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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沟露天矿集中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
遥感监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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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重点实验室,河北 石家庄050000;3.华北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学院,河北 唐山063210;

4.防灾科技学院 应急管理学院,河北 廊坊065201;5.河北省矿区生态修复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 唐山063210)

摘 要:[目的]分析露天矿集中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为开展露天矿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科学参考。
[方法]以河北省唐山市长山沟露天矿集中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0,2015和2019年4期 Google
Earth影像,进行土地利用遥感分类,使用ArcGIS软件计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露天矿集中区土地利

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原因。[结果]①2003—2015年,研究区内绿地面积减少了169.61hm2,占总面积的

6.30%,裸地和工业场地面积分别增加了184.73和60.46hm2,占总面积的6.86%和2.25%;部分耕地被占

用;在空间上以绿地转为裸地和工业场地为主。②2015—2019年,研究区内绿地面积减少了61.05hm2,占
总面积的2.27%,工业场地面积增加了43.90hm2,占总面积的1.63%,其他地类面积变化不大;空间上绿

地与裸地和工业场地相互转化,总面积变化不大。[结论]露天矿集中区开采前期大量绿地被占用,植被破

坏与土地资源占用现象较为严重,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开采后期由于加强了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边开采,边治理”模式的治理效果已初步体现。
关键词:露天矿开采;生态环境;遥感;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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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SensingMonitoringandAnalysisofSpatiotemporalChangesin
ChangshangouOpenPitMineConcentration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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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InstituteofGeo-environmentMonitoringofHebeiProvince,Shijiazhuang,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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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landusechangeswerestudiedtoprovidescientific
referenceforcarryingout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monitoringinconcentrationareaofopenpitmine.
[Methods]BasedonGoogleEarthimagesin2003,2010,2015and2019,thelanduseremotesensing
classificationwascarriedoutinChangshangouopen-pinmineconcentrationareainTangshanCity,Hebei
Province.ThelandusetransfermatrixwascalculatedbyusingArcGISsoftware,andthe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andcausesoflandusechangeintheopen-pin mineconcentrationarea wereanalyzed.
[Results]①From2003to2015,theareaofgreenlandinthestudyareadecreasedby169.61hm2,accountingfor
6.30%ofthetotalarea,andtheareaofbarelandandindustrialsitesincreasedby184.73hm2and60.46hm2,



accountingfor6.86%and2.25%ofthetotalarea,respectively;somearablelandwasoccupied;spatially,

greenlandwasmainlyconvertedtobarelandandindustrialsites.②From2015to2019,theareaofgreenland
inthestudyareadecreasedby61.05hm2,accountingfor2.27%ofthetotalarea,andtheareaofindustrial
sitesincreasedby43.90hm2,accountingfor1.63%ofthetotalarea,withlittlechangesintheareaofother
landusetypes;spatiallygreenlandwastransformedintobarelandandindustrialsites,withlittlechangeof
thetotalarea.[Conclusion]Intheearlystageofmining,alargeamountofgreenlandwasoccupiedinthe
openpitmine,thevegetationdestructionandlandresourceoccupationwasserious,and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wasseriouslyaffected.Atthelatestageofmining,theecologicalrestorationandtreatmentof
theminewerestrengthened,andtheeffectof“managementwhilemining”modewasinitiallyachieved.
Keywords:open-pitmining;ecologicalenvironment;remotesensing;dynamicmonitoring

  露天开采方式破坏了矿区和周边区域的生态平

衡和地质稳定性[1],出现了一系列的滑坡、崩塌[2]、土
壤流失[3]、大气污染、原有地貌景观破坏等[4]地质灾

害和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国家对生态环境越来越

重视,矿山生态修复由过去的“先破坏后治理的采后

治理[5]”模式逐步走向了“边开采—边治理”的模式。
传统人工监测矿山生态修复效果的方式,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监测效果较差。利用遥感

技术对露天矿山环境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具有信息量

大、成本低、精确度高等优势[6]。目前学者大多采用

空间分辨率为30m的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进行

矿区生态环境监测。毕如田等[7]基于LandsatTM
卫星影像对安太堡大型露天煤矿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类型 进 行 了 监 测 与 分 析。高 文 龙 等[8]基 于4期

Landsat影像,对海流兔流域矿区多种土地分类方法

进行对比,重点分析了不同地物类型与环境恶化间的

关系。由于矿区范围一般较小,利用中低空间分辨率

的Landsat卫星数据进行分析,准确性和精度方面均

比较受限。谷歌地球[9](GoogleEarth,GE)是一款

由Google公司开发的虚拟地球仪软件,其集成的遥

感影像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适用于小尺度范围的

空间动态变化监测,已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土地利用类

型精细识别。如刘小阳[10]基于GoogleEarth影像对

以贵州省松桃县后寨村为研究区,进行了土地开发项

目的规划设计。刘佳[11]以面积大约为13.02km2 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研究区基

于GoogleEarth影像对农作物面积进行地面样方调

查。本文以长山沟露天矿集中开采区为研究对象,基
于2003—2019年GoogleEarth高分辨率影像,对境

内17a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进行动态监测,为露天

矿山生态修复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研究区简介、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山沟露天开采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古治区西

北部、开平区东北部以及陡河水库东部山区,面积约

20km2。境内主要为露天矿开采方式,且分布较为

集中。矿区位于燕山南麓、开平盆地北缘,属低山丘

陵区,海拔标高从23~273m,地形起伏变化大,地貌

单元类型较多。开采主要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生
产水泥用石灰石矿。露天开采前研究区野生植物丰

富,主要有乔木、灌木和草类等,种类丰富多样,主要

有酸枣、荆条、爬山虎等,人工栽植树种多为杨树、旱
垂柳、松树等。

1.2 数据来源

选取2003,2010,2015和2019年4期覆盖研究

区的夏季GoogleEarth影像,空间分辨率为0.92m,
投影坐标为 WGS84_WEB墨卡托投影[11]。以研究

区西南部的2018年12月的0.3m分辨率的无人机

正射影像作为参考影像,分别为对2003,2010,2015
和2019年4期GoogleEarth影像进行几何校正,使

4期影像数据的几何上误差控制在0.5个像元之内。

2 数据处理

2.1 面向对象分类

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方法进行土地利用覆被初步

分类[12-13],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工判读进行目视解译。
面向对象分类方法是将影像分割得到同质对像,再根

据地物类型的光谱、形状、空间关系等特征建立规则,
将对象分配到相应的类中。其核心步骤是多尺度分

割,分割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分类结果的精度。分割尺

度对分类结果的影响最为明显,尺度设置的越大,像
元合并的面积就越大,获得的对象越少,越容易造成

像元混淆的现象,反之则导致分割对象过于破碎,大
大增加工作量;光滑度和紧凑度、形状因子和光谱因

子的取值范围均为0.1~0.9,参数的和均是1[14]。采

用试错法选择最优分割尺度,分割尺度以20为步长,
从60到200,不断改变分割尺度、形状和紧密度的权

重,得到不同尺度的分割结果。选取形状因子为0.6,
紧凑度为0.5,分割尺度分别为50,100,150对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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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尺度分割[15]。试验发现,当分割尺度50时地

类图斑过于零碎,当分割尺度150时地类图斑合并严

重,当分割尺度分100时不同地物类型均得到较好的

分割(图1)。基于分割对象进行样本选取,得到对象

的光谱、纹理特征等多特征信息,进而利用对象的特

征信息进行分类。

图1 不同分割尺度的影像分割试验

2.2 土地利用遥感分类

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16]

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HJ651-
2013)》[17],根据实地调查和遥感卫星影像,基于面向

对象分类方法将研究区境内地物划分为7大类:耕
地、交通用地、居民地、绿地(林地、果园和草地)、工业

场地、祼地(裸土和裸岩)。其中工业场地是指露天开

采矿山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服务的地面建筑物、
构筑物以及有关设施的场地。在基于面向对象分类

结果基础上,对居民地、工业场地等地物类型进行人

工判读,得到研究区各期土地利用分类结果。基于西

南部以2018年0.3m分辨率的无人机正射影像数据

和三维数据选取110个样本点(图2),其他研究区基

于外业实际调查选取120个样本点。通过对验证

样本和分类结果对比,得到土地利用分类混淆矩阵

(表1),总体分类精度92.17%,kappa系数0.90,精度

较高。

图2 研究区西南部样本点分布

表1 研究区土地遥感分类混淆矩阵

样 点
分类结果

耕 地 工业用地 交通用地 居民地 裸 地 绿 地 水 体

耕 地 32 0 0 0 1 2 0
工业用地 1 34 1 2 0 0 0
交通用地 0 0 10 1 0 1 0
居民地 1 1 0 43 0 0 0
裸 地 0 0 0 0 38 2 0
绿 地 1 2 0 2 0 49 0
水 体 0 0 0 0 0 0 6
制图精度/% 91.43 89.47 83.33 95.56 95.00 90.74 100.00
分户精度/% 91.43 91.89 90.91 89.58 97.44 90.74 100.00
总体精度/% 92.17
kappa系数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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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分析

3.1 长山沟露天矿集中区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长山沟露天矿集中区4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如

附图1所示。通过4期土地遥感分类结果对比发现

前期绿地表面明显减少,耕地有所减少,裸地较大幅

度增加;后期绿地面积、裸地面积变化较小。长山沟

露天矿集中区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情况详见表2。

2003—2019 年,耕 地 面 积 大 幅 度 下 降,减 少 了

104.85hm2;2003—2019年,耕地所占研究区面积的比

例由2003年的15.49%降低到2019年的11.56%,但减

少面积逐渐降低。从2003—2019年期间工业场地面

积逐年增加,面积占比增加了3.88%。从2003—2010
年交通用地面积增加较快,2010—2019年,增加幅度较

小。2003—2019年,居民地面积逐年增加,增加幅度较

小,占比增加了1.40%;裸地逐年增加,后期增加幅度

小;绿地逐年减少,前期减少幅度大,后期减少幅度小;
水体面积,保持在7.00hm2,变化幅度较小。

表2 研究区2003-2019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比例统计

土地类型
2003年

面积/hm2 比例/%
2010年

面积/hm2 比例/%
2015年

面积/hm2 比例/%
2019年

面积/hm2 比例/%
耕 地 416.91 15.49 360.71 13.40 317.47 11.79 311.15 11.56
工业场地 282.72 10.50 298.44 11.09 343.18 12.75 387.08 14.38
交通用地 35.35 1.31 47.82 1.78 49.29 1.83 50.14 1.86
居民地 173.93 6.46 177.80 6.60 183.64 6.82 190.17 7.06
裸 地 462.46 17.18 603.14 22.40 647.19 24.04 661.66 24.58
绿 地 1314.57 48.83 1197.13 44.47 1144.96 42.53 1083.91 40.26
水 体 6.24 0.23 7.14 0.27 6.45 0.24 8.07 0.30
总面积 2692.18 100.00 2692.18 100.00 2692.18 100.00 2692.18 100.00

3.2 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3.2.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是马

尔科夫模型在土地利用方面的应用,可以用矩阵的形

式定量的表示研究时间内各地类的流向及数量,转移

矩阵的公式可表示为[19-20]:

R=

R11 R12 … R1n

R21 R22 … …
︙ ︙ ︙ ︙

Rn1 … … Rnn

(1)

式中:Rij为地类i 转换为地类j 的面积;n 为地类

数量。基于长山沟露天矿集中区4期土地利用分类

结果 获 取2003—2010,2010—2015,2010—2015 年

和2003—2019年 长 山 沟 片 区 土 地 利 用 转 移 矩 阵

(表3—6)。

3.2.2 研究区各阶段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由表3可

得,研究区2003—2010年地类转移面积从高到低为:
裸地>绿地>耕地>工业场地>交通用地>居民地

>水体。期间祼地共增加了140.68hm2,主要来源于

绿地、工业场地、耕地;绿地面积共减少了117.44hm2,
主要转为祼地、工业场地、耕地;耕地减少了56.20hm2,
主要转为工业场地、祼地、绿地。工业场地增加了

19.75hm2,主要来源于绿地、祼地、耕地。表明期间露

天矿采场的无序扩大,占用了大量的绿地、耕地。由表

4可得,研究区2010—2015年地类转移面积从高到低

为:绿地>裸地>工业场地>耕地>居民地>交通用

地>水体。期间绿地共减少了52.17hm2,主要转为裸

地、工业场地、耕地;裸地面积共减少了44.05hm2,主
要转为绿地、工业场地;工业场地增加了44.74hm2,
主要来源于绿地、祼地。表明期间露天石矿开采继续

扩大,占用了大量的绿地,同时部分裸地由于生态修

复恢复为绿地。由表5可得,研究区2015—2019年

主要地类转移面积从高到低为:绿地>工业场地>裸

地>居民地>耕地。期间绿地共减少了61.05hm2,
主要转为裸地、工业场地、耕地;工业场地面积增加

43.91hm2,主要来源为:绿地、裸地。裸地、居民地、
耕地总体数量变化不大,但绿地、工业场地、裸地之间

的相互转换较大。表明近几年加强了矿山生态修复,
露天矿开采的同时,也进行了生态修复,整个研究区

的生态环境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边开采,边治理”
模式得到了体现。由表6可得,研究区2003—2019
年地类转移面积从高到低为:绿地>裸地>耕地>工

业场地>居民地>交通用地>水体。期间绿地共

减少了230.66hm2,主要转为裸地、工业场地、耕地;
裸地面积增加199.21hm2,主要来源于绿地、工业场

地、耕地。耕地共减少105.77hm2,主要转向了绿地、
工业场地、裸地。表明期间露天矿开采对环境的破坏

带来的严重后果:绿地大量减少,祼地、工业场地面积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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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区2003-2010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hm2

土地类型
2010年

耕 地 工业场地 交通用地 居民地 裸 地 绿 地 水 体
合 计

耕 地 305.42 19.75 4.44 1.27 23.49 62.27 0.27 416.91
工业场地 4.31 185.17 4.06 1.43 36.29 51.40 0.06 282.72
交通用地 0.71 3.17 26.62 0.48 1.56 2.81 0 35.35

年 居民地 0 0.76 0.02 170.55 0.01 2.59 0 173.93

3002

裸 地 2.97 22.56 1.10 1.46 334.26 100.06 0.05 462.46
绿 地 47.24 66.94 11.58 2.61 207.43 977.25 1.52 1314.57
水 体 0.06 0.09 0 0 0.10 0.75 5.24 6.24
合 计 360.71 298.44 47.82 177.8 603.14 1197.13 7.14 2692.18

2003—2010年变化 -56.20 15.72 12.47 3.87 140.68 -117.44 0.9 0 

表4 研究区2010-2015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hm2

土地类型
2015年

耕 地 工业场地 交通用地 居民地 裸 地 绿 地 水 体
合 计

耕 地 299.73 19.44 0.58 0.64 5.17 35.15 0 360.71
工业场地 2.95 241.55 1.05 1.81 23.29 27.79 0 298.44
交通用地 0.89 0.66 42.74 0.03 2.15 1.35 0 47.82

年 居民地 0.10 2.05 0.29 171.28 0.72 3.36 0 177.8

0102

裸 地 3.47 48.41 3.03 1.84 464.99 81.35 0.05 603.14
绿 地 10.33 30.46 1.6 8.04 150.87 995.83 0 1197.13
水 体 0 0.61 0 0 0 0.13 6.4 7.14
合 计 317.47 343.18 49.29 183.64 647.19 1144.96 6.45 2692.18

