征因子。川西
地区荒漠化程度严重,植被覆盖程度对其生态安全
状况变化产生明显影响。

地质条件 土壤可蚀性 — 0.123
汪朝霞[4]、
朱玉林等[18]

依据EPIC模型[21]计算
获得

水土流失、草地退化是目前川西地区面临的主要生
态问题,土壤可蚀性因子是其重要表征之一。研究区
土壤多为草毡土、泥炭沼泽土、薄黑毡土和草甸土等,
保水性相对较差,易被侵蚀,威胁着区域生态安全。

人
为
因
素

人类活动

人均GDP + 0.117

人口密度 — 0.098

人为干扰指数 — 0.101

王 娟[15]、朱 玉 林
等[18]、王振波[19]

人均GDP和人口密度直
接下载获取。人为干扰
指数 参 考 严 恩 萍 等[22]

人的研究方法计算得到

人类活动是影响区域生态安全不可或缺的因素。
人口密度和人均GDP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类
活动强度。研究区主要以发展农牧业为主,但耕地
资源有限,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使得人地矛盾突
出,对生态环境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而人为干扰指
数根据土地利用情况来表征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程度。

  注:“-”,“+”分别表示负指标和正指标。

2.1.2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1)指标标准化。研究采用极值法对各个指标

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X正指标=(ai-amin)/(amax-amin) (1)

  X负指标=(amax-ai)/(amax-amin) (2)
式中:X正指标 表示正指标的标准化值;X负指标 表示负指

标的标准化值;ai 表示第i项指标原始值;amax第i
项指标的最大值;amin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

(2)熵权法。本文选取相对客观的熵权法[23]计

算指标权重。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

量越大,在综合评价中所起作用越大,权重就越高,反
之则越低。结果详见表2。

2.1.3 模糊数学综合评价 模糊数学法是把定性评

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

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

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

化的问题。对研究区生态安全状况进行模糊数学综

合评价时,评价因素为U=(u1,u2,…,uj),uj 表示

第j个评价指标;评价因素值为X=(x1,x2,…,xi),

xi 表示第i个评价单元对应的值;评语集为V=(v1,

v2,v3,v4,v5)。在燕守广、李悦等[24-25]生态安全等级

划分的标准上,本文将生态安全分为5个等级(表3)。

表3 川西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标准

生态安全等级 范围 说 明

Ⅰ [0,0.2) 生态安全状况处于危险状态

Ⅱ [0.2,0.4) 生态安全状况处于较危险状态

Ⅲ [0.4,0.6) 生态安全状况处于临界安全状态

Ⅳ [0.6,0.8) 生态安全状况处于较安全状态

Ⅴ [0.8,1] 生态安全状况处于安全状态

(1)隶属度函数构建。根据生态安全值域分布

的一般规律,研究选取梯形函数来构建隶属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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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26]。具体公式为:
偏小型:

U(x)i=
1 (x≤v1)  

(v2-x)/(v2-v1) (v1<x<v2)

0 (x≥v2)  

ì

î

í

ï
ï

ïï

(3)

中间型:

U(x)i=

0 (x≤vi-1或x≥vi+1)
(x-vi-1)/(vi-vi-1) (vi-1<x<vi)   
(vi+1-v)/(vi+1-vi) (vi<x<vi+1) (4)

1 (x=vi)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偏大型:

U(x)i=
1 (x≥v5)  

(x-v4)/(v5-v4) (v4<x<v5)

0 (x≤v4)  

ì

î

í

ï
ï

ïï

(5)

(2)川西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为:

H=W·R=(c1,c2,…,cn) (6)
式中:H 为生态安全评价等级结果;W 为指标权重

集;R 为指标隶属度矩阵;cn 对应各个生态安全等级

的隶属度。依据隶属度最大原则确定各评价单元的

生态安全等级,最终得到川西生态安全状况评级

结果。

2.2 川西生态安全空间分析方法

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川西生态安全空间聚集

或离散特征进行分析。

2.2.1 全 局 自 相 关  全 局 自 相 关 的 莫 兰 指 数

(Moran’sI)从整体上揭示事物空间聚集程度,计算

公式为:

Moran’sI=
∑
n

i=1
∑
m

j=1
Wij(xi-x)(xj-x)

S2∑
n

i=1
∑
m

j=1
Wij

(7)

      S2=
1
n∑

n

i=1
(xi-x)2 (8)

      x=
1
n∑

n

i=1
xi (9)

式中:xi 表示第i个地区的要素值;n 为区域总个数;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当区域i和j相邻时,Wij=1;不
相邻 时,Wij =0。Moran’sI 指 数 取 值 范 围 为

[-1,1]。当 Moran’sI 指数属于(0,1],要素值在空

间上表现为正相关,且Moran’sI指数值越趋近于1,
表明其空间分布越聚集;当 Moran’sI 指数属于

[-1,0),要素值在空间上表现为负相关;Moran’sI
指数值越趋近于-1,表明其空间分布越离散;若

Moran’sI等于0,则表明要素值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2.2.2 局部自相关 局部自相关的局域关联指标

LISA可 表 征 小 区 域 空 间 聚 散 特 征。LISA 是 将

Moran’sI分解到各个单元地区,正值表示空间单元

要素值与相邻单元要素值相近,负值表示空间单元要

素值与相邻单元要素值差异较大,LISA计算公式为:

  Moran’sI=(
xi-x

m
)∑

n

j=1
Wij(xi-x) (10)

  m=( ∑
n

j=1,j≠i
x2

j)/(n-1)-x (11)

3 结果与分析

3.1 川西生态安全状况

3.1.1 川西生态安全面积统计分析 对研究区生态

安全面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图1。2000—2018年

生态安全呈正态分布,川西地区整体生态安全状况偏

差。以2018年为例,生态安全状况Ⅱ级区域所占面

积最多,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0%;其次是Ⅲ级区域,占
总面积的26%;Ⅰ级区域所占面积最少。2000—2018
年Ⅳ,Ⅴ级区域所占面积之和一直少于Ⅰ,Ⅱ级所占

面积之和。这表明川西虽极少地区生态处于危险状

态,但处于较危险状态的区域面积占比最多,川西生

态脆弱区域多于生态环境良好区域,川西地区整体生

态安全状况偏差。

图1 川西地区2000-2018年生态安全等级面积

3.1.2 川西生态安全空间分布格局 由图2可知,研
究区生态安全东西部差别显著,呈现出“东高西低”的
空间分布格局。2000年,以色达县—甘孜县—新龙

县—理塘县—稻城县为分界线,川西西部地区(包括

上述县级行政区)生态安全多处于Ⅰ级和Ⅱ级,东部

地区生态安全多处于较Ⅳ级和Ⅴ级。这表明西部地

区相较于东部地区面临着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巨

大压力,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2000年以后,川
西西南地区生态安全多处于Ⅲ级。2000—2018年川

西有3个明显的区域生态处于安全状态,分别位于川

西东北部若尔盖、红原、松潘一带;汶川、茂县东南地

区;以及泸定县东部地区。其中,若尔盖和红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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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2005和2015年生态处于临界安全状态。汶

川、泸定等县经济较发达,川东北一带坡度均在8°以
下,区内多为草地和湿地,植被长势较好,生物多样性

丰富,水土保持能力较强,生态安全状况良好。生态

危险区在德格、理塘和泸定县等地有少量分布,这些

区域几乎没有植被分布,多为冰川雪被覆盖,抗干扰

能力弱。而石渠县有较多部分区域属于生态危险区,

自2000—2018年石渠县人口呈持续高速增长状态,

2000年人口达到6.3万人,到2018年约为10.1万人,
年均增长率高达3.35%,远超川西其他地区。石渠县

境内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导致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急剧减

少,草地退化程度加剧,生态压力倍增。除此之外,石
渠县鼠虫害泛滥、自然气候恶劣,并且在“十二五”期间

生态投资力度较弱,使得石渠县生态环境愈发脆弱。

图2 川西生态安全等级分布

3.2 川西生态安全时间变化分析

为了解研究区生态安全时间变化趋势,利用GIS
技术对2000—2018年川西地区生态安全状况做转移

矩阵分析,结果详见表4。其中上升表示生态安全等级

变高,不变表示生态安全等级没有发生变化,下降表示

生态安全等级变低。2000—2018年川西生态安全等级

保持不变的区域均占川西地区总面积的70%以上,这
表明川西地区生态安全整体变化幅度较小。2000—

2005年川西生态安全等级上升占比为16.7%,其中Ⅱ级

区域面积变化占9.3%,下降为10.9%,生态安全等级

总体有较大幅度上升。2005—2010年生态等级上升占

比为7.8%,下降为8%,出现极小幅度下降的情况。

2010—2015年生态等级上升占比为13.9%,下降为

11.4%;2015—2018年生态等级上升占比为14.4%,
下降为12.2%;说明2010—2018年川西生态状况持

续变好,这得益于国家大力提倡和发展绿色生态城市,

四川生态省建设规划的大力实施,使得研究区生态安

全得到重视和保护。川西生态安全2000—2018年的

总体变化趋势为“上升—小幅度下降—上升”。

3.3 川西生态安全空间聚集特征分析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空间数据分析软

件GeoDa对研究区生态安全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

析,计 算 得 到 研 究 区 生 态 安 全 2000—2018 年 的

Moran’sI指数。如图3所示,川西2000,2005,2010,

2015年以及2018年生态安全的Moran’sI指数都通过

了1%的显著性检验,值分别为0.572,0.434,0.446,

0.363和0.419,这说明川西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

显著相关性。2000年 Moran’sI 指数最高,其他年

份降低,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关联性减弱。将川西

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分为4个区域,“H-H”区(高值与

高值聚集),“L-L”区(低值与低值聚集),“L-H”区(低
值向高值聚集),“H-L”区(高值向低值聚集)。从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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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出,“H-H”区和“L-L”区所占面积之和是“L-H”
区和“H-L”区所占面积之和的6~10倍,这表明川西