2010—2015年变化 -43.24 44.74 1.47 5.84 44.05 -52.17 -0.69 0 

表5 研究区2015-2019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hm2

土地类型
2010年

耕 地 工业场地 交通用地 居民地 裸 地 绿 地 水 体
合 计

耕 地 235.27 19.12 0.41 2.65 15.64 43.81 0.57 317.47
工业场地 13.89 217.07 0.46 8.65 49.53 52.63 0.94 343.17
交通用地 0 0.48 48.13 0 0 0.68 0 49.29

年 居民地 1.38 5.83 0.01 159.89 4.11 12.40 0.02 183.64

5102

裸 地 10.93 65.52 0.46 4.05 426.42 139.53 0.29 647.2
绿 地 48.03 78.77 0.53 14.91 165.46 834.01 3.25 1144.96
水 体 1.66 0.29 0.14 0.02 0.5 0.84 3 6.45
合 计 311.15 387.08 50.14 190.17 661.66 1083.91 8.07 2692.18

2015—2019年变化 -6.32 43.91 0.85 6.53 14.46 -61.05 1.62 0 

表6 研究区2003-2019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hm2

土地类型
2019年

耕 地 工业场地 交通用地 居民地 裸 地 绿 地 水 体
合 计

耕 地 240.29 43.32 6.12 6.7 31.54 88.18 0.76 416.91
工业场地 8.15 143.18 4.45 6.68 60.68 59.36 0.22 282.72
交通用地 1.79 0.84 23.29 0.82 4.15 4.46 0 35.35

年 居民地 1.89 5.10 0.46 150.04 3.80 12.64 0 173.93

3002

裸 地 5.81 65.99 2.77 4.75 235.35 146.27 1.52 462.46
绿 地 51.34 128.10 12.91 21.16 325.94 771.86 3.26 1314.57
水 体 1.88 0.55 0.14 0.02 0.20 1.14 2.31 6.24
合 计 311.15 387.08 50.14 190.17 661.67 1083.91 8.07 2692.18

2003—2019年变化 -105.76 104.36 14.79 16.24 199.20 -230.66 1.83 0 

3.3 研究区分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研究区根据露天开采破坏程度、生态修复程度、
集中开采程度及地形情况可以细分为3个集中开采

区长山区、巍山区、高山区。长山区位于研究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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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巍山区位于研究区的西北部即山脊的北侧,高山

区位于研究区西南部即山脊的南侧。

3.3.1 长山区地类变化驱动力分析 长山区、巍山区

露天开采破坏、修复情况相似,以长山区为例进行分

析。由图3可知,2003年生态环境良好,地表植被没有

被破坏,到2015年,由于露天采严重破坏了生态坏境,

地表植被破坏严重。2003—2015年采矿用地(工业场

地、裸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采矿

用地增加量与绿地减少量基本相当(表7)。唐山市矿

业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是典型的重工业城市。由

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长山区露天开采持续加强,使用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矿山生态环境亟需修复。

图3 长山区2003-2015年地表景观影像对比

    表7 研究区2003-2015年土地

利用类型面积及比例统计 hm2

土地类型 2003年 2015年

工业场地 19.65 32.11
采矿用地 裸 地 59.07 125.22

小 计 78.72 157.33
绿 地 315.24 236.49

3.3.2 高山区地类变化驱动力分析 通过土地利用

转移矩阵可以高山区露天开采区在2015年以前矿山

生态修复效果不明显,露天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

境。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论指导下,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有序进行。从

2014年开始河北省政府通过关闭、治理、提升等一系

列措施开展了矿山环境治理攻坚行动。近三年河北

省开展了无主露天矿山的全面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高山区为某一大型石灰石矿,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矿山生态修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图4表明从露天开采破坏的地表植被

得到了有序修复,开采平台植了树,坡面进行了绿化,
植被覆盖率明显提高。图5拍摄于2020年夏季,矿
山生态修复治理正在进行削坡、清理浮石等工作,说
明“边开采—边治理”的模式正在落实。

图4 高山区2003-2015年地表景观影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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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高山区2020年无人机拍摄景观影像

4 结 论

(1)研究区2003—2019年绿地面积由1314.57hm2,
减少到1083.91hm2,减少了230.66hm2;工业场地

面积由282.72hm2,增加到了387.08hm2,增加了

104.36hm2;裸地由462.46hm2,增加到了661.66hm2,
增加了199.20hm2。绿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露天开

采工业场地的增加,地表植被被破坏裸地面积大幅度

增加。
(2)研究区2003—2015年,绿地面积由1314.57hm2

减少到1144.96hm2,减少了169.61hm2;裸地由

462.46hm2,增加到了647.19hm2,增加了184.73hm2;
工业场地面积由282.72hm2 增加到了343.18hm2,
增加了60.46hm2,绿地减少,工业场地增加,裸地面

积增加主要集中在本期。
(3)研究区2015—2019年,期间绿地共减少了

61.05hm2,工 业 场 地 增 加43.90hm2,裸 地 增 加

14.47hm2其他地类面积变化不大。但由土地利用转

移矩阵可知,绿地、裸地、工业场地间的相互转变面积

较大,结合2020年实际调研可知,2015年以后唐山

市加强了矿山生态修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开

采,边治理”模式的作用初步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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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输沙模数多年总体状况的描述方法研究

李智广1,赵力毅2

(1.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北京100055;2.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甘肃 天水74100)

摘 要:[目的]研究各种小流域输沙模数的多年观测数据分析法的优缺点和适用性,为甄选描述多年输

沙模数数据特征的科学方法提供借鉴。[方法]针对4条小流域观测数据,通过统计特征值、去极值算术平

均值、侵蚀强度分级年数频率、盒须图等4种方法及其组合方法的比较分析,研究具有广泛适用性和严格

科学性的多年输沙模数描述方法。[结果]统计学上的算术平均数、中值等难以表征多年输沙模数的集中

性和一般水平。去极值算术平均值虽具有反映数据一般水平的趋势,但损失了极端值及其对决策的信息

价值。侵蚀强度分级年数频率反映了不同量级输沙模数数据在强度分级上的分布。盒须图可全面显示数

据的集中程度、分散情况以及异常数据的数值与个数。[结论]在表征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数据特征上,不
同的方法各有优点和不足,为全面、客观地描述其集中性和分散性,可采用多种方法,扬长避短、配合使用,

盒须图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适用性。

关键词:小流域;输沙模数;多年总体状态;描述方法;多年平均值;盒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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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DescriptionMethodsofSediment
TransportModulusinSmallWatersheds

LiZhiguang1,ZhaoLiyi2

(1.TheCenter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onitoring,MinistryofWaterResources,Beijing100055,China;

2.TianshuiGovernanceandSupervisionBureauofYellowRiverSoilandWaterConservation,Tianshui,Gansu74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advantages,disadvantagesandapplicabilityofvariousanalysismethodsofmulti-year
observationdataofsedimenttransportmodulusinsmallwatersheds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
referencesforselectingscientificmethodstodescribethecharacteristicsofmulti-yearsedimenttransport
modulusobservationdata.[Methods]Basedontheobservationdataofsedimenttransportmodulusinfour
smallwatersheds,throughthecomparativeanalysisoffourmethodsandtheircombinations,including
statisticaleigenvalue,de-extremumarithmeticmean,frequencyoferosionintensitygrade,andbox-whisker
plot,thedescriptionmethodswithwideapplicabilityandobjectivitywereexplored.[Results]Thestatistical
arithmeticmeanandmediancouldhardlyrepresenttheconcentrationandgenerallevelofmulti-yearsediment
transportmodulus.Althoughthede-extremumarithmeticmeanhadthetendencyofreflectingthegeneral
levelofdata,itsacrificedtheextremevalueanditsinformationfordecision-making.Thefrequencyoferosion
intensitygradereflectedthedistributionofdatainintensityclassification.Box-whiskerplotcouldshowthe
concentration,dispersionandthenumberofabnormaldata.[Conclusion]Variousmethodshavetheirown
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incharacterizingthemulti-yearobservationdata.Inordertodescribetheir



concentrationanddispersioncomprehensivelyandobjectively,variousmethodscanbeusedtomakefulluse
oftheiradvantagesandavoidtheirdisadvantages.Box-whiskerplothasgoodobjectivityandapplicabilityin
displayingthemulti-yeardataofsmallwatershed.
Keywords:smallwatershed;sedimenttransportmodulus;generalsituationofmanyyears;descriptionmethods;

multi-yearaverage;box-whiskerplot

  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观测及其防治措

施配置是中国在水土流失治理上的一项创造[1],小流

域年输沙量综合反映了小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土地

利用等人为活动、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等状况。由于自

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等条件在年际间不可避免地发生

着变化,输沙量就必然地受到影响,在年际间发生着

变化,甚至出现相当大的差异。为说明某条小流域

(甚至较大流域)多年输沙量的变化、比较多条小流域

年度输沙量的差别,常常使用输沙模数来进行分

析[2-4]。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使用多年平均值、近几年

(如近10a)平均值等反映一个时期输沙模数的总体

状况或一般水平,使用与多年平均值比较(如基本持

平、偏小或偏大)、较近几年平均值偏小(或偏大)等反

映某个年份输沙模数的多寡[5-9]。但采用算术平均值

计算得到的多年平均输沙量模数[3],并不能表征小流

域输沙模数总体的一般水平和极端的离散程度,因为

小流域的输沙模数在年际间、多年内的变化异常大。
本文基于中国观测历时较长、数据较完整的4条小流

域的数据为对象,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如何科

学、全面地描述小流域在一个时期内输沙模数(即长

历时的多年观测数据)的总体分布特征,以期为小流

域输沙模数以及水土保持工作中类似的观测数据分

析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

1.1 数据对象小流域

1.1.1 吕二沟小流域 吕二沟是黄河流域渭河支流

藉河右岸的一级支沟,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南郊,东经105°43',北纬34°34',
面积12.01km2,海拔1175~1707m,年均降水量

574.1mm,集中于5—10月、占全年的83.3%。吕二

沟土地利用以有林地、其他草地和旱地为主,面积分

别为5.95,3.65和1.23km2,旱地及果园分布在西侧

梁顶。水土保持措施主要为造林和梯田,面积分别为

5.95和0.23km2。

1.1.2 罗玉沟小流域 罗玉沟是渭河支流藉河左岸

的一级支沟,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位于甘肃

省天水市北郊,东经105°30'—105°45'、北纬34°34'—

34°40',面积72.79km2。年均降水量462mm,其中

7,8,9这3个月降水量占全年的47.1%、占汛期的

57.6%。罗玉沟土地利用以旱地、有林地、其他草地和

果园为主,面积分别为35.39,14.58,9.15和7.72km2,
旱地与果园分布在沟道两侧,果园主要分布在流域下

游,有林地主要分布在流域北边边界的山梁上。水土

保持措施面积44.88km2,主要为梯田、造林和淤地

坝,其中梯田28.94km2,造林14.58km2,2座骨干淤

地坝分布在流域上游、19座小型淤地坝集中在桥子

东沟,坝控范围4.12km2。

1.1.3 桥子沟东沟和西沟小流域 桥子沟是罗玉沟

下游左岸一级支沟,由东、西两条支沟构成,面积

2.45km2,年均年降水量499mm。其中,桥子东沟呈半

扇形,面积1.36km2;桥子西沟呈羽毛状,面积1.09km2。
东、西两沟的地貌特征、地质、土壤、植被等基本相似。
桥子沟土地利用以有林地、果园、其他草地和旱地为

主,面积分别为0.78,0.77,0.38和0.38km2。其中,桥
子东沟土地利用以有林地、果园和其他草地为主,面积

分别为0.61,0.33,0.20km2;桥子西沟土地利用以

果园、旱地和其他草地为主,面积分别为0.44,0.21,

0.18km2。旱地、果园分布在流域内的坡地上,有林地

分布在北侧边界的山梁上。桥子沟东沟水土保持措

施面积1.1117km2,其中19座淤地坝的坝控范围

1.03km2。桥子西沟水土保持措施面积0.3621km2,主
要为造林和梯田,面积分别为0.1892和0.1729km2。

1.2 观测数据

4条小流域的输沙模数数据由天水水土保持科

学试验站(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提供。其

中,吕二沟水土流失观测始于1954年,但1954—

1957年仅在汛期5—9月观测,1965—1975年中断。
罗玉沟水土流失观测始于1985年,当年资料不全,年
度统计资料始于1986年。桥子东沟和桥子西沟为对

比试验小流域,东沟为治理沟,实施了较多的水土保

持措施;西沟为对比沟,水土保持措施很少,年度统计

资料始于1988年,但1996和1997年缺测。

2 研究方法及结果

2.1 统计特征值分析

采用统计学的特征值,分析4条小流域输沙模数

的集中性和分散性。其中,集中性的特征值主要为算

术平均值、几何平均值和中值,变异性的特征值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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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标准差、离散系数和偏度系数,结果详见表1。4
条小流域年输沙模数的算术平均值都明显小于标准

差,离散系数都大于100%、介于130.86%~229.28%
之间;几何平均值更小于标准差,仅占标准差的1/3.4
~1/25.3;极大值是算术平均值的5.3~10.5倍,极小

值仅占算术平均值的1/225~1/49;最大值远远地大

于极小值,极差几乎就等于最大值;总体分布呈显著

的左偏态,显著地偏向数值较小的一侧。由此可知,

①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数据不稳定、不集中、相当分

散,算术平均值、几何平均值和中值都不能反映多年

数据的一般水平、不能表征小流域输沙模数分布的集

中趋势。②极大值与极小值、次极大值与次极小值甚

至第三极大值与第三极小值,都远远大于其他数据。
极大值和极小值等这些极端值对算术平均值和几何

平均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极大值遮盖了许许多多的

较小值,甚至掩盖了许多小于算术平均值的观测值;
较小值全部淹没在了个别较大值之中,甚至淹没在了

算术平均值之中。③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的分

散程度以桥子东沟为最明显,次序为:桥子东沟>吕

二沟>桥子西沟>罗玉沟。

表1 4条小流域年输沙模数统计特征值

特征参数  
特征值

呂二沟 罗玉沟 桥子东沟 桥子西沟

数据个数 51 34 30 30
算术平均值 3181.178 3923.438 1370.494 4485.321
几何平均值 976.976 1520.542 #NUM!* 1498.951
中 值 1287 1659 145.6 1824.5
极大值 24438 22300 14410 23890
极小值 14.15 79.75 0 37.61
极 差 24423.85 22220.25 14410.00 23852.39
标准差 4854.724 5134.351 3142.337 6217.844
离散系数/%
(标准差/算术平均值×100) 152.61 130.86 229.28 138.63

偏度系数 2.5771 1.9545 3.2399 1.9636

  注:因观测数据中有“0”,几何平均值返回错误值“#NUM!”。下同。

2.2 去极值算术平均值分析

为避免个别极端值对多年输沙模数特征值的影

响,采用统计上“去掉极端值”、然后分析算术平均值

的方法,即:将多年输沙模数按大小排列,每次从两端

成对地去掉一对或多对数据,分别计算剩余数据的算

术平均值,结果详见表2。
分析表2可知:①每去掉一对极大值和极小值,

算术平均值就变小;去掉的越多,算术平均值越小。
并一致趋向几何平均值和中值,或趋向于较小的观测

数据。这说明:极个别的极大值对算术平均值产生了

巨大的、严重的影响。②随着成对去掉极大值和极小

值的对数增加,算术平均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或
算术平均值趋向于稳定。这说明:4条小流域多年输

沙模数总体的一般水平趋向于较小的数值,或者广泛

的分布集中趋向于较小的数值。③随着年份数量的

增加,极端值对算术平均值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如:对吕二沟、罗玉沟和桥子西沟,在使用数据占比相