生态安全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空间聚集性

显著。

表4 川西2000-2018年生态安全面积变化幅度 %

生态安全
等 级

2000—2005年

上升 不变 下降

2005—2010年

上升 不变 下降

2010—2015年

上升 不变 下降

2015—2018年

上升 不变 下降

Ⅰ 1.4 2.5 0 0.7 2.7 0 0.9 2.4 0 0.7 2.7 0
Ⅱ 9.3 34.6 0.3 3.8 35.7 0.3 6 33.9 0.5 7.3 32.2 0.4
Ⅲ 4.5 20 3.2 2.6 24.9 1.9 3.1 23.2 2.4 4.9 21.9 2.2
Ⅳ 1.5 9.1 3.9 0.7 12.9 3.5 3.9 8 4.7 1.5 6 3.6
Ⅴ 0 6.2 3.5 0 8 2.3 0 7.2 3.8 0 10.4 6

总和 16.7 72.4 10.9 7.8 84.2 8 13.9 74.7 11.4 14.4 73.2 12.2

图3 川西2010-2018年生态安全 Moran’sI
指数及空间关联区面积图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GeoDa生成研究

区生态安全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聚类图(图4),研
究区生态安全聚集性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为

H-H区,主要包括若尔盖、红原、松潘、茂、汶川东南

部、康定北部、以及泸定和木里部分地区。H-H区主

要分布于湿地绿洲地区或者地势较为平坦的区域。
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区域主要位于中部地区,如壤塘、
道孚、雅江等地。L-L区即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

部的石渠、色达、德格等地,这些区域地势险峻,多为

高山峡谷地带,且草地荒漠化程度严重。从图4可以

看出,2000年之后川西生态安全空间聚集分布格局

变异特征明显,高值聚集区向川西中部扩张,面积有

小幅度缩减;位于西南部的白玉、巴塘、理塘等L-L低

值聚集区面积明显减少。2015年较之前年份生态安

全H-H区在东北部若尔盖、阿坝等地面积缩减。到

2018年东部雅江、九龙、木里等 H-H 区面积有所下

降,这些区域受人类干扰影响较大,植被和草地面积

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增多,水土流失加重,生态环境

恶化。

3.4 川西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因子分析法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提

出[27],研究众多变量间的关系,用较少的几个公因子

来表达原始变量的主要信息。本文运用SPSS提供

的KMO统计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方法来判断数

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得到 KMO检测值为0.701,

Bartlett检测值sig为0.000。根据 Kaiser给出的度

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对标准化处

理后的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碎石图如图5所

示。由图5可以看出,从第4个因子起曲线趋于平

缓,有3个特征值大于1的主要因子,其方差累积贡

献水平为62.64%,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整体信息。
利用最大方差法对影响因素进行降维处理,对因

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成分矩阵见表

5。因子1对气温、降水具有较高载荷,主要为气象影

响因子。因子2对人口密度和GDP具有较高载荷,
主要为社会经济影响因子。因子3对高程和植被覆

盖度具有较高载荷,主要为地形植被因子。因此,将
提取 出 来 的3个 主 要 因 子 分 别 命 名 为 气 象 因 子

(X1)、社会经济因子(X2)和地形植被因子(X3)。
对川西生态安全5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

0.2,0.4,0.6,0.8和1。以生态安全值(Y)为因变量与

因子分析提取出的3个因子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通

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线性函数关系为:

Y=0.055X1+0.012X2+0.065X3+0.548
气象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地形植被因子的生态

安全系数分别为0.055,0.012,0.065。即川西生态安

全主要受到地形植被的影响。植被是表征生态环境

的重要因子,直接影响了生态环境的抵抗力和恢复

力。高海拔地区气温常年较低,坡度陡峭,土壤贫瘠,
不利于植被生长,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对生态环境造

成恶劣影响。川西地区地势“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

格局,使得川西生态安全状况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状

态,且与植被分布具有一致性。川西属于高原山地气

候,气温偏低,降水较少,使得该地区生态环境先天脆

弱。社会经济对川西整体生态状况影响较小,研究区

地广人稀,人类活动影响只在小部分区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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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川西生态安全空间自相关分析(Lisa聚集图)

图5 川西生态安全因子分析碎石图

表5 川西生态安全影响因子旋转成分矩阵表

准则层 指标层  
主要因子

1 2 3
高 程 0.449 0.216 0.690
坡 度 -0.547 -0.081 -0.194

自然因素
气 温 0.941 0.170 -0.023
降 水 0.898 0.224 0.058
植被覆盖度 0.067 -0.004 0.859
土壤可蚀性 -0.025 -0.027 -0.422

GDP 0.212 0.952 0.017
人为因素 人口密度 -0.144 -0.964 -0.056

人为干扰指数 -0.371 0.109 -0.470

4 结论与讨论

(1)研究区生态安全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地形因

素直接导致了川西生态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
空间分布格局。从时间变化上来看,2000—2018年

期间,川西地区生态安全在小幅度波动中呈现出改善

趋势。
(2)川西地区生态安全空间聚集性强,且具有明

显的地域差异。红原、松潘一带为高值聚集区,低值

聚集区分布在色达、德格一带。2000—2018年,低值

聚集区大面积缩减,研究区西部地区生态安全状况明

显好转,东部地区生态出现小幅度恶化趋势。地形植

被是川西生态安全最主要的影响因子。
本文基于模糊数学理论,从栅格空间尺度对川西

地区生态安全状况、时空变化规律以及影响因素进行

了探究。川西地区生态安全状况整体偏差,这与徐洲

洋[28]在四川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动态研究中的结果基

本一致。西部地区地势陡峭,气候条件恶劣,是其主

要的生态安全脆弱区,这与前人[7]研究结果相似。但

本文与前人相比,基于川西地区自然生态状况和人类

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迫切需求,减少了对社会、经济、
人文等相关统计资料的依赖,强化了自然生态状况评

价指标的使用,以更加科学合理的角度构建指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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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采用遥感和GIS技术,克服了以往大范围区域

内以行政界线划分评价单元的桎梏,使得评价结果更

加精细化。采用模糊数学法实现川西生态安全评价,
与其他研究相比充分考虑到生态安全等级划分的模

糊特性,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

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准确性和局限性。受限于川

西地区数据的匮乏和资料获取的困难程度,研究未能

引入地下水资源和土壤岩性等其他生态指标,致使研

究结果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此外,如何依托遥感和

GIS技术的飞速发展,从更加细小尺度上全面评价区

域生态安全以及如何有效预测未来生态安全变化以

保证科学调控区域生态资源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

是未来需要高度关注和克服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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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湖南省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为推动该市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持。

[方法]基于PSR指标框架,构建了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合作博弈法确定了评价指标的组合

权重,建立基于可拓云模型的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并以怀化市农业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评价

该市2010—2019年农业生态安全状况。[结果]2010—2019年期间,怀化市农业生态系统从“比较安全”状

态向“安全”状态转化,安全等级有所上升,但是整体安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怀

化市农业生态安全等级,必须减少单位GDP能耗,兴建农业水利设施,提升土地产出水平,增加农民收入,

降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同时应优化农村生活环境,以促进怀化市农业生态系统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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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agriculturalecologicalsecurityofHuaihuaCity,Hu’nanProvincewasevaluated
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supportforpromoting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in
HuaihuaCity.[Methods]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agriculturalecologicalsecuritywasconstructed
basedonthePSRindexframework,thecombinationweightofevaluationindexeswasdeterminedbygame
theory,andtheagricultural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modelwasestablishedbasedonextensioncloud
model.TakingtheagriculturalecosystemofHuaihuaCityasanexample,theagriculturalecologicalsecurity
situationofHuaihuaCityfrom2010to2019wascomprehensivelyevaluated.[Results]Theagricultural
ecosystemofHuaihuaCitychangedfrom “relativelysafe”stateto “safe”state,andthesecuritylevel
increased,buttheoverallsecuritylevelneedstobefurtherimproved.[Conclusion]Inordertofurther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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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Huaihuaagricultural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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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

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于一种健康、平衡、不受

威胁的状态,农业生态安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保障[1]。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市场提供农产

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绿色、环保的农

产品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保障农业生态安全是绿

色农业的基本要求[2]。目前,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

发展,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农业生态

系统不断破碎化、农业面源污染加大、生态环境恶化

等,影响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3]。怀化

市地处湖南省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农业在三大

产业结构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对当地国民经济的发

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分析怀化市农业生态

环境现状,并对当地农业生态安全性进行评价研究,
对推动怀化市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农业生态安全进行了

评价研究,如吕川和阳桂前[4]基于DPSIR框架模型

从驱动力、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系统响

应和人文响应5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辽

河上游流域农业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刘欢

等[5]运用熵值法、障碍度分析模型对西安都市农业生

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廖琪等[6]从压力、状态和响

应3方面构建了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

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采用PSR模型对佛山

市顺德区农业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龚英和陈

振江[7]以重庆武隆县作为案例地,用综合指数法对其

农业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苏世燕和杨俊孝[8]基于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构建了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

系,并采用PSR模型对农业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

究。从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农业生态安

全评价均采用较为简单的层次分析法、熵权法、PSR
模型、综合指数法等,这些评价方法未能全面考虑评

价过程中农业生态安全分级边界的模糊性,无法依据

评价指标的变化情况掌握农业生态安全的转化趋势,
从而影响了农业生态安全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因此,
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考虑指标间相关性的农业生态安

全指标体系和考虑不确定性的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模

型,以完善农业生态生安全评价结果,从而指导农业

生产活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开展的农业生态安全

与指标间相关性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农业生态安全评

价研究,旨在解决以下问题:①如何建立考虑农业生

态环境状态与农业生态安全相互关系的评价指标体

系;②如何科学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使得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能够体现其对农业生态安全的影响;③如

何建立一个考虑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农业生态安全

综合评价模型。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首
先针对问题①,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6,8-10],基于

PSR指标框架,从农业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响应方

面,构建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针对问题

②,由于主观权重极易受到专家知识经验、偏好的影

响,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而客观权重依据评价指

标的数值变化,突出局部差异和变化性,缺乏了主观

事实经验,为了获得科学的评价指标权重值,采用基

于专家经验的主观权重和基于相关系数的客观权重

相结合的权重确定方法,并采用合作博弈法得到评价

指标的组合权重[11-12];最后,针对问题③,采用可拓云

模型对农业生态安全评价过程中的模糊性与随机性

进行处理,全面考虑农业生态安全等级分级边界的模

糊性和计算过程中参数求解的随机性,利用云模型的

不确定推理特性和可拓学中的物元理论兼具定性、定
量分析的优点[13],提出基于可拓云理论的农业生态

安全评价模型。

1 研究方法

1.1 可拓云模型

1.1.1 云模型 李德毅教授提出的云模型是一种实

现定性定量转换的不确定性数学模型[14],该模型用

数学表达式对事物本身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进行统一

的描述与分析,通过构建云发生器来实现定性与定量

之间的映射关系。正态云模型是最基本的云模型,数
学性质独特,具有普适性[15]。正态云模型通过期望

(Ex)、熵(En)和超熵(He)组成云关联度函数,其计

算公式为:

    Ex=(xmax+xmin)/2 (1)

    En=(xmax-xmin)/6 (2)

    He=s (3)
式中:xmax,xmin分别代表某一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s代表经验取值,由专家组根据经验进行调整

给出;期望Ex代表评价指标等级;熵En描述了属

性概念的不确定程度;超熵 He用来度量熵不确定

性程度。

1.1.2 可拓云模型 可拓云模型是将云模型引入物

元分析理论中的耦合模型[16],根据物元模型的定义,
结合云模型具有双重不确定性的性质,利用云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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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En,He)代替物元模型中的评价指标值xi,则
农业生态安全评价待评可拓云物元模型可表示为:

R =

P c1 x1

c2 x2

︙ ︙

cn xn

=

P c1 (Ex1,En1,He1)

c1 (Ex2,En2,He2)
︙ ︙

cn (Exn,Enn,Hen)

(4)

式中:P 为农业生态安全水平;n 为单指标评价等级

个数;ci 为农业生态安全水平的评价指标;xi 为农

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ci 的指标值。

1.2 合作博弈法确定组合权重

1.2.1 G1法 G1法是一种主观赋权法,由郭亚军

提出,G1法与层次分析法一样,均依据专家经验对各

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判断排序,求解过程类同于层

次分析法,但G1法不同于层次分析法,无需构建判

断矩阵和进行一致性检验[17],研究中采用G1法确定

指标ci 的主观权重w(1)
i 。

1.2.2 CRITIC法 CRITIC法是一种客观赋权

法[18],其基于评价指标的对比强度和指标之间的

冲突性来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在赋权的过程中

既考虑指标变异性大小,同时又兼顾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CRITIC法客观权重求解步骤:①将农业生态

安全评价指标按照指标效能进行正向或逆向标准化

处理,得到标准化处理后的矩阵 Mij;②计算第i个

评价指标的标准差Si;③计算指标i 与指标j 的

相关系数,确定指标i与指标j的冲突性Ri;④利用

指标的标准差与冲突性,得到指标ci 的CRITIC权

重w(2)
i 。

1.2.3 熵权法 熵权法亦属于一种客观赋权法,其
根据评价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熵是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的一个反映自发过程不可

逆性的物质状态参量,用来度量系统的无序程度,指
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则熵值亦越大[19]。确定农业生

态安全评价指标的熵权步骤为:①如CRITIC法,
将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 Mij;

②求取评价指标ci 的信息熵Hi;③由 Hi 推导出评

价指标ci 的熵权w(3)
i 。

1.2.4 组合权重 为了提高农业生态安全评价精度,
采用合作博弈法将各单一权重进行组合,以克服单一

权重的不足[20]。在确定组合权重时,合作博弈法将G1
法、CRITIC法和熵权法获得的权重系数作为合作博

弈成员,其对应的权重为w(d)
i  (d=1,2,3)。

输入d(d=1,2,…,e)种单一权重,计算w(e_d)
i ,

当e=3时:

w(3_1)
i =

w(2)
i +w(3)

i

2  (d=1)

w(3_2)
i =

w(1)
i +w(3)

i

2  (d=2)

w(3_3)
i =

w(1)
i +w(2)

i

2  (d=3)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5)

计算w(d)
i 与w(e_d)

i 之间的相关系数L(d)
i :

          L(d)
i =

∑
n

i=1
w(d)

i -w(d)
i w(w_d)

i -w(e_d)
i

∑
n

i=1
w(d)

i -w(d)
i

2{ }1
/2 ∑

n

i=1
w(e_d)

i -w(e_d)
i

2{ }1
/2

(6)

式中:w(d)
i 为d 种权重的均值;we_d

i 为除w(d)
i 外的

e-1种的组合权重的均值。
计算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

wi=∑
n

i=1
w(d)

i L(d)
i (7)

1.3 确定可拓云模型云关联度

根据农业生态安全评价的特点,将各项评价指标

值xi 视为一个云滴,产生一个均值为En、标准差为

He的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数En',计算出评价指标

值xi 与该正态可拓云之间的关联度u 为:

 u=exp〔-(xi-Ex)1/2(Eni')2〕 (8)

1.4 确定农业生态安全评价等级

整合各评价指标的云关联度矩阵与权重矩阵,得
到综合云关联度,并对其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农业生态

安全评价等级的期望值:

    Rk=wi×U (9)

    R'=∑
m

k=1
kPk/∑

m

k=1
Rk (10)

式中:Rk 为综合云关联度;R'为等级特征值;wi 为

各指标组合权重值;U 为各评价指标正态云关联度

矩阵;k为评价等级,本研究将农业生态安全等级划

分为5级,即k∈{1,2,3,4,5}。
根据熵理论,云熵越大,表明农业生态安全水平

等级的标准隶属云受影响最为均衡,运用加权平均法

求出综合评判分数r,计算公式为:

    r=∑
5

j=1
bjfj/∑

5

j=1
bj (11)

式中:fj 为得分值,分别对应Ⅰ—Ⅴ的评价等级;bj

为综合云关联度Rk 对应的分量。在评价指标与正

态云之间,由云关联度计算公式可以推出随机因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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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关联度k,经过多次运算后求出综合评判分数的

期望值Exr 和熵Enr,分别为:

 Exr=
r1(x)+r2(x)+…+rm(x)

m
(12)

 Enr=
1
m∑

n

i=1
〔ri(x)-Exr〕2 (13)

式中:m 为运算次 数,在 本 研 究 中 取 m =1000;

ri(x)为第i次运算出的综合评判分数,用期望值代

表农业生态安全等级的评价;用熵值来衡量评价结

果分歧度,熵值越大时,表示结果越趋向于无序,评价

结果越分散。
评价中,为了说明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定义了可

信因子(θ),计算公式为:

θ=
Enr

Exr
(14)

2 评价过程及评价结果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农业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响应3方面构

建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农业生态

安全相关研究成果[4-10,21-22],结合怀化市历年农业发

展现状,基于PSR模型框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22个

单项指标来构建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表1)。

表1 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效能 指标说明       

A
农
业
生
态
安
全
等
级

农业生态
环境压力
(P)

c1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一年内单位时间内人口自然增长数与年平均总人数之比

c2 城镇化率/% - 研究区内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c3 人口密度/(人·hm-2) - 特定土地面积上的平均人口数目

c4 单位农业产值物耗(万元/万元) - 单位农业产值物质消耗

c5 单位GDP能耗(t/万元)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c6 酸雨率/% - 研究区内的酸雨次数除以降雨的总次数

c7 化肥施用强度/(kg·hm-2) - 单位耕地面积上施用化肥量

c8 农膜使用强度/(kg·hm-2) - 单位耕地面积上施用农膜量

c9 农药使用强度/(kg·hm-2) - 单位耕地面积上施用农药量

农业生态
环境状态
(S)

c10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 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收成

c11耕地有效灌溉率/% + 衡量农业生产稳定程度的指标

c12土地产出水平/(万元·hm-2) + 指单位农业用地平均年产值

c13全年空气优良率/% + 空气质量优良率

c14森林覆盖率/% + 研究区内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

农业生态
环境响应
(R)

c15污水集中处理率/% + 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量占污水排放总量的比重

c1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无害化处理的垃圾量占总处理垃圾量的比率

c1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占GDP比重/% + 反映地区对农业及其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

c1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人) + 研究区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值

c1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人) + 反映农民收入情况

c2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

c21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 研究区内每个人所占耕地面积的大小

c22人均粮食产量(kg/人) + 一年内所生产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总量

  注:”-”表示负向指标,”+”表示正向指标。

2.2 数据来源与评价标准的确定

本研究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2011—2019
年《怀化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由怀化市农业局提供