同的情况下,算术平均值总是表现为:吕二沟<罗玉

沟<桥子西沟(因桥子东沟为治理沟,数据明显区别

于其他3条小流域)。这说明极个别极大值对小流域

多年输沙模数一般水平的影响随着统计年份数量的

增加而减弱。

表2 4条小流域年输沙模数去极值算术平均值

使用
数据/%

呂二沟

年数/a 算术平均值

罗玉沟

年数/a 算术平均值

桥子东沟

年数/a 算术平均值

桥子西沟

年数/a 算术平均值

100 51 3181.178 34 3923.438 30 1370.494 30 4485.321
95 49 2811.998 32 3469.285 28 953.744 28 3951.144
90 45 2406.082 30 3188.203 26 667.080 26 3441.902
80 41 2123.079 28 3005.218 24 547.651 24 3150.283
70 35 1789.294 24 2648.692 22 428.940 22 2841.177
60 31 1628.487 20 2249.555 18 192.825 18 2409.889
50 25 1392.320 18 2062.728 16 196.744 16 2317.519

  注:“使用数据(%)”是指用于计算的数据个数占数据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100%,95%,90%,80%,70%,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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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侵蚀强度分级年数频率分析

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的极大值大于24000
t/km2,极小值只有十几甚至为0。对这类差值极大、
分布很不集中的数据,难以采用一个合适的、类似等

差数列“公差”的数值,按照等差间距分析年输沙模数

落在某个范围的频度;或可采用一个合适的、类似等

比数列“公比”的数值,按照等比间距分析年输沙模数

落在某个范围的频度。为分析不同大小多年输沙模

数出现的频度,本研究借用水土保持工作中常用的、
水力侵蚀强度分级的间距[10],统计4条小流域多年输

沙模数落入各等级的年份数量的频率,结果详见表3。

分析表3可知:①年输沙模数更多地分布在微度和轻

度、中度等较低的强度等级,尤以微度为主。这说明

年输沙模数主要分布在较低的侵蚀强度等级,强度等

级越低,年份数量越多。②年输沙模数分布在微度和

轻度、中度等较低的强度等级的总频率大致相同。吕

二沟为76.47%,罗玉沟为73.53%,桥子东沟为80%,
桥子西沟为73.33%。这进一步说明研究区域的年输

沙模数集中分布在微度、轻度和中度等较低的强度等

级范围。③采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
2007)》提出的水力侵蚀强度分级标准进行研究区域

多年年输沙模数分布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3 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侵蚀强度频率统计

侵蚀强度
呂二沟

年数/a 频率/%

罗玉沟

年数/a 频率/%

桥子东沟

年数/a 频率/%

桥子西沟

年数/a 频率/%
微 度 22 43.14 12 35.29 24 80 13 43.33
轻 度 13 25.49 8 23.53 0 0 3 10
中 度 4 7.84 5 14.71 4 13.33 6 20
强 烈 6 11.77 2 5.88 0 0 3 10
极强烈 4 7.84 5 14.71 2 6.67 3 10
剧 烈 2 3.92 2 5.88 0 0 2 6.67

2.4 剔除异常值特征值分析

2.4.1 异常值分析 为全面反映某条小流域、比较分

析多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数据的分布情况,制作4
个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分布的盒须图[11](图1)。由图

1可知,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的异常值共14个,全
部为各小流域的极大值与靠近极大值的数据。其中,
温和异常值4个,包括吕二沟的18160t/km2,罗玉沟

的15290t/km2,桥子西沟的13790和13000t/km2;
极端异常值10个,包括吕二沟的24438t/km2,罗玉

沟的22300t/km2,桥子东沟的14410,9360,4199,

3704,2748t/km2 和2529t/km2,桥子西沟的23890
和21060t/km2。由此可知:①盒须图提供了观测数

据位置与集中性、分散性的基本情况和关键信息。例

如,以盒须图的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为界,包含

在其中的数据的集中性相对较好,分布在其外的数据

更加地分散。②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的异常值全

部为极大值和靠近极大值的数据。这说明4条小流

域多年输沙模数总体上的一般水平应偏向较小的数

据。③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极端异常值的个数比

温和极端值的多近3倍。这说明在观测期内,4条小

流域不仅遭受异常情况,而且遭受到的异常情况更加

极端,尤以桥子东沟更加突出。④4条小流域多年输

沙模数的分散程度以桥子东沟为最明显,次序为:桥
子东沟>吕二沟>桥子西沟>罗玉沟。

图1 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盒须图

2.4.2 剔除异常值的特征值 在剔除盒须图的极端

异常值和全部异常值后,计算4条小流域输沙模数的

集中性和分散性特征值,结果详见表4。由表4可知:

①在剔除异常值后,4条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的集中

性明显优于原始数据,剔除全部异常值后的集中性更

加明显。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均值与标准差、极大值

和极小值的差距都有所减小,占标准差的比例分别为

1/1.2~1/1.4,1/2.6~1/3.6;极大值是算术平均值的

3.8~5.8倍,极小值占算术平均值的1/172~1/37;分
布总体呈左偏态,偏向数值较小的一侧。②与剔除盒

须图的异常值后的特征值比较,处于盒须图下四分位

数和上四分位数之间的数据的集中性更加明显,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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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平均值和几何平均值都大于标准差(除桥子东沟的

几何平均值外),离散系数都小于100%;尽管分布总

体上仍呈左偏态、偏向数值较小的一侧,但偏度明显

减弱。

表4 4条小流域年输沙模数剔除异常值的统计特征值

特征参数

剔除异常值的特征值

剔除全部异常值

呂二沟 罗玉沟 桥子东沟 桥子西沟

剔除极端异常值

呂二沟 罗玉沟 桥子东沟 桥子西沟

盒须图下四分位数和上四分位数之间
观测数据的特征值

呂二沟 罗玉沟 桥子东沟 桥子西沟

数据个数 49 32 — 26 50 33 24 28 25 16 14 14
算术平均值 2441.675 2993.965 — 2416.140 2756.041 3366.572 173.534 3200.344 1392.320 1925.131 180.622 2216.471
几何平均值 861.881 1300.847 — 1028.603 916.053 1401.702 #NUM! 1235.536 1069.118 1669.105 122.043 1774.497
中 值 1195 1496 — 1132.65 1241 1506 56.985 1519 1287 1659 145.6 1824.5
极大值 11220 11410 — 12080 18160 15290 997.8 13790 4627 4507 595.6 4683
极小值 14.15 79.75 — 37.61 14.15 79.75 0 37.61 240 686.5 22.06 642
极 差 11205.85 11330.25 — 12042.39 18145.85 15210.25 997.8 13752.39 4387 3820.5 573.54 4041
标准差 3147.100 3479.847 — 2825.089 3826.673 4038.875 248.724 3961.349 1003.715 1066.974 158.816 1441.449
离散系数/% 128.89 116.23 — 116.93 138.84 119.97 143.33 123.78 72.09 55.42 87.93 65.03
偏度系数 1.5845 1.3184 — 1.8491 2.0786 1.4584 2.0685 1.6739 1.4532 0.9493 1.4128 0.5005

  注:因桥子东沟小流域观测值只有极端异常值,就只计算“剔除极端异常值”的特征值,而不再重复计算“剔除全部异常值”的特征值。

3 讨论与结论

(1)各种方法均有一定的适用性和明显的局限

性。各种方法在描述多年输沙模数特征上各有优点、
也各有不足,在表征其集中性、分散性、异常数据、总
体状况、一般水平及其分布状态等方面的适用性存在

明显差异。统计学上的集中性特征值,难以客观反映

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总体上的一般水平;观测期限越

短,特征值越难以反映集中性。剔除的极值越多(包
括极大值和极小值),集中性特征值越趋向小流域多

年输沙模数的一般水平。观测期越长,极端值(尤其

是个别极大值)对多年输沙模数集中性特征值的影响

程度越小。侵蚀强度分级年数频率分析,既不剔除任

何一个极大值和极小值,又采用不同间距划分所有观

测数据,可反映多年输沙模数强度等级的分布情况。
该方法可在同一量纲的前提下,反映观测期内各量级

输沙模数出现的频率,为在总体上判断小流域输沙状

态及沟道拦沙措施设计提供参考。盒须图既可反映

全部数据的集中程度和分散情况,又可显示异常数据

的数值及个数,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多年输沙模数的总

体状况、一般水平及其集中程度、分散情况。
(2)为全面描述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可扬长避

短,选用多种方法配合使用。对长历时的多年观测数

据,既不可不加思索地忽视其中的异常值,又不能不

加分析地把异常值直接用于统计分析,因为忽视异常

值的存在十分危险,而异常值对统计结果有严重的影

响。如何既能够利用所有观测数据、又能够多维度描

述多年输沙模数的特征? 从上述比较分析可知,多种

方法的配合使用或是一种较好的、折中的途径;或者,
基于数据分布分析,扬长避短地选择使用某种方法。
若要采用算术平均值描述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的一

般水平,其观测年份应更长,或许至少应大于30甚至

60a,且越长越好[12]。同时,应说明一般水平发生的

概率、历史数据的分散状况(如极大值、极小值、标准

差)[13]。如:若观测历时为100年,就算是本研究的最

大观测值24438t/km2,其贡献仅为24438/100=
244.38,就不会严重影响算术平均值。当观测历时较

长时,在分析统计特征值时,可同时分析多年输沙模

数对应侵蚀强度分级的年份数量频率,以表征小流域

的平均侵蚀强度。在盒须图分析数据分散情况的基

础上,使用统计学特征值进一步分析集中性,可更加

全面地描述多年输沙模数的总体特征。
(3)盒须图在显示小流域多年输沙模数上具有

较好的客观性和适用性。盒须图没有对观测数据做

任何的限制,图中的上边缘、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下
四分位数、下边缘以及温和异常值、极端异常值等,显
示了多年数据的位置、集中性、分散性、极端情况等总

体状态及其关键信息,真实直观地表现了数据分布的

本来面貌。
上述观点不仅对分析小流域输沙模数多年观测

数据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可供分析水土流失防治中其

他常用数据时借鉴。如多年土壤侵蚀模数、土壤侵蚀

强度、径流模数和径流含沙量,对以小流域为单元实

施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分类施策,为建设

高质量的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提供良好的信息产生

积极作用[14]。
(下转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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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U-Net的高分影像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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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水利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河南 郑州450003)

摘 要:[目的]介绍一种基于U-Net的高分影像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检测方法,为该模型在遥感影像变

化检测方面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U型神经网络对河南省禹州市两期高分一号影像和 WHU
buildingdataset建筑物变化检测数据集中的变化图斑进行自动检测试验,并与FCN和SegNet两种模型进

行比较。[结果]在两个数据集的验证样本中,U型神经网络模型的F1 值分别为0.699,0.66和0.673,均优

于其他两种模型,并且漏检率较低,更加接近变化参考图。[结论]采用U型神经网络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检测是可行的,且能有较高的检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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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NetBasedLandUse/CoverChangeDetection
MethodwithHighResolution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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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U-Netbasedlanduse/coverchangedetectionmethodwithhighresolutionimage
wasintroducedto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fortheapplicationofthemodelinremotesensingimagechange
detection.[Methods]TheU-typeneuralnetworkwasusedtodetectthechangespotsinGaofen-1imageof
YuzhouCity,He’nanProvinceandWHUbuildingdata,andcomparedwithFCNandSegNet.[Results]

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edthattheF1scoreofU-typeneuralnetworkmodelwere0.699,0.66and
0.673respectively,whichwerebetterthantheothertwomethods,andthemissingratewaslower,which
wasclosertothechangereferencediagram.[Conclusion]ItisfeasibletouseU-typeneuralnetworkfor
changedetectioninhigh-resolutionremotesensingimages,anditcouldhavehighdetectionaccuracy.
Keywords:changedetection;highresolutionremotesensing;U-typeneuralnetwork;deeplearning

  随着QuickBird,IKONOS、国产资源三号、高分

一号等一系列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卫星成功发射,使得

地物之间的特征分布和空间关联清晰呈现,通过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对地表覆盖变化检测成为一种高效、准
确的技术手段[1]。遥感影像的变化检测是通过对同

一地理区域在不同时期内获取的两幅(或多幅)影像,



结合相关地理数据和遥感成像机理,来确定该区域的

地物是否发生变化[2]。针对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技术,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大量算法,如代数法[3]、时间序列

分析法[4]、面向对象法[5-6]等。虽然这些模型在土地

覆盖/土地利用监测[7-9]、城市扩展[10]、生态系统监

测[11-14]、灾害监测等[15]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

随着土地变化速度的加剧,环境复杂性的加深以及遥

感数据多样性的增加,传统的模型已经不能很好适应

变化检测的需求[16]。
近年来,深度学习以强大的特征提取能力在图像

分类、语义分割以及目标检测等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2015年,Long等[17]提出了全卷积神经网络

(fullyconvolutionalnetworks,FCN),与传统的卷

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CNN)
相比,FCN在经过多层的卷积和池化操作之后,不
再使用全连接层构造特征向量来对图像进行预测,而
是利用反卷积操作将特征图进行上采样,使得输出的

图像与输入图像具有相同的分辨率,从而对图像实现

了像素级别的语义分割。虽然FCN网络中使用了短

链接的多特征融合,但是在对各个像素进行预测时,
没有充分考虑像素之间的空间一致性以及图像全局

的上下文信息,因而导致最终得到的预测结果边缘部

分模糊,分割精度不足。后续出现的 U型神经网络

(U-typeneuralnetwork,U-Net)是在FCN的基础

上进行改良的,与FCN中使用的短连接相比,U-Net
在解码端采用跳跃连接方式将低维与高维的特征进

行融合,从而改善了边缘细节模糊的问题[18],并且在

医学影像分割领域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然而很少

用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变化检测研究。因此,本文尝

试采用 U-Net模型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变化

检测。

1 试验方法与数据

1.1 U型神经网络

U-Net[18]是在2015年的ISBIChallenge竞赛中

由Ronneberge等人提出的一种分割网络,是一种对

称的U型结构,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网络左侧的

收缩路径是由4个卷积层组成的编码端,每个卷积层

都是由2个3×3大小的卷积核堆叠而成,相邻卷积

层每次经过大小为2×2的最大池化操作对特征图进

行下采样。收缩路径的主要作用是将输入的影像经

过多次的卷积及池化操作,提取图像的特征,最终形

成高维特征图。右端的扩张路径是由4个上采样层

组成的解码结构,上采样过程采用反卷积的方式进

行,可以避免特征在传递过程中产生特征丢失的问

题。跳跃连接将深层和浅层特征图在波段维度上进

行融合,保留了更多的维度位置信息,从而改善了图

像边缘细节模糊的问题。

图1 U-Net网络结构示意图

1.2 试验数据

为了验证基于U-Net模型在高分遥感影像变化

检测中的可行性,本研究拟采用两种数据集进行分析

验证。
数据集1为2016和2017年两期的河南省禹州

市高分一号遥感影像,变化类型主要是土地利用/覆

盖的变化,空间分辨率为2m(图2)。数据集2是一

包含大场景、高分辨率的遥感建筑物数据库(WHU
buildingdatasets),本文试验采用的是建筑物的变化

检测数据集,数据影像为新西兰Christchurch市,地
面分辨率为0.075m,是由武汉大学的季顺平教授团

队[19]在ArcGIS软件中采用全人工方式前后进行了

3次的检查与修订,提供了高质量的高分遥感影像变

化检测数据集(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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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GF-1号遥感影像

图3 Christchurch市航空建筑物数据遥感影像

1.3 试验环境与模型参数设置

本文 的 试 验 环 境 为i7-8700处 理 器,NVIDIA
GeForceGTX1080显卡,16G内存,GPU加速库采

用CUDA-9.2。深度学习框架为PyTorch。由于计算

机GPU硬件的限制,并不能直接将影像输入网络中训

练,需要对预处理后的遥感影像进行分割,将前后两期

影像样本以及变化参考图采用大小为960×960的滑

动窗口进行同步分割,以确保影像样本和变化参考图

能够一一对应。在训练 U-Net模型前首先需要对参

数进 行 设 置,参 数 优 化 器 为 Adma函 数,学 习 率

(Learningrate)用来调整模型的学习进度,初始学习

率为1.00×10-4;学习率变化指数(gamma)用来调整

学习率的变化速率,本文试验将gamma设置为0.1;
当验证集的损失值不再继续降低时,对学习率进行衰

减,衰减后的学习率等于初始学习率与学习率变化指

数的乘积。模型训练的损失函数采用交叉熵损失函

数(categoricalcrossentropy),由于发生变化样本数

量与未变化的样本数量不平衡,Maxwell等人[20]研

究表明,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语义分割模型对正

负样本的平衡度比较敏感,故需要对其进行加权处

理。通过对变化像元和未变化像元的个数进行统计,
将其权重设置为1∶9对正负样本进行平衡。

1.4 模型训练与测试

为了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采用垂直和水平翻转

等数据增强的方式对训练样本进行90°,180°,270°旋
转。在U型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端,将两期三通道

的遥感影像叠加形成一幅六通道的遥感影像进行输

入,影像在经过网络左侧的收缩路径进行多次的卷

积、池化等操作对特征进行提取。为准确的预测每一

像素是否发生变化,需要将特征图恢复到输入时图像

的大小,因此,在网络的右侧扩张路径通过反卷积操

作对特征图进行上采样,并采用softmax分类器对特

征图进行预测,最终得到一幅包含变化和未变化的二

分类变化检测图。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分析U-Net模型在高分遥感影像变化检测

中的有效性,同时使用FCN[17]和SegNet[21]两种模型

对两期影像进行变化检测试验并进行对比验证。
通过与变化参考图对比统计分析,获取3种变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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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试验结果的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
漏检率(omission)、F1 值(F1-score)等定量的评价指

标[22]。其中准确率、召回率、F1 值越高,说明检测的

效果越好;漏检率越低,则说明检测的效果越好。
定量分析3种模型在禹州市两个植被变化检测

验证区域的试验效果。在验证区域1(图4)中,U-Net
模型与SegNet和FCN相比在准确率、召回率和F1

值均优于其他两种模型,其中准确率、召回率和F1 值

分别高出5.4%和4.1%,3.6%和13.4%,4.5%和

9%。漏检率低出分别低出3.6%和13.4%。在验证

区域2(图5)中,U-Net模型与SegNet和FCN两种

模型相比,在准确率、召回率以及F1 值均高于其他两

种模型,其中F1 值分别高出10.6%和4.3%,漏检率

低于其他两种模型(表1)。以3种模型所检测出来的

变化图斑为例(详见图4实线框范围),SegNet模型

试验结果图斑存在边缘细节模糊的问题,FCN模型

试验结 果 图 斑 具 有 明 显 的 拼 接 痕 迹,相 对 来 说,

U-Net模型检测出来的变化图斑与变化参考图较为

接近;然而3种模型都未能将道路检测出来(见图4
虚线框范围)。在验证区域2中,3种模型都存在错

检的情况(图5),相比之下,SegNet模型与FCN模型

都存在较大面积的错检,U-Net模型的错检面积较

小,得到的变化检测图也与变化参考图更加接近。
在Christchurch市的建筑物变化检测试验中,

FCN和SegNet两种模型依旧存在上述描述的缺点,

U-Net模型检测出来的建筑物的边缘轮廓较为清晰

并且和变化参考图更加接近(图6),并且U-Net模型

在各项精度指标上均优于其他两种模型(详见表2),
这里不再做过多的赘述。

总体而言,U-Net模型检测的变化图斑轮廓信息

较为完整,漏检图斑和错检图斑较少,与变化参考图

更加接近。U-Net模型之所以优于其他两种模型,主
要原因有以下两点:①FCN模型在上采样过程中,直
接对尺寸小的特征图进行反卷积操作扩大尺寸,而

U-Net模型则是对特征图进行多组卷积操作,一方面

可以将不同层次的特征图进行更好地融合,另一方面

也加深了模型的深度,使得模型可以学习到深层复杂

的特征;②U-Net模型采用跳跃连接的方式将浅层

特征和深层特征在波段维度上进行拼接,保证最终的

特征图尽可能多的包含原始输入影像各个尺度的特

征。因此,U-Net模型在变化检测试验中的检测精度

优于其他两种模型。

图4 禹州市验证区域1的变化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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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禹州市验证区域2的变化检测结果

图6 Christchurch市验证区域1的变化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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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禹州市验证区域变化检测结果对比

项目 评价模型 准确率 召回率 漏检率 F1 值

SegNet 0.639 0.670 0.330 0.654
验证区域1 FCN 0.652 0.572 0.428 0.609

U-Net 0.693 0.706 0.294 0.699

SegNet 0.478 0.659 0.341 0.554
验证区域2 FCN 0.572 0.664 0.336 0.617

U-Net 0.610 0.719 0.281 0.660

表2 Christchurch市区域1的变化检测结果精度对比

评价模型 准确率 召回率 漏检率 F1 值

SegNet 0.409 0.653 0.343 0.499
FCN 0.362 0.597 0.402 0.451
U-Net 0.603 0.678 0.321 0.639

3 结 论

本文将U-Net模型应用到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变

化检测,实现了对两期影像变化区域的自动提取。试

验结果表明,基于 U-Net模型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的变化检测结果在漏检率、F1 值等定量评价指标上

具有较好表现。但是,仅考虑像元辐射信息和相邻像

元空间纹理等特征来判断是否发生变化是不全面的,
变化检测结果会受到季节、光照等因素影响。因此,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变化检测研究中,如何利用深度学

习模型提取有效的地物特征、减少伪变化并提高变化

检测的精度,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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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瑞1,张 富1,周 波2,吕彦勋1,王玲莉1,赵秀兰1

(1.甘肃农业大学 林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2.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甘肃 兰州730030)

摘 要:[目的]运用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模型,确定淤地坝工程发生溃决可能性的大小,为淤地

坝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方法]通过调研和对溃坝风险问题的梳理,形成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评

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甘肃省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模型。[结果]该

模型包含水文风险(B1)、运行风险(B2)、管理风险(B3)、工程风险(B4)4个风险类型模块(权重分别为

0.12,0.13,0.12,0.63)及其下的16个具体评价指标;水面/泥面距拦泥坝高的距离(D1)、剩余淤积库容

(D4)、有无3个管理负责人(D7)、坝体变形(D12)分别是4个风险类型模块的最大权重评价指标;对各指

标的评分标准作了规定,依据综合风险得分将输出的风险等级和预警等级各划分为3级。[结论]淤地坝

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模型由输入、分析和输出3个模块组成,层次清晰,架构明确。评估模型的构建可

对汛期淤地坝工程风险的评价提供实时预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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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AssessmentModelforDamBreakinGansuProvince

MaRui1,ZhangFu1,ZhouBo2,LüYanxun1,WangLingli1,ZhaoXiulan1

(1.CollegeofForestry,GansuAgricultural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China;

2.GansuWaterConservancyResearchInstitute,Lanzhou,Gansu730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Byconstructingriskassessmentmodelfordambreakinfloodcontrol,thepossibility
ofdambreakwasdeterminedtoprovidetechnicalsupportforcheckdamoperationandmanagement.[Methods]

Theriskassessmentindexsystemofcheckdamengineeringwasestablishedthroughinvestigationand
analysisofdambreakriskproblems.Theweightsofindexesweredeterminedbyanalytichierarchyprocess
andtheriskassessmentmodelofdambreakinGansuProvincewasconstructed.[Results]Themodel
includeshydrologicalriskindexes(B1),operationriskindexes(B2),managementriskindexes(B3),and
engineeringriskindexes(B4),atotaloffourrisktypesmodules(withweightsof0.12,0.13,0.12,0.63,

respectively)and16specificevaluationindexes.Distancebetweenwatersurface/mudsurfaceandtheheight
ofdam(D1),theavailablesiltingtankvolume(D4),thepresenceorabsenceofthreemanagementdirectors
(D7),andthedamdeformation(D12)arethemaximumweightindexesofthefourriskindexmodules.The
scoringstandardofeachindexwasstipulatedinthestudy,andtheoutputrisklevelaswellasearlywarning
levelweredividedinto3levelsaccordingtothecomprehensiveriskscore.[Conclusion]Theriskassessment
modelofcheckdamiscomposedofthreemodules:input,analysis,andoutput,whichhasclearhierarchy
andstructure.Theconstructionoftheassessmentmodelcanprovidereal-timewarningdataforriskassessment
ofcheckdambeforerainfallevents.
Keywords:checkdam;dambreakrisk;Indexsystem;Assessmentmodel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区控制沟道侵蚀

的一项重要工程措施[1],具有拦泥保土、淤地造田、防
洪减灾、以坝代路、解决干旱缺水、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多种作用[2-3]。淤地坝的安

全运用对于滞洪排清、淤地造田、减轻汛期山洪灾害

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没有风险评价数

据的支撑,各地在淤地坝功能的全方位发挥以及提质

增效措施的实施上遇到了难题,尤其是在用水问题

上,出现了生产缺水和有水不敢蓄、有水不敢用的矛

盾,同时在淤地坝防洪功能的发挥及风险规避上也缺

少管理依据,因此,很有必要开展淤地坝风险诊断与

评价研究,以判断淤地坝工程发生溃决可能性的大

小,为淤地坝运用、风险管控及其水土资源利用提供

技术支撑。淤地坝风险评价是通过分析溃坝原因,筛
选出淤地坝防洪溃坝风险影响因子,如淤积库容、滞
洪库容、坝体稳定性等,借助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子

权重,从而构建评价模型对淤地坝的溃坝风险进行综

合评价和诊断的技术方法[4-9]。从发表文献来看,已
有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因流域差异而不尽相同,如
王丹等[4]对西吉县车路沟流域坝系溃坝风险的评价

采用的一级指标有工程风险、管理风险、经济风险和

结构风险,而杭朋磊[5]对韭园沟流域坝系溃坝风险评

价采用的一级指标则减去了结构风险,增加了环境风

险。目前,以王茂沟流域淤地坝坝系为对象开展风险

诊断和安全运行的研究最多,但因关注点的不同,各
自建立的指标体系差异也很大,如杨瑞等[6]和袁水龙

等[7]建立了漫顶溃坝、渗流破坏、失稳溃决、结构破

坏、管理因素共5个一级指标和滞洪洪水、剩余库容

等14个二级指标来分析坝系的安全运行情况;钟少

华[8]建立了坝体病险、放水建筑物病险、溢洪道病险、
剩余库容共4个一级指标和裂缝、滑坡坍塌等11个

二级指标来分析坝系的防洪溃坝风险;段茂志[9]则建

立了水文风险、工程风险2个一级指标和基础防渗质

量、坝坡稳定等9个二级指标来评价临发暴雨过程中

的防洪溃坝风险指数。本研究通过对甘肃省淤地坝

风险状况调研,基于工程设计及现状分析对淤地坝工

程防洪溃坝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构建了以水文风险、运行风险、管理风险和工程风险4
个模块组成,包含16个具体评价指标的淤地坝工程防

洪溃坝风险评价模型,以期通过模型的应用为甘肃省

淤地坝运用管理、安全行洪、蓄水利用、坝控区生态环

境建设与发展等提供风险评价和风险防控基础数据。

1 淤地坝工程风险因素调查与指标体
系构建

  淤地坝工程风险影响因素调查通过现场调研、专

家座谈及资料查阅等方式进行。于2020年7月下旬

至8月上旬,共计现场调研了甘肃省庆阳、平凉、天
水、白银、定西、临夏和兰州市共7个市州的9座淤地

坝工程的风险问题。通过座谈对各市州淤地坝运行

管理、除险加固、蓄水利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询问和

探讨。截至2020年12月底共收回“××市(州)××
县(区)淤地坝风险评价数据库”表格926份。对调研

数据进行梳理后构建了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指

标体系。

1.1 工程水文风险

经分析探讨,将工程水文风险指标确定为泥面/
水面到拦泥坝高的距离(Δh)和有无溢洪道2个

指标。

1.1.1 滞洪库容与工程水文风险 实际滞洪库容是

淤地坝抵抗洪水风险能力的关键,与坝库淤泥、蓄水

状况有直接关系,存在两种情景。①情景1:汛前不

蓄水。此时,当泥面在拦泥坝高以下,则实际滞洪库

容=设计滞洪库容+剩余淤积库容;而当泥面在拦泥

坝高以上,则实际滞洪库容=设计滞洪库容—超出的

淤积库容,即淤泥挤占了滞洪库容(防汛库容),构成

水文风险,高出越多,风险就越大。②情景2:汛前蓄

水。适用于存在死库容的淤地坝以及人工蓄水的淤

地坝。汛前,当水位控制在拦泥坝高以下时,相当于

占用了拦泥坝高以下的部分死库容而未挤占滞洪库

容,这时候淤地坝按设计是相对安全的;但如果汛前

水位超过拦泥坝高,则会挤占滞洪库容,此时构成不

安全因素。在情景1,2中,设泥面/水面到拦泥坝高

的距离为Δh,Δh=泥面高/水面高—拦泥坝高,则当

Δh 为正值时,构成工程水文风险。

1.1.2 溢洪道与工程水文风险 有溢洪道对排洪来

说是双保险,可实质性降低溃坝风险;无溢洪道时,溃
坝风险相对增加。

1.2 工程运行风险

工程运行风险确定为剩余淤积库容、剩余淤积

年限和有无防汛道路共3个指标。其中,剩余淤积库

容可用于衡量淤地坝实际能够多承载的洪水的量,是
影响工程运行的主要风险因子。对于淤积库容来说,
一般设计淤积年限为10~20a,但随着坡面治理,
侵蚀模数可能从5000~8000t/(km2·a)下降到

2000~3000t/(km2·a),因此到设计淤积年限不一

定能淤满,但是,即便原来设计20a的淤积库容到了

30a还没淤满,保20a土壤不流失的任务已完成,
后面属于超期服役。就工程设计而言,越接近设计淤

积年限,淤积库容越小,淤地坝运行风险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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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剩余淤积年限也可作为运行风险指标。防汛

道路属淤地坝配套工程,保证了发生暴洪时抢险人员

和设备能够及时到场,没有防汛道路时构成工程运行

风险。

1.3 工程管理风险

工程管理风险指标确定为有无预警系统、有无3
个管理责任人(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管理责任