的相关 数 据 资 料,依 据《农 业 绿 色 发 展 技 术 导 则

(2018—2030年)》和怀化市农业发展现状以及农业生

态安全评价相关研究成果[1,7-10],结合专家意见,将农

业生态安全评价等级划为Ⅰ—Ⅴ级[23],对于一些定量

指标,参考湖南省农业发展情况,结合农业生态国家

标准对部分评价标准进行调整,得到怀化市农业生态

安全的等级划分对应级别(详见表2)。农业生态安全

等级及表征状态详见表3。

2.3 确定标准云

将农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等级分类取值区间根

据公式(1)—(3)进行转换,咨询相关专家意见,将s取

值为0.02,区间值转换后得到以期望值Ex、熵En、超熵

He表示的云物元,兼顾农业生态安全评价等级界限值

的模糊性和随机性,实现分级区间软化,转换之后农业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等级界限云模型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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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 危险(Ⅰ) 不安全(Ⅱ) 比较安全(Ⅲ) 安全(Ⅳ) 非常安全(Ⅴ)

c1 ≥10 (10,5] (5,3.5] (3.5,1] <1
c2 ≥90 (90,55] (55,35] (35,25] <25
c3 ≥1000 (800,600] (600,400] (400,200] <100
c4 ≥0.8 (0.6,0.8] (0.4,0.6] (0.2,0.4] <0.2
c5 ≥0.8 (0.6,0.8] (0.4,0.6] (0.2,0.4] <0.2
c6 ≥70 (70,55] (55,35] (35,25] <25
c7 ≥250 (250,225] (225,200] (200,175] <175
c8 ≥18 (18,15] (15,10] (10,8] <8
c9 ≥9 (7,9] (5,7] (3,5] <3
c10 ≤150 (150,200] (200,250] (250,300] >300
c11 ≤40 (40,60] (60,70] (70,85] >85
c12 ≤2.4 (2.4,3.5] (3.5,4.8] (4.8,6] >6
c13 ≤60 (60,70] (70,85] (85,95] >95
c14 ≤30 (30,40] (40,60] (60,70] >70
c15 ≤60 (60,70] (70,85] (85,95] >95
c16 ≤60 (60,70] (70,85] (85,95] >95
c17 ≤0.7 (0.7,1.2] (1.2,1.7] (1.7,2.2] >2.2
c18 ≤0.5 (0.5,1] (1,1.5] (1.5,2] >2
c19 ≤1 (1,1.2] (1.2,1.4] (1.4,1.5] >1.5
c20 ≥50 (50,40] (40,30] (30,20] <20
c21 ≤1 (1.2,1.4] (1.4,1.6] (1.6,1.8] >1.8
c22 ≤250 (250,400] (400,550] (550,700] >700

表3 农业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安全等级 等级状态 农业生态系统安全表征状态         

Ⅰ 危 险
农业生态系统结构残缺,功能不完善,恢复与重建均十分困难,农业生态灾害发生频繁,农产品产出数量与质量均达不
到要求,给人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威胁。

Ⅱ 不安全
农业生态系统受到较大破环,功能不全,农业生态系统在外界人工干扰条件下,需要花费大量的投入才能使农业生态
系统逐步恢复,给人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Ⅲ 比较安全 农业生态系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环,整个系统结构较为完整,但是有恶化趋势,如果不注意保护,有恶化的可能。
Ⅳ 安 全 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基本完整,外界的压力不会对系统造成大的影响,农产品的质量与数量均能够达到要求。
Ⅴ 非常安全 农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非常完整,系统有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能够抵御外来多数干扰,是农业生态系统的理想环境。

表4 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安全等级界限云模型

评价指标 危险(Ⅰ) 不安全(Ⅱ) 比较安全(Ⅲ) 安全(Ⅳ) 非常安全(Ⅴ)

c1 (12.5,0.83,0.02) (7.5,0.83,0.02) (3.75,0.42,0.02) (1.75,0.25,0.02) (0.5,0.67,0.02)
c2 (95,1.67,0.02) (72.5,5.83,0.02) (45,3.33,0.02) (30,1.67,0.02) (12.5,4.17,0.02)
c3 (1250,83.33,0.02) (800,66.67,0.02) (500,33.33,0.02) (300,33.33,0.02) (100,33.33,0.02)
c4 (0.9,0.33,0.02) (0.7,0.33,0.02) (0.5,0.33,0.02) (0.3,0.33,0.02) (0.1,0.33,0.02)
c5 (0.9,0.33,0.02) (0.7,0.33,0.02) (0.5,0.33,0.02) (0.3,0.33,0.02) (0.1,0.33,0.02)
c6 (85,5,0.02) (62.5,2.5,0.02) (45,3.33,0.02) (30,1.67,0.02) (12.5,4.17,0.02)
c7 (262.5,4.17,0.02) (237.5,4.17,0.02) (212.5,4.17,0.02) (187.5,4.17,0.02) (162.5,4.17,0.02)
c8 (24,2,0.02) (16.5,0.5,0.02) (12.5,0.83,0.02) (9,0.33,0.02) (4,1.33,0.02)
c9 (9.5,0.17,0.02) (8,0.33,0.02) (6,0.33,0.02) (4,0.33,0.02) (1.5,0.5,0.02)
c10 (125,8.33,0.02) (175,8.33,0.02) (225,8.33,0.02) (275,8.33,0.02) (325,8.33,0.02)
c11 (30,3.33,0.02) (50,3.33,0.02) (65,1.67,0.02) (77.5,2.5,0.02) (92.5,2.5,0.02)
c12 (1.2,0.4,0.02) (2.95,0.18,0.02) (4.15,0.22,0.02) (5.4,0.2,0.02) (6.5,0.17,0.02)
c13 (55,1.67,0.02) (65,1.67,0.02) (77.5,2.5,0.02) (90,1.67,0.02) (97.5,0.83,0.02)
c14 (25,1.67,0.02) (35,1.67,0.02) (50,3.33,0.02) (65,1.67,0.02) (85,5,0.02)
c15 (55,1.67,0.02) (65,1.67,0.02) (77.5,2.5,0.02) (90,1.67,0.02) (97.5,0.83,0.02)
c16 (25,1.67,0.02) (35,1.67,0.02) (50,3.33,0.02) (65,1.67,0.02) (85,5,0.02)
c17 (0.45,0.083,0.02) (0.45,0.083,0.02) (0.45,0.083,0.02) (0.45,0.083,0.02) (0.45,0.083,0.02)
c18 (0.25,0.083,0.02) (0.75,0.083,0.02) (1.25,0.083,0.02) (1.75,0.083,0.02) (2.25,0.083,0.02)
c19 (0.75,0.083,0.02) (1.1,0.083,0.02) (1.3,0.083,0.02) (1.45,0.017,0.02) (1.65,0.05,0.02)
c20 (55,1.67,0.02) (45,1.67,0.02) (35,1.67,0.02) (25,1.67,0.02) (15,1.67,0.02)
c21 (0.5,1.67,0.02) (1.3,0.33,0.02) (1.5,0.33,0.02) (1.7,0.33,0.02) (1.9,0.33,0.02)
c22 (175,25,0.02) (325,25,0.02) (475,25,0.02) (625,25,0.02) (775,25,0.02)

143第2期       周子英等:基于PSR-可拓云模型的湖南省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评价



2.4 确定评价指标组合权重

利用G1法、CRITIC法和熵权法得到怀化市农

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分权重,然后利用合作博弈法将

各分权重进行组合,得到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具体

内容详见表5。

2.5 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评价结果

依据可拓云理论,将其中每一个评价指标视为一

个云滴,根据公式(11)计算云物元与各个等级的关联

度,在 Matlab2017年平台编程对关联度进行多次计

算,为排除偶然性的影响,对每年的数据均进行1000
次计算,然后进行平均,得到怀化市2010—2019年农

业生态安全等级的综合云关联度、生态安全级别和可

信因子(表6)。由表6可知,2010—2019年,怀化市

农业生态安全状况处于比较安全(Ⅲ)、安全(Ⅳ)两种

状态,整体安全状况有待提升。在2010—2014年,怀
化市农 业 生 态 系 统 处 于 比 较 安 全 级 别,但 是 在

2010—2012年期间,整个农业生态系统有向不安全

变化的趋势,而2013年和2014年则是处于向安全级

别转变的态势;在2015—2019年,怀化市农业生态安

全级别为安全(Ⅳ),同样安全态势变化各异,其中,

2015—2016年,农业生态系统有向比较安全转化的

趋势,而2018年和2019年农业生态系统有向非常安

全转化的趋势,由此可见,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还不十分稳定,如果不采取

措施进行科学管理与监控,整个农业生态系统有逆向

转化的可能,从而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表5 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G1 CRITIC 熵权 组合权重

c1 0.0370 0.0493 0.0235 0.0370
c2 0.0370 0.0219 0.0244 0.0295
c3 0.0370 0.0345 0.0304 0.0346
c4 0.0444 0.0410 0.0375 0.0417
c5 0.0444 0.0345 0.0406 0.0406
c6 0.0556 0.0676 0.0415 0.0554
c7 0.0519 0.0446 0.0470 0.0486
c8 0.0519 0.0554 0.0635 0.0559
c9 0.0519 0.0596 0.0534 0.0545
c10 0.0444 0.0600 0.0515 0.0507
c11 0.0444 0.0104 0.0490 0.0359
c12 0.0407 0.0409 0.0518 0.0436
c13 0.0370 0.0220 0.0463 0.0351
c14 0.0370 0.0343 0.0461 0.0386
c15 0.0556 0.0677 0.0539 0.0586
c16 0.0407 0.0392 0.0588 0.0449
c17 0.0370 0.0359 0.0219 0.0328
c18 0.0481 0.0791 0.0414 0.0552
c19 0.0556 0.0623 0.0540 0.0571
c20 0.0593 0.0602 0.0680 0.0618
c21 0.0481 0.0354 0.0484 0.0446
c22 0.0407 0.0443 0.0473 0.0434