人)和有无防汛预案共3个指标。汛期,暴雨过后,淤
地坝卧管孔塞应该打开及时放水。如果前一场暴雨

造成水位已经上升,应在第二场暴雨来临之前尽快排

空以腾出滞洪库容。如果不排而挤占滞洪库容,则下

一场暴雨来时,就会形成“人为超标洪水”。因此,在
管理工作中,如果预警系统已经建立,3个管理责任

人配备到位,在汛期暴洪发生后或水位上涨时,能够

及时打开卧管孔塞,正常维护,则淤地坝一般不会出

问题。防汛预案是为了安全度汛,督促检查防汛措施

和实施汛期应急救援工作而制定,缺少防汛预案时,
构成管理风险。

1.4 工程风险

经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探讨,认为段茂志[9]所

建立的工程风险指标对淤地坝的工程风险问题覆盖

全面,层次清晰,用该指标对王茂沟流域临发暴雨中

的溃坝分析结果合理,经评估本研究确定直接采用这

一工程指标模块,不再另行设定。该指标模块分为工

程质量风险、结构安全风险和渗漏安全风险3个一级

指标,其中工程质量包括基础防渗质量、坝体防渗质

量和填筑质量3个具体指标;结构安全包括坝体变形

和坝坡稳定性2个具体指标;渗漏安全包括坝基渗

漏、坝肩渗漏和坝体及防渗体渗漏3个具体指标,具
体指标分析见文献[9]。

综上所述,本研究共建立了由2个水文风险指

标、3个运行风险指标、3个管理风险指标、8个工程

风险指标,共16个指标组成的淤地坝溃坝评价指标

体系。根据16个风险评价指标的层级关系,建立了

由目标层(A)、中间层(B 和C)和指标层(D)组成的

层次结构指标体系(图1)。

图1 淤地坝工程溃坝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2 指标权重确定

淤地坝工程16个溃坝风险评价指标对淤地坝

溃坝的贡献率,即权重采取专家打分及评议的方法确

定。层次分析法是结合专家经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数学工具,可将复杂的决策问题作为一个

系统分解成目标、准则、指标等递进的层次结构,通过

专家评分对各项目进行两两矩阵判断及一致性检验,
由数学方法算出各项目对于总目标的指标权重[4-9]。
依据淤地坝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分

矩阵,邀请各市州共计30位淤地坝专家根据经验对

每一层次指标相对于它所属上一级指标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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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两两比较,然后根据重要性等级及评分标准

(表1)进行打分。对评分进行数据处理,对判断矩阵

进行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和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

验,以确定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定量传递。淤地坝

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指标层次总排序计算结果详

见表2。

表1 评价系统重要性等级及参考评分标准

指标对比 同等重要 稍微重要 明显重要 强烈重要 绝对重要 介于两者中间

标度 1 3 5 7 9 2,4,6,8

表2 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指标层次总排序计算结果

A 层
B层

指标 权重

C层

指标 权重

D层

指 标  权重

淤
地
坝
工
程
防
洪
溃
坝
风
险
A

水文风险B1 0.12 — — 水面/泥面到拦泥坝高的距离D1 0.09
有无溢洪道D2 0.03

剩余淤积年限D3 0.01
运行风险B2 0.13 — — 剩余淤积库容D4 0.08

有无防汛道路D5 0.04

有无预警系统D6 0.01
管理风险B3 0.12 — — 有无三个管理责任人D7 0.07

有无防汛预案D8 0.04

工程风险B4 0.63

基础防渗质量D9 0.03
工程质量C1 0.21 坝体防渗质量D10 0.09

填筑质量D11 0.09

结构安全C2 0.21
坝体变形D12 0.14
坝坡稳定D13 0.07

坝基渗漏D14 0.03
渗流安全C3 0.21 坝肩渗漏D15 0.09

坝体及防渗体渗漏D16 0.09

  注:水文风险、运行风险、管理风险无C 层指标。

3 模型架构

(1)输入模块。在输入模块中输入提前运算得

到的16个风险指标得分值xi 或直接输入基础数据。
当选择输入基础数据时,系统需要通过简单运算得到

风险指标得分值xi,此时在输入时需输入相应参数并

定义运算法则。
(2)分析模块。以D 层各风险指标权重ki 为系

数,以各指标得分值xi 为未知数,以淤地坝防洪溃坝

风险运算值y 为模型输出项,构建分析模块为:

y=∑
16

i=1
kixi

式中:y 表示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运算值;xi

为风险指标Di 的得分;ki 为xi 的系数,i=1,2,3,
…,16。

(3)输出模块。输出模块的功能是根据淤地坝

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运算值y 的大小确定淤地坝防洪

溃坝风险等级,并根据风险等级发出相应等级的预

警。风险等级3为低风险,2为中风险,1为高风险。

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等级划分及预警等级详见

表3。

表3 淤地坝工程溃坝风险及预警等级划分

淤地坝防洪溃坝风险得分 风险等级 预警等级

1~3 3 Ⅲ
3~6 2 Ⅱ
6~9 1 Ⅰ

对输入模块、分析模块和输出模块进行集成,完
成模型的构建,建成的模型架构详见表4。

4 淤地坝工程汛期风险指标评分方法

淤地坝工程汛期风险指标Di 的得分,即xi 值是

对每个具体参评的淤地坝的工程现状以分值的形式

给出的评价,通常采取专家打分法确定。本研究中16
个防洪溃坝风险指标的评分标准详见表5,每个指标

风险分的取值范围均为1~9。其中,对水面/泥面到

拦泥坝高的距离Δh 评分时,需分两种情况作出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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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Δh 为负值时,也就是说蓄水/淤泥不会影响到滞洪

库容时,评分直接记作0,而当Δh 为正值时,评分则

由Δh/(坝高—拦泥高度)的比值确定;剩余淤积年限

由评价年份、建坝年份和设计淤积年限计算所得,即
剩余淤积年限=评价年份-(建坝年份+设计淤积年

限);剩余淤积库容的评分由剩余淤积库容/设计淤积

库容的比值确定;其余指标根据危险级别给出评分。
需特别说明的是,溢洪道、防汛道路、预警系统、3个管

理责任人的评分需要先确定有或无,有则记作0分,
无则按表5评分。

表4 淤地坝防洪溃坝工程风险评价模型架构

风险类型

A 层 B 层 C 层

风险指标

D 层

输入

指标值或危险级别

分析

系数ki 指标得分xi 风险评分y

输出

风险等级 预警等级

淤
地
坝
工
程
防
洪
溃
坝
风
险

水面/泥面到拦泥坝高的距离/m
0.09

水文风险 滞洪坝高+安全超高

有无溢洪道(有/无) 0.03

建坝年份

设计淤积年限/a 0.01

运行风险
剩余淤积年限/a
剩余淤积库容/104m3

0.08
设计淤积库容/104m3

有无防汛道路(有/无) 0.04

有无预警系统(有/无) 0.01
管理风险 有无3个管理责任人(有/无) 0.07

有无防汛预案(有/无) 0.04

基础防渗质量 0.03
工程质量 坝体防渗质量 0.09

填筑质量 0.09

工程风险 结构安全
坝体变形 0.14
坝坡稳定 0.07

坝基渗漏 0.02
渗流安全 坝肩渗漏 0.09

坝体及防渗体渗漏 0.09

  注:表中“指标值或危险级别”为录入信息;“指标得分xi”是对“指标值或危险级别”的评分;“风险评分y”“风险等级”和“预警等级”由分析模

块运算得到。

表5 防洪溃坝风险指标的评分标准

Δh/(滞洪坝高+
安全超高)

剩余淤积
年限/a

剩余淤积库容/
设计淤积库容

危险级别 风险分

<1/9 ≥8 <1/9 基本安全  1
1/9~2/9 7 1/9~2/9 相邻级别之间 2
2/9~3/9 6 2/9~3/9 轻度危险  3
3/9~4/9 5 3/9~4/9 相邻级别之间 4
4/9~5/9 4 4/9~5/9 中度危险  5
5/9~6/9 3 5/9~6/9 相邻级别之间 6
6/9~7/9 2 6/9~7/9 重度危险  7
7/9~8/9 1 7/9~8/9 相邻级别之间 8
8/9~1 ≤0 8/9~1 极端危险  9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 论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区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重

要工程措施,对其运用过程中的溃坝风险的识别和研

究极为重要。本研究所构建的淤地坝防洪溃坝风险

评价模型由风险指标体系构建、运算法则、风险指标

赋值三部分组成。其中,模型中风险指标的选择和权

重的确定是决定淤地坝风险评价结果可靠性的关键。
本研究采用调研、专家打分、层次分析、评议等方法建

立了甘肃省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并确定了指标权重。16项风险评价指标中,即有定量

指标,也有依据危险级别判断结果进行量化的定性指

标,如基础防渗质量、坝体防渗质量、填筑质量等。指

标体系包含4个一级指标,这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对

水文、运行、管理和工程质量的风险评价,涉及的风险

类型全面,能够综合反映淤地坝工程的防洪溃坝

风险。
本模型既是对防洪溃坝风险的评价,也是对蓄水

利用安全性的评价。因此,所采取的水文风险指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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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茂志提出的临发暴雨中的水文风险指标 [9]不同,
本研究中的泥面/水面到坝顶的距离是对汛前状态的

衡量,为静态指标,其实质是通过对滞洪库容的影响

来反映当发生降雨事件时坝库的蓄水及泄洪能力。
几乎在所有关于淤地坝风险评价的文献中,工程风险

都是占比最高的风险类别[4-9],也就是说使淤地坝发

生溃坝的最大风险因素是坝体自身的不稳固。然而,
尽管各地正常运行的淤地坝都是通过验收交付使用

的质量合格的坝,但在运行过程中受水力侵蚀、鼠洞、
蚁穴、不均衡碾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出现侵

蚀沟、洞穴、裂缝等过水通道以及严重影响坝体安全

的变形问题[7,9],而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补救则与管

理有关[10-13],因此,加强管理意识、增加管护经费、提
高坝体安全是淤地坝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

5.2 结 论

研究通过现场调研、专家打分、层次分析、专家评

议等多种形式对甘肃省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指

标和指标权重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甘肃省淤地坝工程

防洪溃坝风险评价模型。该模型由水文风险(B1)、运
行风险(B2)、管理风险(B3)、工程风险(B4)共4个风

险类型模块(权重分别为0.12,0.13,0.12,0.63)组成,
各模块又分别包括2,3,3,8共16个具体评价指标;
水面/泥面到拦泥坝高的距离(D1)、剩余淤积库容

(D4)、有无3个管理负责人(D7)、坝体变形(D12)分
别是4个风险类型模块的最大权重评价指标,分别占

各自模块权重的69.23%,61.53%,53.85%,0.22%,
合计占16个指标总权重的38.00%。权重在0.09以

上的指标共计6个,对淤地坝工程防洪溃坝风险起主

要把控作用。本研究对各指标的评分标准作了规定,
依据综合风险得分将输出的风险等级和预警等级划

分为3级。模型由输入、分析和输出3个模块组成,
层次清晰,架构明确,模型的构建可为汛前淤地坝工

程风险的评价提供实时预警数据,使淤地坝兴农、防
洪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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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构建模式

朱 芷1,周 波1,2,张 富1,李泽霞3

(1.甘肃农业大学 林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2.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甘肃 兰州730030;3.甘肃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730020)

摘 要:[目的]探讨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构建模式,为该区淤地坝系建设和利用提供科学

支撑。[方法]利用文献研究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模式与条件,开展实例调查并分析黄土丘陵沟壑区淤地坝

建设现状、运行及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果]甘肃省已初步形成坝系建设管理体系。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病险隐患、坝地盐碱化治理不到位、水土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以黄土丘陵区榆林沟淤地坝系为例,提
出了应构建优势农业主导模式的田园综合体以及围绕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营造淤地坝系田园综

合体的建设思路。[结论]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是对田园综合体发展与淤地坝系利用形式的探索与创

新,有利于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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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ModeofPastoralComplexatCheckDam
SysteminLoessHillyRegion

ZhuZhi1,ZhouBo1,2,ZhangFu1,LiZexi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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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onstructionmodelofthepastoralcomplexatcheckdamsystemintheloesshilly
area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supportfortheconstructionandutilizationofthesiltdam
systeminthisarea.[Methods]Theconstructionmodeandconditionsofpastoralcomplexwerestudied
throughliteraturereview,andthecurrentsituation,operationandutilizationproblemsofcheckdamsin
loesshillyregionwereinvestigated.[Results]Themanagementandconstructingsystemofcheckdam
systemhasbeenformedinitiallyinGansuProvince.Intheprocessofoperation,therewereproblemssuchas
hiddendangerofdamfailure,inadequatetreatmentofsalinizationsoil,andinsufficientutilizationofwater
andsoil.TakingYulingoucheckdamsystemasanexample,thisstudyproposedsuggestionsofconstructing
thepastoralcomplexofdominantagriculturalmodeandbuildingcheckdampastoralcomplexwiththe
considerationofmodernagriculture,leisuretourism,pastoralcommunity.[Conclusion]Theconstructionof
thecheckdamsystempastoralecomplexisanexplorationandinnovation,itplaysanimportantrolein
strengtheningtheecologicalprotectionoftheYellowRiverbasin,promot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
acceleratingthestrategyof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loesshillyregion;checkdamsystem;pastoralecomplex;constructionmode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水平高速发展,农村、农
业和农民的发展进入创新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农业

现代化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党中

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
建田园特色经济体系[1],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意见》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启动实施,脱贫

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

过渡,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启动”[2]。田园综合体是田

园特色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有效载体,同时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的

模式[3]。田园综合体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农
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4]。目前中国已在河北、
山西、甘肃等18个省份开始了田园综合体试点工作,
且均已显现出较为突出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多个学

者对田园综合体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当前

CNKI关于田园综合体的学术期刊论文有1292篇、
学位论文有271篇,按建设主导因子从宏观上总结出

优势农业主导、文化创意带动、自然资源引领、市场需

求引导4大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6]。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的工程措施

之一,主要功能有拦泥保土、淤地造田、促进水土资源

利用、促进退耕还林还草、以坝代路等。近年来,黄土

高原淤地坝研究方向的论文数量有所减少[7],但研究

范围在扩大,并开始注重淤地坝开发利用与运行维护

等方面的研究。史红艳等人[8,9,10]研究表明,当前淤

地坝运行利用过程主要面临部分淤地坝存在病险隐

患、水土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因此,如何在解决淤

地坝病险隐患与保障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开展淤地坝

系田园综合体建设也是提高淤地坝系利用效率的新

机遇。本研究以甘肃省庄浪县榆林沟坝系为研究对

象,将淤地坝系与田园综合体建设相结合,挖掘特色

优势,提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探索一条

淤地坝系高效建设和利用的发展之路,以期为黄土丘

陵区淤地坝系建设和利用提供支撑。

1 黄土丘陵区淤地坝建设与利用现状

1.1 淤地坝系建设现状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为拦截泥沙、保
持水土、淤地造田、增产粮食、改善交通条件和生态环

境而实施的一种水土保持措施[11]。黄土丘陵区面积

为2.12×105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56.79%,是
黄土高原地区面积最大、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貌区,
涉及陕西、山西、甘肃等7省(区)。截止2019年11

月统计,陕西、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河南、青海等

省区分别修建淤地坝34087,18161,2277,1600,

1102,875,674座[12],已淤满数量分别为25009,

14199,456,438,335,364,206座,已淤满淤地坝主

要集中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占已淤满淤地坝总数的

93%[13]。2000年以后淤地坝建设以坝系建设为主,

2019年底,甘肃已建成骨干坝、中型坝、小型坝分别

为559,451,590座,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淤地坝

系建设管理体系。

1.2 淤地坝运行利用存在的问题

目前,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在运行与利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①黄土高原修建的淤地坝数量大且分布广,由于管护

经费难以落实,管护工作不到位,部分淤地坝出现病

险隐患[14];②淤地坝拦泥形成的坝地缺乏盐碱化治

理,坝地利用率和保收率有待提高;③坝地作物以玉

米为主,作物种类单一,高效利用不足;④围绕乡村

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目标,淤
地坝工程蓄水灌溉、产业开发、生态修复、乡村旅游等

功能拓展不到位,水土资源利用不足[15]。

1.3 建设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必要性

针对以上淤地坝运行利用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实

施“谁建设谁管理”政策,加强淤地坝管护与坝地管

理,也要充分利用淤地坝、尤其是淤地坝系建设中形

成的道路网络、水土资源、生态景观等基础条件,探索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构建模式。通过对田园综合