表6 怀化市2010-2019年农业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

云关联度
安全级别

Ⅰ Ⅱ Ⅲ Ⅳ Ⅴ
安全级别 变化趋势 可信因子

kj(R2010) -0.4782 -0.2720 0.3097 -0.3314 -0.6302 Ⅲ Ⅱ 0.0013
kj(R2011) -2.0834 -0.3427 0.2448 -1.1568 -1.0106 Ⅲ Ⅱ 0.0016
kj(R2012) -1.3594 -0.0692 0.1339 -0.4295 -0.7902 Ⅲ Ⅱ 0.0004
kj(R2013) -0.6445 -0.3015 0.3056 -0.0480 -1.2795 Ⅲ Ⅳ 0.0019
kj(R2014) -0.8052 -0.3508 0.3975 -0.0332 -0.4872 Ⅲ Ⅳ 0.0013
kj(R2015) -0.4625 -0.3844 -0.2430 0.4454 -1.6908 Ⅳ Ⅲ 0.0016
kj(R2016) -1.2986 -0.4855 -0.3297 0.6010 -0.7360 Ⅳ Ⅲ 0.0004
kj(R2017) -0.2003 -0.7210 -0.6266 0.4448 -0.0930 Ⅳ Ⅴ 0.0019
kj(R2018) -1.2100 -0.7109 -0.3829 0.1251 -0.2671 Ⅳ Ⅴ 0.0011
kj(R2019) -0.9848 -0.5357 -0.4645 0.2178 -0.3195 Ⅳ Ⅴ 0.0001

2.6 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准则层评价结果

依据评价指标各等级隶属度矩阵,结合准则层权

重,得到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和

响应系统安全隶属度矩阵,采用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

准则层生态安全评价等级(表7)。

2.6.1 农业生态系统—压力系统 研究区压力系统

只有2015年与2019年处于安全状态,其余各年均处

于比较安全状态,变化趋势处于Ⅱ—Ⅳ之间波动。从

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可以发现,怀化市人口增长率除

2019年为3.72‰,处于基本安全级别,其余各年均处

于不安全区间。研究区单位GDP能耗处于0.7~0.9
区间范围,其中2010—2012年,单位GDP能耗均高

于0.8,达到了危险级别,在2013年后,均处于不安全

等级状态;由于农业种植带来的经济收益不及二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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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益,使得农业难以吸引社会投资,怀化市农业生

态系统多采用传统的耕种方式,同时,农民进行农业

耕种的兴趣日益下降,大部分青壮农民选择外出就业

或者到城市兼业,投入到农业耕种的时间进一步缩

短,有机肥料进入农业生态系统的数量日益减少,化

肥使用强度与农药使用强度处于不安全级别,且逐年

加大。

2019年研究区化肥使用强度达到历年最高值,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下降,农产品的品质下降速度较为

明显,造成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压力逐年增大。

表7 怀化市农业生态安全准则层评价结果

年份
农业生态系统—压力系统

安全级别 变化趋势

农业生态系统—状态系统

安全级别 变化趋势

农业生态系统—响应系统

安全级别 变化趋势

2010 Ⅲ Ⅱ Ⅲ Ⅱ Ⅲ Ⅱ
2011 Ⅲ Ⅱ Ⅲ Ⅱ Ⅲ Ⅱ
2012 Ⅲ Ⅱ Ⅲ Ⅱ Ⅲ Ⅱ
2013 Ⅲ Ⅱ Ⅲ Ⅳ Ⅲ Ⅳ
2014 Ⅲ Ⅳ Ⅳ Ⅲ Ⅲ Ⅳ
2015 Ⅳ Ⅲ Ⅳ Ⅴ Ⅳ Ⅲ
2016 Ⅲ Ⅱ Ⅳ Ⅴ Ⅳ Ⅲ
2017 Ⅲ Ⅳ Ⅳ Ⅴ Ⅳ Ⅲ
2018 Ⅲ Ⅳ Ⅳ Ⅴ Ⅳ Ⅲ
2019 Ⅳ Ⅲ Ⅳ Ⅴ Ⅳ Ⅴ

2.6.2 农业生态系统—状态系统 状态系统经历了

比较安全到安全的变化过程,其变化趋势在2010—

2012年、2014年呈逆向变化,其余各年均呈正向变

化。从各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可知,在2010年,怀化市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163.06亿元,处于不安全等级,
在2011—201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处于比较安全

级别,2013—2014年期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处于安

全级别,而2015—201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得到了

较快的增长,处于非常安全级别;怀化市农业科技投

入缺乏,土地产出水平低,在2010年和2011年,土地

产出水平分别为2.45万元/hm2,3.04万元/hm2,处
于不安全级别,在2012—2015年,土地产出水平从

3.63万元/hm2 增长到4.62万元/hm2,处于比较安全

级别,而在2016—2019年,土地产出水平从5.03万

元/hm2 增长到5.93万元/hm2,处于安全级别;由于

怀化市工业较少,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好,全年空

气优良率达到了安全级别,状态系统评价结果显示,
相对于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安全等级稳定性更高,具
有更大的正向发展潜力。

2.6.3 农业生态系统—响应系统 响应系统安全等

级相对高于压力系统,但不及状态系统。由于怀化市

经济发展较慢,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农村污水集中处

理率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导致怀化市整体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较低,在2010—2012年,均处于不安全等级,

2013—2019年,由于精准扶贫的开展,对农村生态环

境进行了针对性的整治,农村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农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有所上升,但是整体还只是处

于比较安全等级,安全等级有待上升;2010年和2011
年怀化市人均GDP分别为1.44万元和1.76万元,分
别处于比较安全和安全等级,在2013—2019年,人均

GDP均高于2万元,处于非常安全等级;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为1.09万元,为不安全

等级,其余各年均处于危险等级;在2010—2012年,
怀化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大于50%,处于危险

等级,自2013年国家进行精准扶贫以来,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有了较快的下降,下降到30%~40%区间

范围内,处于比较安全等级;怀化市人均耕地面积与

人均粮食产量分别处于危险等级与不安全等级。由

响应系统可以发现,除了2013年、2014年和2019年

响应系统安全等级具有正向变化的趋势,其余各年均

呈逆向的变化趋势。

3 结 论

(1)本文通过建立基于PSR-可拓云模型的农业

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对怀化市2010—2019年农业生

态安全进行了评价,发现该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从比较

安全状态到安全状态转化,农业生态安全等级有所上

升,但农业生态系统极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整体安全

水平仍不稳定,安全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评价过

程与评价结果表明,PSR-可拓云模型能够在考虑环

境因素与指标间的模糊性与随机性的同时,可以对农

业生态安全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
(2)怀化市农业生态系统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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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发现压力系统安全级别从比较安全状态到

安全状态转化,但只有2015年与2019年处于安全状

态,其余各年均处于比较安全状态。除了2014年、

2017年和2018年呈正向的转变趋势,其余各年均呈

逆向变化,可见压力系统很不稳定,安全等级有较大

的下降可能,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单位GDP能

耗过高以及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使得整个农业生

态系统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为了减少压力系统的压

力状况,需要减少单位GDP能耗和农药、化肥的使用

量,同时,增加农业高科技投入,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

业,有效减小农业生态系统环境压力。
(3)状态系统在2010—2012年、2014年呈逆向

变化态势,其余各年均是呈正向的变化态势,从评价

结果来看,相比较于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安全等级更

高,但是整个农业生态系统要进一步提升安全等级,
需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增加土地产出水平,同时,兴
修足够的农田水利设施,提升耕地有效灌溉率。

(4)响应系统安全等级相对高于压力系统,但不

及状态系统。响应系统除了2013,2014和2019年呈

正向变化的趋势,其余各年均呈逆向变化,究其主要

原因在于怀化市的农村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农村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低,同时,由于怀化市山地多,平
地少,耕地数量十分有限,农民可支配收入少,农村恩

格尔系数较大,但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相信这种状态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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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的时空变化特征

罗 宇1,2,穆兴民1,2,3,尹殿胜4,高 鹏1,2,3,赵广举1,2,3,邱德勋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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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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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230601)

摘 要:[目的]研究气候变化下潜在蒸散发(ET0)的时空特征,为区域生态需水研究和水资源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基于延河流域1978—2017年逐日气象资料,利用Penman-Monteith方法对ET0 进行计

算,运用 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Pettitt检验对ET0 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

析对ET0 变化的影响因子进行探讨。[结果]延河流域年平均ET0 为923.53mm,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月