体的规划建设解决淤地坝系运行利用过程中水土资

源利用不足等问题,从生态、生产、生活多维度来改

善、提升淤地坝系的功能,推动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

高效利用。研究坝系流域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将淤

地坝系与田园综合体联系起来,对于实现淤地坝系的

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优化当地特色产业布局

都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同时,淤地坝系田园综

合体的构建在综合利用农村资源、深度开发农业多功

能性、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构建未来城乡形态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模式

2.1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模式与分类

田园综合体强调以农业为主导、以农民充分参

与和收益为前提,运用“农业集群+休闲产业集群”
实现利益最大化[16]。根据中国田园综合体开发建设

现状,可将田园综合体归纳为4种建设模式:优势农业

主导模式、文化创意带动模式、自然资源引领模式、市
场需求引导模式[17],4种建设模式的特点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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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类型及其特点

建设模式 特 点  项 目  

优势农业主导模式
农业为主导,打造优势农业产业园,发展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带和
重点生产区域,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河北“花乡果巷”
广西“美丽南方”

文化创意带动模式
以文化创意产业带动三产融合发展,着重地方特色文化挖掘和
产业融合。

山东“朱家林”
四川明月国际陶艺村

自然资源引导模式
以优势的自然资源为前提,发展度假旅游、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为核心的田园景观和休闲集聚。 汉中市“魅力龙亭”

市场需求引导模式
以一定区域内消费者群体的实际需求为建设重点,通过满足市
场需求,实现田园综合体的聚集。

无锡“田园东方”
广东“岭南大地”

  注:表中内容引用庞玮、白凯[17]的研究。

2.2 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具有蓄水滞洪、拦泥淤地、
以坝代路,促进退耕还林还草,增加植被覆盖度,提高

水土资源利用率等功能[18],构建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

田园综合体,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1)淤地坝系蓄水滞洪,为农业灌溉、畜禽养殖、

工业用水等提供一定的水资源;拦泥淤地形成水肥气

热耦合性好、高产稳产的坝地,提供农业生产的土地

资源;各个淤地坝连接沟道两岸,以坝代路,为农业生

产、民众出行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时淤地坝系拦

蓄沟道洪水泥沙,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保证植物良

好的生长环境,增加植被覆盖度;这些为淤地坝系田

园综合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水土资源、交通、植被等

基础条件。
(2)黄土丘陵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目前已有坝地

1.46×105hm2,可发展坝地7.00×105~1.40×106hm2,
主要生产马铃薯(Solanumtuberosum)、玉米(Zea
mays)、小杂粮、中草药等农副产品,农业基础雄厚。

(3)黄土丘陵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动植物种类

繁多,历史文化悠久,拥有红色革命根据地等极其丰

富的旅游资源。
(4)2017年6月财政部确定包括甘肃在内的18

个省份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已获得了很多成功

经验。近年来中国围绕乡村振兴,提出一系列关于

“乡村”“农业”“三农”的建设意见,这些都为淤地坝系

田园综合体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撑。

3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探讨:
以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为例

3.1 榆林沟淤地坝系基础条件分析

3.1.1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项目选址 庄浪县水土

保持工作开展较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展了

兴修梯田、流域治理、淤地坝建设等水土保持工作。
截止2019年7月,全 县 累 计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901.6km2,治理程度达79%。庄浪县建成淤地坝63
座,淤地坝建设以坝系为主,建设有榆林沟和庙龙沟

流域2条淤地坝系,目前运行模式为淤地蓄水相结

合。榆林沟“四化”流域(山地梯田化、流域生态化、沟
道坝系化、农业产业化)是水利部坝系建设和开发利

用的亮点工程,且建有4.2km2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榆林沟淤地坝一般由坝体和放水建筑物组成,部
分淤地坝通过除险加固增设了溢洪道,与黄土丘陵区

大部分淤地坝结构一致。因此,选取榆林沟淤地坝系

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1.2 榆林沟淤地坝系建设与土地利用现状 榆林

沟流域位于庄浪县西北部,距县城约5km,总面积

56.33km2,主沟道长12.43km,平均宽69m,平均侵

蚀深47m,一级、二级、三级支沟分别为46,56和13
条,沟壑长度83.52km,沟壑密度1.48km/km2。目

前榆林沟流域共建大型淤地坝5座、中型淤地坝6
座、小型淤地坝4座,其淤地坝系分布如图1所示,工
程概况详见表2。

图1 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分布

榆林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面积为

37.46km2,占总面积的66.5%;林地、草地、水体、建
设用地面积分别为8.53,6.09,0.16和4.09km2,分别

占总面积的15.1%,10.8%,0.3%,7.3%。流域内建

成坝系道路48km,S218省道等5条公路以及各个乡

村道路、田间道路贯穿整个流域,交通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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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榆林沟流域大中型淤地坝系工程概况

坝 名 坝型
控制面积/
km2

总库容/
104m3

淤积库容/
104m3

可淤地面积/
hm2

已淤库容/
104m3

蓄水情况/
104m3

榆林沟1号 大型 4.18 52.60 21.90 3.6 17.80 5.50
榆林沟2号 大型 4.76 52.11 17.87 4 13.00 3.87
榆林沟3号 大型 6.77 70.31 26.04 5.7 17.50 6.04
白家沟 大型 5.14 81.79 38.78 7.5 33.70 3.78
陈山乱庄 大型 6.45 85.18 28.22 6 20.80 7.00
李茂沟 中型 2.25 23.10 10.13 3 8.90 2.00
柳台沟 中型 1.15 10.10 2.30 1.7 0.77 1.60
柳梁沟 中型 2.68 24.86 10.06 3 10.06 0
下杨沟 中型 2.75 25.72 10.62 2.2 8.20 2.20
孙河沟 中型 0.95 9.92 4.22 1 2.80 1.40
石家老湾 中型 2.34 28.3 14.94 2.93 10.50 3.00
合 计 39.42 463.99 185.08 40.63 144.03 36.39

3.1.3 榆林沟资源优势分析 庄浪县梯田产业自20
世纪60年代起发展至今,已打造出独特的庄浪梯田

品牌。1998年,第一次创业建成“中国第一个梯田化

模范县”;新时代以来,开展二次创业成功创出全国优

秀劳务品牌“梯田人”。庄浪梯田是农耕文化与庄浪

精神的完美体现,不同区域梯田景观特色明显,拥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欣赏价值。同时庄浪县拥有马

铃薯、玉米、党参(Codonopsispilosula)、甘草(Gly-
cyrrhiza uralensis)、苹 果 (Malus pumila)、桃

(PrunuspersicaL.)以及铜、铁、锌等丰富的农副产

品资源和矿产资源;戏剧、民俗等民间文艺,草编、剪
纸、毛笔等民间工艺品,“高抬”社火艺术,旧、新石器

时代古文化遗址等一系列丰富的文化资源。
榆林沟流域拥有大面积梯田、坝库蓄水等丰富

的水土资源以及以坝代路、农村道路、S218省道等

便利的交通条件。依托梯田建设了苹果特色产业基

地,拥有丰富的梯田旅游资源、农副产品资源、文化

资源,这些条件为淤地坝田园综合体建设提供一定的

保障。
榆林沟流域辖柳梁、南湖、水洛、卧龙4乡镇。各

业生产总值2.31亿元,第一产业产值0.81亿元,第二

产业产值0.21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29亿元,人均生

产总值16525.7元。三产业的发展为田园综合体建

设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

3.2 榆林沟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

根据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的功能特性,通过对其

基本概况以及自然、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结合田园综

合体发展模式及其主导因子,榆林沟淤地坝系田园综

合体模式构建采用优势农业主导模式(图2),依托于

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发展基础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淤地坝系在小流域防洪、拦
泥、生产、水资源调控利用的优势,打造集现代农业、

文旅休闲、田园社区为一体的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
庄浪县庙龙沟流域淤地坝系,条件与榆林沟类似,也
可参考优势农业主导模式建设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

3.3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思路

(1)以农为本,打造农副产业品牌。庄浪县素有

“瓜果之乡”“小杂粮之乡”的美誉,可在建设淤地坝系

的基础上,按照“打造品牌靠科技,提升经济抓产业,
流域治理出精品”的发展思路,以发展现代化农业为

目标,在淤地坝系流域大力发展庄浪县苹果、小杂粮

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庄浪苹果、小杂粮品牌。
(2)环境为体,营造休闲旅游氛围。“田园综合

体”要集创意农业、休闲旅游、人文景观为一体,是在

本来的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的基础上的深化和升华,
能更好地体现村庄的特色。依托于淤地坝系流域,构
建山水林田路湖体系,充分发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

化资源,结合人文要素营造具有淳朴田园风情和浪漫

生活气息的休闲旅游氛围,通过提高田园综合体模式

下淤地坝系具有的产业价值,更好地带动乡村居民的

生活发展。
(3)社区为要,配套完善旅游服务。根据居民游

客需求,结合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对淤地坝系流域

居民点进行规划设计,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基础,大力

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和环境保护工程,完善基础配套

设施,全面打造富有乡村气息的田园综合体。

3.4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建议

基于榆林沟流域基础条件以及耕地、林地、草地、
水体、建设用地10∶2∶1∶0.04∶1的土地利用现状

结构,结合庄浪县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以及旅

游资源,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围绕现代农业、文
旅休闲、田园社区三方面进行研究,对农民的生产、生
活、生态进行同步改善,促进流域内一、二、三产业综

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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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榆林沟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构建

  (1)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的核心是农业,必须

充分利用天然山水资源和特色农林资源,把农业的功

能作为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关键,在当地找到自然条件

最适宜、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特色产品,进行产业

化种植和经营。项目依托榆林沟坝系流域的良好区

位和农业基地环境,发挥庄浪县本土的农业种植技术

与品牌优势,对榆林沟流域37.46km2 耕地作物种类

进行优化,引导群众大力发展以庄浪紫荆红苹果为主

的经济园、以庄浪脱毒马铃薯为主的农作物园两大主

导产业园建设,围绕榆林沟1号骨干坝、李茂沟中型

坝等10座水源较充足的淤地坝发展梯田灌溉,优先

发展紫荆红苹果,适当发展以荞麦、莜麦、扁豆等为主

的特色优质小杂粮以及大黄、柴胡等中草药,打造当

地农产中高端品牌,增加农业附加值,并辐射带动农

民共同致富。
淤地坝系在工程运行前期可作为水源工程,解决

当地工农业生产用水和发展水产养殖业,可选择流域

内陈山乱庄、榆林沟1号等10座蓄水量大于104m3

的淤地坝库,根据其蓄水、用水状况投放适量适宜生

长的鱼苗,考虑耐寒性较好,以食草为主的鱼种。加

强对养殖区的管理,防止不法分子乱钓鱼甚至电击、
炸鱼;加强病害防治,确保健康养殖,科学养鱼;同时

解决好捕捞问题,捕捞技术和捕捞设施的双重保障,
确保淤地坝成鱼能够及时捕捞上市。

(2)文旅休闲。田园综合体重要的特色之一就

是其能够为人提供城市中体验不到的田园自然景观

以及农事休闲体验乐趣,因此,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

的文旅休闲规划要突出梯田农耕文化、梯田农艺和养

殖等各俱特色的项目。为增加游客体验感,保证农业

生产正常运作,围绕交通条件良好、水土资源优渥的

柳梁中型淤地坝等发展集梯田农艺园、采摘园、坝库

生态园为一体的特色园区,便于游客参与耕作、播种、
采收、捕捞,或是学习果树修剪、嫁接等。根据榆林沟

流域梯田分布现状,选择视野开阔的地点设立梯田观

景台和纪念碑,使农产品升值,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庄浪梯田旅游品牌知名度。

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底蕴在于文化,不仅要最大限

度呈现所在区域的自然之美,也要深度挖掘所在区域

的人文之美。基于乡村文化、民俗文化走乡村旅游景

观发展的路线,设立文化馆、农耕园,更大限度的开

发、利用当地丰富民俗文化资源,从而达到可持续发

展。其中文化馆以宣传庄浪文化为主题,以文字、图
片、模型、视频等方式呈现庄浪县历史文化、风俗民

情,展示草编、马尾荷包、剪纸、毛笔等民间工艺品以

及有“陇上一绝”的神奇艺术高抬社火,展现庄浪县书

画之乡、文化之乡、体育之乡的魅力。农耕园以宣扬

庄浪县梯田农耕文化为主题,园内设立梯田农耕文化

展廊,收集展览旧时期、梯田建设时期农耕器具和实

物资料,介绍庄浪梯田农耕文化的发展历程。
(3)田园社区。结合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对榆

林沟流域水洛、柳梁、卧龙、南湖4个乡镇涉及的村庄

进行规划设计,完善其基础配套设施,从田园风貌、田
园生活两方面着手,全面打造富有乡村气息的田园综

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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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园风貌着手,对原有居民区房屋外观、建筑

结构以及布局进行规划改造,结合特色民族文化通过

绘画、雕刻、文字等艺术形式进行环境优化;结合旅游

需求对道路进行规划,合理规划道路路线,拓宽道路

面积,对居民区进行园林绿化等,提升社区综合服务

能力。
从田园生活着手,以体验田园生活为主题,建设

各类主题生活区,包括休闲广场、农家乐、田园集市、
田园营地等。兴建农家乐,开发庄浪县特有的脱毒马

铃薯、土鸡、杂粮、以及各种时令鲜蔬、庄浪暖锅、庄浪

馓饭、庄浪甜醅、凉粉鱼鱼、马铃薯搅团、饸烙面等特

色美食,为居民游客提供餐饮服务;开展田园集市,出
售各种庄浪特色农产品,如庄浪粉条、庄浪紫荆红苹

果、庄浪无毒马铃薯、庄浪鸡腿梨、中草药、小杂粮等,
为居民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绿色的交易平台;选择地势

条件优越、自然环境优美的区域建设田园营地,支持

游客在该区域进行露营、野炊、烧烤等活动。
田园综合体是中国乡村发展模式的创新尝试,其

规划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将淤地坝系高效利用与田

园综合体结合起来,既是对田园综合体发展的一种创

新,也是对淤地坝系利用形式的一种创新,发展淤地

坝系田园综合体,对于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

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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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明确不同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特征,为山丘区水土保持设计、监测和防治提供

理论参考。[方法]以全国不同山丘区(东北黑土低山丘陵和漫岗丘陵区、西北黄土丘陵区、南方红壤丘陵

区、青藏高原区、新疆山地区)输电线路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查阅、野外调查并结合工程实例,对山丘

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来源、影响因素及措施体系配置进行归纳和总结。[结果]输变电线路工程主

要水土流失来源分区可分为站区、道路区、临时堆置区、塔基区、牵张场区和弃土弃渣堆置区;输变电线性

工程水土流失具有不均衡性,其中站区占水土流失量的比例最高,达总水土流失量的48%~62%,其次为

塔基区,其主要来源时段为施工期。[结论]不同山丘区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和防治重点差异显著,水土保持