ET0 呈单峰分布,高值月份出现于5—7月。季节上ET0 表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夏季、春季、冬

季的ET0 呈上升趋势,秋季呈下降趋势,春季蒸散变化速率最大。空间上,ET0 呈现西部向南部增加再向

东南部减少的趋势,延安站蒸散量最大,志丹站蒸散量最小,除甘泉站外其他站点的ET0 均呈上升趋势,甘

泉附近地区存在“蒸发悖论”现象,主导因子是日照时数、2m高风速和降水量。ET0 变化率呈现东南高西

北低的分布规律,延安站变化率最大,安塞站变化最小。平均温度、日照时数、相对湿度、气压、2m高风速、

降水量等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和变化速率时空差异显著,同一气象因子对ET0 的影响程度具有时空差异,

相同因子不同变化趋势的组合对蒸散发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结论]延河流域ET0 变化与平均温度、日

照时数、2m高风速的变化为正相关关系,与相对湿度、气压、降雨量的变化为负相关关系,其中与日照时

数相关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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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potentialevapotranspiration(ET0)underclimate
change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researchingregionalecologicalwaterdemandand
waterresourcemanagement.[Methods]BasedonthedailymeteorologicaldataofYanheRiverbasinfrom
1978to2017,ET0wascalculatedbyPenman-Monteithmethod.Thespatiotempor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
ofET0wereanalyzedbyMann-KendalltrendtestandPettitttest.AndtheinfluencingfactorsofET0change



wereanalyzedbyPearsoncorrelationanalysis.[Results]TheaverageannualET0ofYanheRiverbasinwas
923.53mm,showinganoverallupwardtrend.MonthlyET0showedunimodaldistribution,andthehighest
valueoccurredfromMaytoJuly.SeasonalET0showedasfollows:summer>spring>autumn>winter.ET0
insummer,spring,andwintershowedanupwardtrend,whileitshowadownwardtrendinautumn.The
springevapotranspirationhadthelargestrateofchange.Spatially,ET0increasedfromthewesttothesouth
andthendecreasedfromtothesoutheast.TheevapotranspirationatYan’anstationwasthehighest,andthat
atZhidanstationwasthelowest.ET0atotherstationsexceptGanquanstationwasontherise.Therewasan
“evaporationparadox”phenomenonintheareaaroundGanquanstation.Thedominantfactorsweresunshine
duration,2mhighwindspeedandprecipitation.ThechangerateofET0washigherinthesoutheastand
lowerinthenorthwest.ThechangerateofYan’anstationwasthelargest,whilethatofAnsaiStationwas
theleast.Thevariationtrendandrateofmeteorologicalfactorssuchasaveragetemperature,sunshine
duration,relativehumidity,atmosphericpressure,2mhighwindspeedandprecipitationweresignificantly
differentintimeandspace.TheinfluenceofthesamemeteorologicalfactoronET0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
intimeandspace.Thecombinationofdifferentvariationtrendsofthesamefactorhadsignificantdifferences
intheinfluenceofET0.[Conclusion]Ingeneral,thechangeofET0inYanheRiverbasinispositively
correlatedwiththechangeofaveragetemperature,sunshinedurationand2mhighwindspeedandnegatively
correlatedwiththechangeofrelativehumidity,atmosphericpressureandprecipitation.ThechangeofET0is
themostcorrelatedfactorwithsunshineduration.
Keywords:potentialevapotranspiration;trend;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dominantfactors

  水循环系统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

化[1]。蒸散发是水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联系着水

量和能量的平衡,气候变化影响下蒸散发的变化成为

了研究焦点。潜在蒸散发(potentialevapotranspira-
tion,ET0)指下垫面供水条件不受限制时的蒸散量[2],
是决定流域干湿情况的重要因子之一。深入研究潜

在蒸散发的时空特征,有助于理解水文过程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机制,可为潜在蒸散发变化原因的研究奠定

基础,为区域生态需水和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常用的潜在蒸散发估算方法有 Hargreaves[3]、

Priestley-Taylor[4]、 Hamon[5]、 Thomthwaite[6]、
Rohwer[7]、Penman-Monteith方法[2]。其中世界粮

农组织(FAO)推荐的Penman-Monteith方法是计算

ET0 的常用公式,它综合考虑了能量平衡和空气动

力学原理,具有较强的物理意义,在湿润和干旱地区

的潜在蒸散发估算中均具有较高的精度,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8]。尹云鹤等[1]基于Penman-Monteith方法

对我国潜在蒸散发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原因进行研究

发现,我国潜在蒸散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潜在蒸散

发变化的主导因子是风速,但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潜在

蒸散发变化趋势及主导因素均具有差异。目前蒸散

互补、太阳辐射、风速减少等理论可作为解释大部分

蒸散变化的基础,但是不同时空蒸散变化原因还需深

入研究。童瑞等[9]利用可变下渗能力模型VIC(vari-
ableinfiltrationcapacity)计算黄河流域潜在蒸散发,
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潜在蒸散发整体呈现显著减少趋

势,但空间差异显著;黄河流域各河段蒸散变化的主

导因素不同,上游主要是能量的影响较大,中下游则

是水量的供应。钟巧等[10]利用Penman-Monteith公

式计算博斯腾湖流域山区和平原的潜在蒸散发,并对

山区和平原的潜在蒸散发的变化趋势和主导因子研

究发现,山区潜在蒸散发呈上升趋势且主导因子是净

辐射和风速,平原潜在蒸散发呈下降趋势且风速对潜

在蒸散发变化的贡献最大。韩松俊等[11]对塔里木河

山区和绿洲潜在蒸散发研究发现,两者蒸散量均呈下

降趋势,但导致蒸散量变化的因子不同,山区主要受

辐射和风速的影响,绿洲受风速影响最为显著。赵捷

等[12]研究表明,黑河流域多年潜在蒸散发年值和季

节值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气温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说明黑河流域可能存在“蒸发悖论”现象。综合当前

研究可知,不同区域潜在蒸散发的变化趋势以及导致

蒸散量变化的主导因子具有时空差异,还需深入探

究。此外全球长期变暖的背景下,潜在蒸散发却呈下

降趋势的“蒸发悖论”现象[13]普遍存在于我国大部分

地区,该现象的主导因素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
“蒸发悖论”现象的主导因素具有时空差异,且相同因

素不 同 变 化 的 组 合 也 会 导 致 潜 在 蒸 散 的 变

化[12-11,14-15]。因此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蒸发悖论”现
象的主导因子需深入研究。延河流域是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的典型流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对其水文循环过程产生了剧烈影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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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ET0 的时空变化特征对延河流域水资源的合理

配置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以延河流域为研究区,
利用Penman-Monteith方法计算ET0,对延河流域

潜在蒸散发的时空特征及其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进

行研究,揭示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下气象因子对潜在

蒸散发的影响,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过程的影响提

供科学参考,为延河流域乃至黄土高原水资源管理提

供理论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延河流域位于陕西省北部,是黄河中游区段的一

级支流,发源于靖边县天赐湾乡周山,流经志丹、安
塞、宝塔、延长等4个县(市)区,在延长县南河沟乡凉

水岸附近汇入黄河,全长286.9km,流域 总 面 积

7725km2。延河流域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

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温凉,冬季寒冷干燥[16]。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20mm 左右,平均蒸发量为

897.7~1678mm,平均温度为8.8~10.2℃,年均日

照时数为2450h[17]。延河流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

失治理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随着生态治理工程的实

施,区域水文循环过程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 据

本文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

data.cma.cn/),包括逐日降水量(P)、日平均温度(T)、
日最高温度(T-max)、日最低温度(T-mix),10m高

风速(U10)、日照时数(n)、日平均相对湿度等(RH),
其中10m高风速需转换成2m高风速(U2)再带入

Penman-Monteith公式,所有数据的时间序列均为

1978—2017年。选取的控制水 文 站 为 甘 谷 驿 站,
气象站点为志丹、安塞、延安、子长、延川、延长、甘泉

站。气象站和甘谷驿站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各站

点气象因子基本情况详见表1。本文由逐日气象数

据计算出各气象站点的日潜在蒸散发量,再统计月、
季节、年尺度的潜在蒸散发,并通过 ArcGIS对各站

点数据进行插值得到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的空间分

布特征。

图1 延河流域气象站、水文站分布

表1 延河流域1978-2017年基本情况

站点
经度/
(°)

纬度/
(°)

海拔/
m

平均
温度/(℃)

日照时数/
(h·a-1)

相对湿度/
%

气压/
(kPa)

两米高风速/
(m·s-1)

降水量/
(mm·a-1)

子长 109.70 37.18 1063.30 9.61±0.67c 2480.01±167.60a 58.58±2.83d 89.65±0.04d 1.22±0.10a 496.34±115.19a

志丹 108.77 36.81 1218.80 8.54±0.66d 2340.69±154.55cd 62.31±2.97c 87.98±0.05e 0.93±0.18c 490.18±99.93a

安塞 109.32 36.88 1068.30 9.26±0.57c 2374.85±146.47bcd 61.02±2.93c 89.59±0.05d 1.27±0.14a 517.38±108.19a

延安 109.45 36.58 1180.50 10.34±0.70b 2512.37±179.67 58.90±3.19d 90.50±0.81b 1.25±0.18a 534.61±129.07a

甘泉 109.35 36.27 1005.50 9.31±0.68c 2300.21±149.85d 64.82±2.80b 90.28±0.05c 1.08±0.16b 540.46±108.04a

延川 110.18 36.88 804.90 10.83±0.61a 2407.98±176.65abc 59.29±3.22d 92.54±0.05a 0.89±0.19c 489.22±112.65a

延长 110.07 36.58 804.80 10.39±0.56b 2467.12±167.16ab 62.12±3.06c 92.46±0.05a 0.95±0.17c 505.73±123.55a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站点间差异显著(p<0.05)。

2.2 研究方法

2.2.1 潜在蒸散发的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大多研究

作为标准[8,18-19]的Penman-Monteith方法计算潜在蒸

散发,其计算公式为:

ET0=
0.408Δ(Rn-G)+γ

900
(T+273)U2(es-ea)

Δ+γ(1+0.34U2)

式中:ET0 为潜在蒸散发量(mm);Rn 为地表净辐射

〔MJ/(mm2·d)〕;G 为土壤热通量〔MJ/(mm2·d)〕;

γ为干湿表常数(kPa/℃);λ为汽化潜热(MJ/kg);T
为平均温度(℃);U2 为2m高风速(m/s);es 为饱

和水气压(kPa);ea 为实际水气压(kPa);Δ为饱和

水气压表示温度曲线斜率(kPa/℃)。各参数具体计

算方法详见参考文献[2]。

2.2.2 数理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反距离加权法

(inversedistanceweighting,IDW)[20]对 延 河 流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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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站点的潜在蒸散发值进行空间插值得到延河

流域潜 在 蒸 散 发 的 空 间 特 征,采 用 Mann-Kendall
趋势检验法(M-K)[21]、Pettitt检验进行突变分析[22]

分析延河流域1978—2017年潜在蒸散发的时空变化

特征,并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23]探讨不同时间

尺度(年和季节)、不同区域引起潜在蒸散发变化的

因子。

3 结果与分析

3.1 潜在蒸散发的时间特征

延河流域1978—2017年潜在蒸散量变化曲线

如图2 所 示。延 河 流 域 多 年 平 均 潜 在 蒸 散 量 为

923.53mm,波动范围为846.47~1008.81mm;潜在

蒸散量随年序呈现上升趋势,上升速率为1.14mm/a,
通过 M-K趋势分析发现潜在蒸散发的上升趋势通过

了90%显著性检验。采用Pettitt方法分析潜在蒸散

发变化的临界年份,结果如图3所示,1996年以来延

河流域潜在蒸散表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对延河流

域多年序列月尺度、季节尺度潜在蒸散量的变化趋势

进行分析(图4—5)。延河流域月潜在蒸散量呈单峰

分布,高值月份出现于5—7月。季节上,潜在蒸散量

表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秋季呈下降趋势,
下降速率为0.03mm/a;夏季、春季、冬季的潜在蒸散

量呈上升趋势,上升速率分别为0.35,0.59和0.24mm/a,
其中春季、冬季的变化趋势分别通过了90%,95%显

著性检验。

   图2 延河流域1978-2017年潜在蒸散发变化特征         图3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Pettitt检测

     图4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月变化特征          图5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季节变化特征

3.2 潜在蒸散发的空间特征

延河流域1978—2017年潜在蒸散发的空间分布

规律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流域潜在蒸散发呈现

由西向南增加再向东南减少的趋势,最大蒸散量

(978.00mm)在延安站,最小蒸散量(861.55mm)在
志丹站。

延河流域各站点潜在蒸散发变化趋势及变化率

如图7所示,甘泉站潜在蒸散发呈下降趋势,其他站

点均呈现上升。其中子长站、志丹站、延安站、延川站

的上升趋势均通过了95%显著性检验,延长站潜在

蒸散发的上升趋势通过了90%显著性检验。延河流

域潜在蒸散量变化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规律,
延安站潜在蒸散发变化率最大,安塞站的变化率最

低。可见,志丹站蒸散量小但是变化速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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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空间分布特征

图7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变化趋势及变化率空间分布特征

3.3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气象因子各季节的变化趋势与变化率

及其与ET0 的相关关系,对延河流域各季节潜在蒸

散发变化的原因进行探究(表2)。由表2可知,在年

尺度上,平均温度、日照时数、降雨量呈上升趋势,其
中平均温度的趋势通过了99%显著性检验,变化率

最大的气象因子是降雨量;相对湿度、气压、2m高风

速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气压的下降趋势通过了99%
显著性检验,变化率最大的是相对湿度。从季节上

看,延河流域四季的平均温度均呈通过了90%以上

显著性检验的上升趋势,四季气压均呈通过了99%
显著性检验的下降趋势。日照时数、相对湿度、2m
高风速和降雨量的四季变化趋势和变化率具有显著

差异,日照时数在春季和冬季呈上升趋势,在夏季和

秋季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日照时数在春季和秋季的变

化趋势分别通过了90%,95%显著性检验且变化率

较大;相对湿度在春季和夏季呈现下降趋势,在秋季

和冬季呈现上升趋势,相对湿度在春季的变化率最

大,冬季最小;2m高风速在春季呈下降趋势,其他3
季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冬季的趋势通过了95%显

著性检验,不同季节间2m高风速的变化率差异较

小;降雨量在夏季呈现下降趋势,其他3季均呈上升

趋势,其中冬季的上升趋势通过了90%显著性检验,
秋季降雨量的变化率最大。

表2 延河流域气象因子季节变化 MK趋势检验统计量与变化率 mm/a

时间
段

平均温度

统计量 变化率

日照时数

统计量 变化率

相对湿度

统计量 变化率

气压

统计量 变化率

两米高风速

统计量 变化率

降水量

统计量 变化率

春 3.17*** 0.0365 1.77* 1.9908 -1.28 -0.1207 -3.43*** -0.0067 -1.12 -0.0036 0.4 -0.2300
夏 2.31** 0.0234 -0.02 -0.0487 -1.4 -0.0793 -3.73*** -0.0067 0.26 0.0005 -0.49 -0.0489
秋 2.80*** 0.0315 -2.00** -1.8605 0.68 0.0382 -4.82*** -0.0096 0.79 0.0013 1.54 0.9884
冬 2.52** 0.0333 0.19 0.3666 0.58 0.031 -3.03*** -0.0068 1.72* 0.0035 1.93* 0.1832
年 3.40*** 0.0309 0.05 0.0012 -0.82 -0.034 -4.87*** -0.0074 -0.26 0.0004 0.26 0.8926

  注:*,**,***分别表示通过了置信度90%,95%,99%的显著性检验。

  表3是延河流域各季节潜在蒸散发与气象因子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从年尺度看,延河流域潜在蒸散

发的增加与平均温度、日照时数、2m高风速呈现正

相关关系,均通过了0.01显著性检验,相关系数最大

的是日照时数(0.84);与相对湿度、气压、降雨量呈负

相关关系,分别通过了0.01,0.05,0.05显著性检验,
相关系数最大的是相对湿度(0.72)。从季节上看,春
季平均温度、日照时数、2m高风速与潜在蒸散发的

增加为正相关,均通过了0.01显著性检验,相关系数

最大的日照时数(0.94);相对湿度、气压、降雨量与潜

在蒸散发的增加为负相关,分别通过了0.01,0.05,

0.01显著性检验,相关系数最大的是相对湿度(0.84);
结合表3分析可知,延河流域春季蒸散量的增加是由

平均温度、日照时数的上升以及相对湿度、气压、降水

量的下降综合导致的,主导因子是日照时数。夏季潜

在蒸散量的变化是由平均温度、2m高风速的上升以

及相对湿度、气压、降水量的下降引起的,在该气象因

子变化趋势组合下,日照时数仍是潜在蒸散发变化的

主导因子。秋季,潜在蒸散发与平均温度、气压的相

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日照时数呈显著下降趋

势,相对湿度呈上升趋势,均通过了0.01显著性检

验;秋季潜在蒸散量的下降趋势主要是日照时数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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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相对湿度和降雨量的上升综合导致的,该气象因

子变化趋势组合下主导因子是相对湿度。冬季潜在

蒸散量的变化与平均温度、2m高风速的正相关关系

分别通过了0.05,0.01显著性检验,与降雨量呈现不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冬季日照时数、相对湿度、降水量

均呈上升趋势,该组合下与潜在蒸散发变化最为相关

的因子是日照时数,且相对湿度、降水量的上升趋势

并未造成潜在蒸散量的显著减少。一年中春季平均

温度、日照时数、相对湿度、2m高风速的变化率均是

四季中较高的,这可能是春季潜在蒸散发增加速率最

大的原因。综上,延河流域各季节潜在蒸散发与气象

因子相关性具有显著差异,同一气象因子在不同的季

节对潜在蒸散发的影响具有差异,气象因子不同变化

趋势的组合对潜在蒸散发的影响不同。

表3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季节变化与气象因子的相关系数

时间段 平均温度 日照时数 相对湿度 气压 两米高风速 降水量

春  0.68** 0.94** -0.84** -0.32* 0.54** -0.51**

夏  0.69** 0.88** -0.80** -0.15 0.44** -0.45**

秋 0.20 0.80** -0.82** -0.04 0.32* -0.65**

冬 0.36* 0.67** -0.64** -0.54** 0.65** -0.22 
年  0.68** 0.84** -0.72** -0.33* 0.46** -0.33* 