设计时须考虑土壤侵蚀形式的差异,并因地制宜地配置水土保持措施。

关键词:山丘区;输变电线路;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生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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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soilandwaterlossofdifferenttypesofpowertransmissionline
projects(PTLPs)inhillyandmountainousregionswereexploredtoprovidea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



design,monitoring,andpreventionofsoilandwaterloss.[Methods]PTLPsinhillyandmountainous
regions(low-elevationmountainsandhillsofNortheasternChina,hillyloessregionofNorthwesternChina,

hillyregionofSouthernChina,theQinghai-Tibetplateau,andtheXinjianghillyregion)inChinawastaken
asthestudyobject.Basedonliteraturereview,fieldinvestigationsandengineeringexamples,thesources,

influencingfactors,andcontrollingmeasureconfigurationsofsoilandwaterlossinPTLPsofhillyand
mountainousregionswerestudied.[Results]ThemainsourcesofsoilandwaterlossinPTLPscouldbe
dividedintostationarea,roadarea,temporarystackingarea,towerarea,stretchfieldareaandslagstacking
area.ThesoilandwaterlossofthePTLPswasspatiallyvariable.Thestationareaaccountedforthehighest
proportionofsoilandwaterloss,whichwasupto48%~62%ofthetotalsoilandwaterloss,followedby
thetowerarea.Themainsourceperiodwastheconstructionperiod.Theinfluencingfactorsofsoilandwater
lossandthekeypointsofpreventioninthehillyandmountainousregionsweresignificantlydifferent.[Conclusion]

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influencingfactorsandkeypointsofpreventionandcontrolofsoiland
waterlossindifferenthillyareas.Differentformsofsoilerosionshouldbeconsideredinthedesignofsoiland
waterconservation,andtheallocationofcontrollingmeasuresshouldbeadaptedtothelocalconditions.
Keywords:hillyandmountainousregion;powertransmissionlineproject;soilandwaterloss;soilandwater

conservationmeasure;productionandconstructionproject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生产建设

项目的日益增加,输变电线路工程土壤侵蚀已成为水

土保持研究的热点之一[1-2]。人类通过扰动地表、破
坏植被、修筑人工地形等不同的扰动方式对输变电线

路项目区的地貌进行重塑[3],产生大量弃土弃渣体地

貌单元,其边坡具有坡度大、结构疏松及土壤养分缺

乏等特点[4]。在暴雨作用下,易以“点状”或“线型”等
形式造成边坡水土流失,影响周边环境生态功能。然

而,我国输变电线路工程跨越的生态功能区具有多样

性和复杂性,不同气候、土壤和植被条件下的输变电

线路工程水土流失特征存在差异[5]。
输变电线路工程作为一种典型的点、线性相结合

的生产建设项目,具有跨度广及扰动点分散等特

点[1]。就单个塔基而言,输变电线路工程对地面的扰

动呈点状,塔基施工占地较小,对地表的破坏程度较

其他线性工程小;而以整个项目而言,其对地面的扰

动呈线状,一些输变电线路工程易跨越土壤环境敏感

区、自然保护区及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等重点生态

功能区,这势必会对土地资源、生态景观及生态系统

整体性产生重要影响[6]。研究表明,输变电线路工程

水土流失具有不可控因素多、总体水土流失强度较

小、局部点状水土流失强烈的特点[7],相对于原地貌

水土流失,输变电线路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量可

增大5.1倍[8]。此外,根据线路组成、工程特性及施

工建设等特点,不同水土保持类型区水土流失来源和

水土流失特征差异显著[9]。同时,我国山地丘陵面积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70%,而山丘是输变电线路水土

流失强度最大的水土保持类型区[10]。因此,针对于

山丘区的输变电线路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应予以足够

重视,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研究亟需进一

步的深入和完善。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城市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特点研究[11],而专门针对输变电

线路生产建设项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不同山

丘区输变电线路水土流失的来源识别以及水土流失

分布的不均衡性研究较为鲜见[12]。鉴于此,本文以

不同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山丘

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来源、影响因素及措施体

系配置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

程水土流失防治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土壤侵蚀分区表征不同区域土壤侵蚀的类型、特
点、分布及水土流失治理特征及其差异性。全国土壤

侵蚀一级区划可分为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和冻融侵蚀

三大类型区,其中水力侵蚀区一般分为6个二级土壤

侵蚀类型区。基于土壤侵蚀分区,针对于山丘区且兼

顾输电线路工程实际设计的可操作性,本研究选择东北

黑土低山丘陵和漫岗丘陵区、西北黄土丘陵区、南方红

壤丘陵区、青藏高原区和新疆山地区五大山丘区,具体

的区域位置、气候类型、土壤类型和植被类型详见表1。

1.2 数据来源

针对不同类型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本文各选

取了一个典型输变电线路工程项目进行分析。然而

一些项目多跨越几个水土流失类型区,本文只选取了

跨越山丘区的路段,项目的基本概况详见表2。另

外,在2020年9—10月分别对西北黄土丘陵区(甘
肃)、南方红壤丘陵区(江西)、青藏高原区(青海)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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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线路工程进行了实地调研,对站区、塔基区、道路

区、牵张场区、弃土弃渣堆置区等区域的水土流失、水
土保持措施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可为不同山丘区输变

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分析提供支撑。

表1 不同类型山丘区分布位置及其主要气候、土壤、植被类型

山丘区 区域位置      土壤侵蚀类型区 主要气候类型区 主要土壤类型 主要植被类型

东北黑土低山丘陵
和漫岗丘陵区

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西部向松嫩平原过渡的山麓冲积、
洪积平原地区

水力侵蚀区、冻融侵蚀区 温带季风气候区 黑土、黑钙土 乔木、灌木、草被

西北黄土丘陵区
太行山西侧西、日月山—贺兰山东侧、秦岭北侧、阴山
南侧包围的区域

水力侵蚀区、风力侵蚀区
暖温带半湿润、半
干旱气候区

黄绵土、黑垆土 乔木、灌木、草被

南方红壤丘陵区
大别山以南,巴山、巫山以东,西南至云贵高原,东南
方向直至东南沿海并包括台湾、海南岛及南海诸岛

水力侵蚀区
热带、亚热带湿润
气候区

红壤、棕壤 乔木、灌木、草被

青藏高原区
横断山脉以西,喜马拉雅山以北,昆仑山和阿尔金山、
祁连山以南部分地区

冻融侵蚀区 寒带干旱区 高山草甸土 草 被

新疆山地区 天山、阿尔泰山地区
风力侵蚀区、冻融侵蚀区、
水力侵蚀区

温带干旱半气候区 棕漠土 草 被

  注:部分内容来源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

表2 不同类型山丘区典型输变电工程概况

山丘区类型     工程名称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m2
工程水土

流失总量/t
工程塔
基数目

线路区段
选 择

选定区段线
路长度/km

东北黑土低山丘陵和漫岗丘陵区 某220kV输电工程 147500 1027 220 黑龙江 71.0
西北黄土丘陵区 某800kV特高压输电工程 2563800 144017 455 陕西段 226.9
南方红壤丘陵区 某500kV输电工程 2203800 20689 517 福 建 170.0
新疆山地区 某750kV输变工程 1962200 11862 700 新 疆 324.0
青藏高原区 某400kV输电工程 3120000 18862 921 西藏段 421.1

2 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来源

2.1 水土流失来源环节

输变电线路作为线状点式工程,特别是对于超高

压、特高压输电线路,线路路径与施工工期较长,地表

扰动较大,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3]。针对输变电线路工

程建设的特点,将输变电线路水土流失的主要来源进

行分区(表3)。由图1可知:①在山丘区,变电站区所

在地为大多为山坡,建设过程中削坡平地等工程势必

会改变原地貌形态,导致土壤表层裸露,同时改变原地

表坡度,诱发新的水土流失。②塔基区内的浇筑杆塔基

础、临时占地、修建护坡及排水沟等工程均需开挖。工

程开挖改变开挖面的坡度,降低土壤的抗蚀能力,易发

生沟蚀等,导致裸露坡面沟网发达,部分切沟沟深能

超过1m,严重威胁塔基安全。③临时堆置区是由于

施工产生的弃土弃渣临时堆存而形成的,其土质疏

松、养分匮乏,若管理不当,遇暴雨易发生土壤侵蚀。

④道路建设破坏用地范围内地表植被,施工中路基高

填、路堑深挖产生新的裸露坡面,为土壤侵蚀提供物

源地。调查中发现,对于土质道路而言,车辙的存在

加快了径流汇集,股流极易对道路进行切割,两侧的

深沟导致部分道路已无法正常通车。⑤牵张场区主

要用于机械作业、材料堆放以及架线施工,主要施工

活动是平整、动土、侵占地表。⑥工程开挖而产生弃

渣堆置区,宜选择荒沟、凹地、支毛沟进行堆置。对单

个塔基的弃渣,采取就近设置处置点处理。一般在弃

渣、弃土、取土等区域,其水土流失强度往往会高出自

然侵蚀强度的数倍[14]。

表3 输变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土流失来源识别

序号 分 区 工程建设特点与水土流失影响识别   

1 站 区 基础开挖大,产生大量临时弃土,表土裸露

2 塔基区 塔基开挖,呈点状破坏,地表植被破坏,塔基边坡裸露

3 临时堆置区 堆土松散,坡面基本无植被覆盖,土壤结构破坏

4 道路区 路堑开挖,呈线性破坏,地表植被破坏,路堑表土裸露

5 牵张场区 地面植被破坏,表土压实,表土裸露

6 弃土弃渣堆置区 地面平整,截排水沟修建,坡面基本无植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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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丘区水土流失实地调查

2.2 水土流失来源时段

根据建设类项目和水土流失预测要求,水土流失

来源的主要时段可分为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植

被恢复期[15](表4)。土建施工对地表的扰动主要为:
施工区域基础开挖和道路修建,这会对施工区地面、
植被进行碾压、破坏,造成土壤结构破坏、地面裸露,
失去植被保护,在外营力作用下易发生水土流失;在
植被恢复期,由于地表土壤的植被状态还处于恢复阶

段,植被的防护作用有限,在遭遇降雨、降雪时易发生

水力侵蚀、冻融侵蚀等。另外,输变电工程水土流失

强度与各期工程的施工内容也密切相关。一般来说,
随着施工的进行,水土流失会逐步递减。例如,变电

站区在施工阶段对地表扰动相当剧烈,从而引起的

流失强度也大。随着工程的进行,对地表扰动相对

缓和,相关的水土保持措施也陆续发挥效用,使水

土流失减少。水土保持监测数据也表明施工期(含施

工准备期)是输变电线路工程产生的水土流失最大的

时段[7]。

表4 输变电线路工程不同区段水土流失主要来源时段

主要水土流失来源区 主要时段 扰动强度 水土流失来源

站 区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强 平整场地、基础开挖、材料堆放压占、扰动地表

植被恢复期 弱 自然侵蚀

塔基区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强 平整场地、基础开挖、表土剥离、扰动地表、植被破坏、临时堆土

植被恢复期 弱 自然侵蚀

道路区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强 表土剥离、扰动地表、人力和运输机械压占地表

植被恢复期 弱 自然侵蚀

弃土弃渣堆置区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强 地表裸露、土质疏松、植被破坏

植被恢复期 弱 自然侵蚀

3 不同类型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水
土流失特征

  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主要水土流失来源分区

特征如图2所示。①就同一山丘区而言,各分区水土

流失量所占比例具有明显的差异,站区总水土流失量

的比例最高,达总水土流失量的48%~62%,其次为

塔基区。这与站区的基础开挖、临时堆土和土方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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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施工扰动和破坏面积相对其他项目分区大。站

区和塔基区的原始地貌遭到破坏,土体结构被破坏,
土壤抗蚀能力降低,水土流失量较大。因此,站区和

塔基区在施工前剥离表土后应根据当地气候、地形等

条件妥善地集中堆放于临时堆置区内,并采取临时遮

挡和排水等防护措施,如在施工时坡脚处修建挡墙,
坡上方设截水沟,边坡处布设护坡,在斜坡上布设排

水沟。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植被恢复或复垦。

②就不同山丘区而言,南方红壤丘陵区在站区的水土

流失量占比最高,青藏高原区在塔基区的水土流失量

占比最高,这可能与水土流失形式和影响因素有关。
如南方红壤丘陵区,其降雨量较其他区大,若不及时

进行水土流失防护,施工中形成的裸露边坡可能在一

次暴雨后就会形成较大的水土流失量[16]。因此,基
于山丘区输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特征不均衡性的特

点,在针对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

时,应充分重视水土流失占比大的分区。

图2 不同类型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分区水土流失所占比例

4 不同类型山丘区输变电线路工程水
土流失的影响因素

  我国山丘区面积分布广泛,不同区域山丘区气

候、土壤、植被等条件(水、热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
决定了不同性质的外营力作用及其强度组合,且在组

合中各种侵蚀的相对重要性不同[17]。山丘区输电线

路工程建设过程易发生的土壤侵蚀形式主要包括水

力侵蚀、风力侵蚀及冻融侵蚀,不同区域发生水土流

失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①东北黑土低山丘陵和漫

岗丘陵区土壤侵蚀类型主要包括水力侵蚀、冻融侵

蚀、风力侵蚀及混合侵蚀[18]。水力侵蚀主要发生于

6—9月,由于坡面较长、汇水面积较大,降雨时易形

成径流集中冲刷,导致水土流失;风力侵蚀是东北地

区重要的土壤侵蚀方式,常发生在1—5月。此区域

气候变化导致的土体冻融交替现象普遍发生,由于冻

土膨胀,常出现冻裂,这些裂缝在夏季土体融化时也

不能复合,严重威胁塔基和线路安全。另外,冻融侵

蚀往往不是独立发生的。一方面,冻融作用与水力作

用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受冻融作用影响的

土壤除直接发生冻融侵蚀外,亦极易成为风力侵蚀的

物质来源[19]。因此,混合侵蚀将给架空输电线路工

程的稳定性和运行安全带来极大的影响。②西北黄

土丘陵区地貌形态极为复杂,区域内垂直变化剧烈。
由于区域内活跃的水力、风力、重力等侵蚀营力作用,
导致土壤侵蚀剧烈,生态环境脆弱[20]。黄土丘陵区

内降水具有雨热同期的特征,年内降雨多集中于6—

9月且多短时暴雨,加之黄土具有土体疏松,垂直节

理发育,具有湿陷性,遇水后土体迅速分解、崩解。同

时,作为发生水土流失的诱因,区内滑坡、崩塌、地面

塌陷、沉降等活动频繁,对输变电线路工程施工及运

行安全产生极大威胁。此外,区内水资源有限,植被

营建难度较大,大面积的地表裸露加剧了风力、水力

侵蚀[21]。③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

蚀为主,并伴有崩岗等重力侵蚀。水力侵蚀来源于区

域内丰沛的降雨,以长历时降雨为主,地表形成径流

易对地表进行冲刷[22]。红壤丘陵区输电线路塔基一

般位于通常难以徒步抵达的山坡高处,为方便工程施

工往往会修筑施工便道,此类便道土层裸露,雨水冲

刷作用强烈,其表面径流会对路面两侧的下坡面产生

冲刷,破坏坡面土层。崩岗为主的重力侵蚀则主要发

生于花岗岩区,塔基面重力侵蚀严重威胁塔基稳定与

安全[23]。④青藏高原区土壤侵蚀以冻融侵蚀为主。
区域内冻融侵蚀主要表现为结节性冻土区的自然冻

融作用及发生于季节性冻土区和永久冻土区由于人

为施工不当带来过量热量变化造成的人为性质的冻

融作用,一般还伴随风力侵蚀的产生。此区域输变电

线路工程往往不得不选址于山丘区,普遍缺乏植被覆

盖,部分区域甚至完全为裸露,导致风化、侵蚀、搬运

作用强烈。此外,区域独特的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及

高寒沼泽草甸等高寒植被、地表结皮一旦遭到破坏几

乎不可逆转,加剧了区域生态破坏[24]。⑤在新疆山地

区,由于地表以砂砾、薄层土层覆盖为主,风力侵蚀易

造成输变电线路工程塔基松动[25]。冻融侵蚀则主要

来源于季节性冻土区冻融作用的影响,造成塔基面变

形。与东北低山丘陵和漫岗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类

似,针对冻融侵蚀,对于冻土区内的输变电线路工程,
应当进行合理的工期规划,规避季节性冻融侵蚀带来

的影响,亦应注意施工时热量变化引发的冻融侵蚀,
可采用冻土区专业塔基施工技术保障施工安全及塔

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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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丘区不同区段输变电线路工程水
土保持措施配置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原则,通过工程措施、植
物措施及临时措施等多种水土保持措施形成综合防