  注:**表示通过了0.01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0.05显著性检验。

  通过分析延河流域各站点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

与变化率及其与潜在蒸散发的相关关系,对延河流域

潜在蒸散发空间变化的原因进行探究。如表4所示,
子长站平均温度、相对湿度、2m高风速、降雨量呈现

上升趋势,日照时数、气压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平均温

度、气压的变化趋势通过了99%显著性检验,2m高

风速的变化趋势通过了95%显著性检验,所有气象因

子中变化率最大的是降雨量。志丹站平均温度、气压

的变化趋势分别通过了99%,95%显著性检验,日照

时数呈通过了90%显著性检验的上升趋势,相对湿

度、2m高风速呈现下降趋势,变化率最大的因子是

日照时数。
安塞站各气象因子变化趋势与志丹站相同,但安

塞站日照时数的上升趋势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2m
高风速的下降趋势通过了99%的显著性检验,变化率

最大的因子是日照时数。延安站平均温度、日照时数

呈现上升趋势,分别通过了99%,90%的显著性检验;
相对湿度、气压、2m 高风速、降雨量均呈现下降趋

势,其中前三者的趋势分别通过了95%,99%,90%显

著性检验,日照时数是变化率最大的因子。甘泉站平

均温度、降雨量呈现上升趋势,日照时数、相对湿度、
气压、2m高风速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气压、2m高风

速的变化趋势分别通过了95%,99%显著性检验。延

川站平均温度、2m高风速、降雨量呈现上升趋势,气
压、日照时数、相对湿度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平均温

度、气压的变化趋势通过了99%显著性检验,2m高

风速的上升趋势通过了95%的显著性检验。延长站

各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和延川站一样,但显著性水平

有不同,其中平均温度的上升趋势未通过显著检验,
日照的下降趋势通过了90%显著性检验。可见,延河

流域内各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率具有显著的

空间异质性。

表4 延河流域各站点气象因子变化 M-K趋势检验统计量与变化率

站点
平均温度

变化趋势 变化率

日照时数

变化趋势 变化率

相对湿度

变化趋势 变化率

气压

变化趋势 变化率

两米高风速

变化趋势 变化率

降水量

变化趋势 变化率

子长 4.08*** 0.0389 -0.07 -0.2340 0.42 0.0108 -2.89*** -0.0017 2.05** 0.0032 0.61 0.8674
志丹 4.75*** 0.0421 1.86* 4.2992 -1.47 -0.0710 -2.10** -0.0014 -0.44  -0.0019 0.98 1.6988
安塞 3.01*** 0.0257 0.98 2.2876 -0.26 -0.0222 -2.14** -0.0015 -3.38***-0.0059 0.16 0.6871
延安 3.17*** 0.0334 1.75* 4.9668 -2.19** -0.1115 -5.69*** -0.0420 -1.65*  0.00005 -0.12 0.4950
甘泉 4.52*** 0.0419 -1.19 -2.4544 -1.37 -0.0485 -2.14** -0.0017 -5.01***-0.0096 0.35 0.2256
延川 2.49*** 0.0224 -0.63 -1.6458 -0.19 -0.0075 -2.84*** -0.0021 2.12** 0.0089 0.19 1.2335
延长 1.33  0.0122 -1.79* -4.0820 0.40 0.0115 -2.87*** -0.0018 2.07** 0.0082 0.05 1.0412

  注:*,**,***分别表示通过了置信度90%,95%,99%的显著性检验。

  表5是延河流域各站点潜在蒸散发与气象因子

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对潜在蒸散发增加有着正作用

的是平均温度、日照时数、2m高风速,有负作用的是

相对湿度、气压、降雨量;在不同的站点,气象因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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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蒸散发的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具有差异。
各站点潜在蒸散发与平均温度、日照时数呈正相关关

系,通过了0.01显著性检验;与相对湿度均呈负相关

关系,通过了0.01显著性检验。子长站、延安站、甘
泉站的潜在蒸散发与气压的负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安塞站、延安站的潜在蒸散发与2m高风速

的正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降水量与潜在蒸散

发的负相关关系仅有安塞站和甘泉站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0.01)。除延长站外,
延河流域其他站点均与日照时数的相关系数最大。
可见,气象因子对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影响的程度具

有空间异质性。结合各站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变化

率综合分析可得,子长站潜在蒸散发在日照时数下

降、相对湿度和降水量上升的变化组合下呈上升趋

势,且主导因子是日照时数;志丹站温度和日照时数

的上升趋势、相对湿度和气压的下降趋势抵消了风速

和降水量对潜在蒸散减少作用,因此该站点潜在蒸散

发仍呈现上升趋势;安塞站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与志

丹类似,潜在蒸散发也呈现上升趋势,但安塞站的潜

在蒸散发高于志丹站,这可能是该气象因子变化趋势

组合中降水量的上升速率较小的缘故;延安站只有

2m高风速的下降对潜在蒸散发有减少作用,其他气

象因子均对蒸散量有增加作用,在该变化趋势组合

下,延安站成为延河流域潜在蒸散量最大的区域;甘
泉站日照时数、2m高风速和降水量对潜在蒸散发减

少作用大于温度、相对湿度、气压的增加作用,在该变

化趋势组合下,甘泉站潜在蒸散发呈下降趋势;延川

站与甘泉站不同的是,延川站2m高风速呈现显著上

趋势,导致延川站在该变化组合下潜在蒸散发呈上升

趋势;延长站潜在蒸散发也呈上升趋势,但与延川站不

同的是,延长站相对湿度呈上升趋势,这可能是延长站

蒸散量低于延川站的原因,且该变化趋势组合下平均

温度成为蒸散变化的主导因子。综上可得,延河流域

潜在蒸散发的变化与日照时数最为相关,同一气象因

子对潜在蒸散发的影响程度具有空间差异,气象因子

不同变化趋势的组合对蒸散发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表5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与气象因子相关系数的空间特征

站点 平均温度 日照时数 相对湿度 气 压 2m高风速 降水量

子长 0.66** 0.74** -0.64** -0.25 0.59** -0.29
志丹 0.66** 0.81** -0.78** -0.38* 0.62** -0.17
安塞 0.57** 0.86** -0.73** -0.36* 0.29 -0.50**

延安 0.58** 0.87** -0.74** -0.29 0.31 -0.26
甘泉 0.40* 0.86** -0.58** -0.18 0.37* -0.38*

延川 0.63** 0.74** -0.56** -0.62** 0.69** -0.19
延长 0.62** 0.58** -0.60** -0.44** 0.44** -0.31

  注:**表示通过了0.01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0.05显著性检验。

4 讨 论

气象因子对潜在蒸散发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季节、

不同区域具有显著差异[1,9-10,12]。本研究发现延河流

域1978—2017年潜在蒸散发呈现上升趋势,造成该

趋势的主导因子是平均温度、日照时数、相对湿度。
延河流域秋季的潜在蒸散发呈下降趋势,通过对同期

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及其与潜在蒸散发的相关性进

行探究发现,秋季潜在蒸散发与平均温度的正相关关

系不显著,与气压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与日照时数、

2m高风速的正相关关系显著,与相对湿度、降水量

的负相关关系显著,且相对湿度的相关系数最大,可
知延河流域平均温度和气压的显著变化趋势并未对

秋季潜在蒸散发产生显著的影响,秋季潜在蒸散发的

下降趋势由相对湿度、降水量的上升趋势以及日照时

数的下降趋势导致,因此延河流域秋季潜在蒸散发对

水分较为敏感。这与童瑞等[9]发现黄河中下游蒸散

发主要受水量供应条件影响的研究结果类似。
延河流域潜在蒸散发空间差异显著,甘泉站潜在

蒸散发在平均温度的上升趋势下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由此推断甘泉地区存在“蒸发悖论”现象。“蒸发悖

论”现象是一个热点话题,该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大

部分地区[24]。研究发现,黑河流域[12]、青藏高原[14]、

长江流域[15]的“蒸发悖论”现象分别由风速、辐射和风

速、辐射和温度导致;塔里木河流域[11]则主要由辐射

和风向引起,但在不同区域受辐射和风向的影响程度

不同;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各河段均存在“蒸发悖论”现
象,且日照时数、相对湿度或风速等因子可能是黄河

流域“蒸发悖论”现象的主导因子[25]。总的看来,温
度、日照时数、相对湿度、气压、风速、降水量等气象因

子都可能成为“蒸发悖论”现象的主导因素,“蒸发悖

论”现象的主导因素具有时空差异,而且相同因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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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变化的组合也会导致潜在蒸散的变化[1,12]。本研

究中甘泉站潜在蒸散发的变化与日照时数、2m高风

速、降水量的相关关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简单

的相关角度分析可得,甘泉地区的“蒸发悖论”现象主

要由日照时数、2m高风速的下降和降水量的上升综

合导致;且相对而言,甘泉站相对湿度和气压下降的

变化率比其他站小,相对湿度和气压在某种意义上也

对蒸散量的减少具有作用。因此,导致蒸发悖论现象

的原因很复杂,有待进一步的定量研究。

5 结 论

(1)延河流域多年平均潜在蒸散量整体呈现上

升趋势,但潜在蒸散发变化趋势、变化率具有时空

差异。
(2)延河流域气象因子的变化趋势、变化率具有

显著的时空差异,同一气象因子与潜在蒸散发变化的

相关性具有时空差异,气象因子不同变化趋势的组合

对蒸散发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潜在蒸散

发的变化与平均温度、日照时数与相对湿度显著相

关,与日照时数最为相关。
(3)延河流域局部存在蒸发悖论现象,主要由日

照时数、2m 高风速的下降和降水量的上升综合导

致,但是气压、相对湿度等气象因子的影响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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