治体系,以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在进行措施布

设时,应根据主体工程、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环境状

况和各项目建设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确定各区的防

治重点和措施配置[26],不同分区的总体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详见表5。通过表土剥离回用、平整土地、增
加植被,提高了项目区土壤植被涵养水源能力,减少

了项目区土、肥流失,可有效提高土地生产力。坡面

防护措施可有效防止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站区通

过景观绿化、美化,促进了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道路区、牵张场区、弃渣堆置区通过植被恢复

可改善土壤水分、团粒结构、孔隙率等,提高土壤抗蚀

性,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水土保持工程、植被措

施实施后,扰动地面的植被得到恢复,生态效益显著。
山丘区不同区段输变电线路工程的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具有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地配置水土保持措

施。①对主体工程设计的稳定边坡,应布设边坡防护

措施。主要护坡措施有工程护坡、植物护坡、工程和

植物相结合的综合护坡。对于不同山丘区护坡措施

适配而言,在降水条件允许的低缓坡(如南方红壤丘

陵区),应布设植物护坡措施,而对于高(或陡)边坡,
应布设植物和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护坡措施。在降水

少的地区则不宜布设植物措施(如西北黄土丘陵区、
新疆山地区等),应以工程护坡措施为主。在东北黑

土地山丘陵和漫岗丘陵区,坡长一般较长,汇水面积

相对较大,降雨时易集中汇流,坡脚容易遭受水流冲

刷的边坡,应布设工程护坡措施。另外,如在南方湿

润地区或北方多雨季节,一般以蓄满产流的形式形成

径流;而在北方干旱地区或南方少雨季节,只有当降

雨强度大于下渗强度时才产生径流。因此,在进行水

土保持径流调控设计时,必须先明确坡面产流机制。

②在易受风沙危害的区域(如新疆山地区),应布设防

风固沙措施(沙障及其配套固沙植物等)。同时,此地

区的土壤一般砾石含量高,土壤养分含量欠缺,植被

恢复能力较弱。输变电线路工程塔基区的土石方多

采用就地平衡,在施工过程中应减少地表土壤的破坏

及加强表土利用,特别是对于青藏高原的高原草甸应

注重草皮的剥离、保护和利用。调查中发现这些地区

的植被一旦被破坏就难以恢复,塔基附近的植被多呈

斑状分布。③由于山丘区侵蚀营力的差异,山丘区输

变电线路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侧重点也各不相

同,东北山丘陵和漫岗丘陵区的水土保持重点在3—

5月的冻融—水力混合侵蚀;青藏高原区、新疆山地

区防治重点在于冻融侵蚀和风力侵蚀;西北黄土丘陵

区和南方红壤丘陵区则在水力侵蚀。④针对于有冻

土存在的山丘区,尤其是在青藏高原的多年冻土区,
冻土的冻胀、融沉、流变移位问题会对塔基产生冻拔、
不均匀沉陷、流变移位和扭转变形等问题。因此,在
水土保持设计时,首先通过输变电线路选线、塔基类

型和施工时间的合理确定,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减

少冻融灾害的产生。其次,施工前须做好排水措施,
防止地表水、地下水与地基多年冻土接触是保证冻土

稳定的关键。同时,冻土区基础玻璃钢模板成型技术

可缩短基坑暴露时间,从而减少水化热对冻土的影

响[27]。在适配坡面防护措施时,应考虑工程材料的

耐冻、隔热、涨缩性等性能[28]。

表5 山丘区不同区段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分 区 水土保持措施 相关因素       布设内容      
工程措施 地质、地形、降雨、周边环境 边坡防护工程、挡土墙、排水措施、表土剥离

站 区 临时措施 周边环境、总平面布置 土石方平衡、临时拦挡、苫布覆盖、临时土质排水沟

植物措施 土壤特性、气候条件、植物适应性、水土保持功能性 边坡和空地绿化美化站区、景观设计

工程措施 地质、地形特征、汇水面积等 挡土墙、边坡防护工程、截排水沟

塔基区 临时措施 气候条件、周边环境 装土袋临时拦挡、苫布覆盖、排水沟、沉沙池

植物措施 周边环境、总平面布置 全面整地、栽植植被

临时堆置区 临时措施 地形与土壤因素、降雨等气候因素、施工组织 草袋装土临时拦挡、苫布覆盖、临时土质排水沟、围栏

工程措施 地质、地形特征、与现有道路结合、土石方平衡 边坡防护工程、挡土墙、排水措施

道路区 临时措施 气候条件、周边环境 草袋装土临时拦挡、临时土质排水沟、洒水降尘

植物措施 气候条件、地形地质、景观设计 全面整地、栽植植被

牵张场区 植物措施 恢复植被、地貌、景观条件 全面整地、栽植植被

工程措施 管理措施、自然因素、总平面布置、施工安排 护坡和挡墙、排水措施、沉沙池

弃渣堆置区 临时措施 地形特征、周边环境 苫布覆盖、临时土质排水沟、围栏

植被措施 土壤特性、降雨特征、植被适应性、景观配置 土地整治、撒播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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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变电线路工程技术的发展也有效地削弱建设项

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例如,线路选择技术、线路施工

技术、水土保持新技术等[29](表6)。同时,在山丘区,高
低腿配合全方位不等高基础得到了全面应用,尤其经

过林区时采用的加高杆塔跨越方式,其根据实际地形

自由调节组合,能够很好地适应塔位原地形,在施工过

程中大大地降低了对塔位附近植被的损坏程度,这样

可以减少土石方开挖量,减少了水土流失[30]。针对塔

基区的土石方宜就地平衡的特点,尤其是在青藏高原

区,采取筒式或螺旋钻头旋挖机技术来进行成孔施

工,有效减少了挖方量及扰动面积。另外,输变电工

程建设会对自然景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导致不

同尺度的“生态伤疤”。因此,在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中,在防治水土流失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植被恢复措施

的布置和设计,并注重景观设计的要求,尤其是在办

公生活区应提高植被建设标准,宜采用园林式绿化。

表6 输变电线路工程新型技术及其特点

输变电线路工程技术 相应技术  具体内容  适用性       
线路选择技术 3S技术 数字化摄影测量结合遥感技术 应用灵活,更能有效的优化路径,适用所有区域

线路施工技术 动力伞展放导引绳技术 环保型的飞行器导引绳展放 适用于跨越物多、农田多、山区树多的区域

水
土
保
持
技
术

插筋补强护坡技术 适用于等陡峭的边坡

护坡技术
灰土护坡技术 适用于降雨量较大的坡面

SNS防护 适用于有潜在地质灾害的坡面,施工简捷,防护效果好

三维排水柔性生态袋护坡 生态、环保与柔性相结合的护坡技术

土地整治技术
隔坡、反坡整地技术 适用于山区地形

坡式梯田整地 适用于8°~15°的坡耕地

植被恢复技术
喷混植生强制绿化法 用于对所有岩体坡面,进行强制性的快速绿化,但费用较高

液压喷播 适用于站区等平整地

6 结 论

(1)输变电线路工程水土流失来源主要有站区、
道路区、临时堆置区、塔基区、牵张场区和弃渣堆置

区。站区占水土流失量的比例最高,达总水土流失量

的48%~62%。
(2)山丘区架空输电线路工程土壤侵蚀时段分

布集中,主要时段在施工期,土壤侵蚀空间分布分散,
各塔基影响区域虽不连成片却广泛分布于整条线路。

(3)不同类型山丘区发生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

和防治重点具有差异,在水土保持设计和治理时必须

考虑不同山丘区土壤侵蚀形式的差异,应因地制宜地

配置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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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寒地区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土壤的肥力变化
朱蒙恩1,沙利云4,周明涛2,尉军耀3,胡旭东2,杜 颖2

(1.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DG水电分公司,西藏 山南856200;2.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三峡大学,湖北 宜昌

443002;3.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710000;4.云南华辰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650000)

摘 要:[目的]对西藏DG水电站6种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土壤的肥力变化进行对比研究,为西藏水

电工程扰动区生态环境的修复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方法]采用实地测量和室内试验等方法,分析

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的肥力变化特征及植被生长情况,并用相关性分析确定边坡土壤肥力时空变化与

植被生长情况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影响边坡植被生长土壤的肥力主控因素。[结果]在6种边坡生态修复

类型土壤中有机质和氮元素波动变化均较大,随季节变化呈现先降低后增加再降低的趋势,而pH值、速效

磷、速效钾变化相对较小。从不同边坡对比结果来看,边坡的土壤养分含量从高到低依次均为:弃土弃渣

地>土质边坡>一般施工场地>土石混合边坡>岩质边坡>施工硬化地表,不同边坡的植被恢复生长状

况方面,与土壤养分含量呈现相同的排序。各肥力指标中氨氮、硝氮、速效磷与植被生长情况的相关性最

高,其次为速效钾、有机质,而与pH值相关性最低,说明氨氮、硝氮、速效磷对边坡植被生长效果的影响较

大。[结论]在不同边坡的土壤肥力状况中,弃土弃渣地表现最佳,而岩质边坡和施工硬化地表均表现较

差,且土壤肥力中氨氮、硝氮、速效磷含量与植被生长情况紧密相关。
关键词:DG水电站;边坡生态修复;肥力变化;植被生境;主控因素;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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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FertilityChangesofVariousSlopeEcologicalRestoration
TypesinTibetAlpineRegion

ZhuMengen1,ShaLiyun4,ZhouMingtao2,WeiJunyao3,HuXudong2,DuYing2
(1.DGHydropowerBranch,HuadianTibetanEnergyCo.,Ltd.,Shannan,Tibet856200,China;

2.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Eco-environmentin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MinistryofEducation,

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Yichang,Hubei443002,China;3.NorthwestEngineeringCo.,Ltd,Xi’an,

Shaanxi710000,China;4.YunnanHuachenHydropowerEngineeringConsultingCo.,Ltd,Kunming,Yunnan6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Acomparativestudyofthefertilitychangesinsixdifferentslopeecologicalrestoration
typeswasconduct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andtechnicalsupportfortheecologicalenvironment
restorationintheDGhydropowerprojectdisturbedarea,Tibet,China.[Methods]Fieldmeasurementand
laboratorytestswereadoptedtoanalyzethefertilitychangecharacteristicsandvegetationgrowthstatusin
differenttypesofslopeecologicalrestoration.Thespatio-temporalchangesofsoilfertilityanditscorrelation
withvegetationgrowthweredeterminedbythecorrelationanalysismethod,andthemaincontrolfactorsof
thefertilityinvegetationgrowthwerediscussedaswell.[Results]Thefluctuationoforganicmatterand
nitrogenelementschangedgreatlyinthesixtypesofslopeecologicalrestoration,whichdecreasedfirst,then
increased,anddecreasedfinallywiththeseasonalchange,whilethechangeofpHvalue,availablephosphorus
andavailablepotassiumwererelativelysmall.Fromthecomparisonofdifferentslopes,thesoilfertilityorder
fromhightolowshowedas:spoilground>soilslope>generalconstructionsite>earthrockmixedslope>



rockslope>constructionhardenedsurface.Thevegetationrestorationandgrowthstatusofdifferentslopes
showedthesameorderasthesoilnutrientcontent.Theammonianitrogen,nitratenitrogenandavailable
phosphorushadthehighestcorrelationwithvegetationgrowth,followedbyavailablepotassiumandorganic
matter,whilepHvaluehadthelowestcorrelation,indicatingthatammonianitrogen,nitratenitrogenand
availablephosphorushadthegreatestimpactsonslopevegetationgrowth.[Conclusion]Amongthefertility
conditionsofdifferentslopes,theperformanceofspoilgroundisthebest,whiletherestorationofrockslope
andconstructionhardenedsurfaceisthepoorest,andthecontentsofammonianitrogen,nitratenitrogenand
availablephosphorusinfertilityarecloselyrelatedtovegetationgrowth.
Keywords:DGhydropowerproject;slopeecologicalrestoration;fertilitychanges;vegetationhabitat;controlling

factors;Tibet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不断的推进,西藏高寒地区

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等均在稳步提升。高寒地区主要

指高海拔、高纬度地域,是国家近期资源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点区域[1]。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强烈

扰动原有地形地貌与生态系统[2],形成大量次生裸

坡[3],危及区域生态景观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冬季严寒、土层瘠薄、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生物生产量

低、植被稀疏、生态脆弱等是高寒地区的显著特点[4]。
同时,大量山体开挖、填埋等施工措施扰动原有坡体稳

定性及生态系统功能,会出现水土保持功能下降、生物

多样性降低、原生植被减少等一系列问题[5],故高寒地

区施工扰动植被破坏后存在边坡生态修复等难题。因

此,适用于该地区可行的生态修复技术,尤其是肥力

的可持续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课题。
边坡生态修复主要定义为用活的植被与工程措施

和非生命的植物材料相结合,以降低坡面的不稳定性

和侵蚀,人工改善边坡生态系统[6-7]。边坡生态修复技

术的雏形是日本学者铺草皮、栽树苗治理荒坡的植被

护坡方法,经历20世纪初期中欧、美国、英国等在道路

建设上的应用和改进,边坡生态修复技术实现了机械

化液压喷播方式[8]。目前,边坡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

含喷混(厚层基材喷播技术[9]、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

术等[5])、加固填土(框格梁回填土护坡技术[10]、土工

格室生态挡墙技术等[11])、槽穴构筑(燕巢法穴植护坡

技术[12]、板槽法绿化技术等)、铺挂(铺草皮绿化技术、
植生带生态防护技术等[13])4种类型。上述边坡生态

修复技术均可在不同坡面类型、高度、坡度、平整度等

适用范围下构建适合生态修复植被生长的生境,为植

被提供良好的立地条件,广泛应用于我国南方或半干

旱地区[14-15]。然而,高寒高海拔地区气候条件恶劣,
无论是人工构筑生境或原有植被生境的物理、力学、
化学及生物学等性质都受严重影响[16-18],使得边坡生

态修复技术较少应用于西藏高寒地区,且鲜有高寒地

区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的对比研究。肥力变化不

仅是表征土壤演变的关键因子[19-20],同样能够反映

边坡生态工程的修复效果及植 被 生 长 状 况[21-22]。
Rivera等[21]研究堤岸边坡生态修复工程表明,土壤

肥力、微生物活性及植被覆盖度三项指标能够定量表

征植被恢复效果。Li等[22]发现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

型土壤质量指数的时空分布存在差异显著。因此,本
文以西藏DG水电站工程区为例,分别对工程扰动区

的土质边坡、岩质边坡、土石混合边坡、弃土弃渣地垫

面、一般施工场地、施工硬化地表6种类型边坡采取

相应的边坡生态修复措施进行试验。采用分布式采

样法长期测定各类边坡的土壤肥力变化,统计分析土

壤肥力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植被生长的相关性,揭示

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是否对土壤养分产生显著性

影响,为西藏高寒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旨在服务于西部大开发中

的生态文明建设。

1 研究区概况

1.1 DG水电站工程区

DG水电站位于青藏高原东缘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桑日县增期乡境内,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段的第二

梯级电站。水电站工程区海拔在3400~4000m,控
制流域面积1.57×105km2,沿雅鲁藏布江河段长约

49km,自然落差282m,河道比降约5.75‰,谷宽

40~200m,谷底高程约3400m,两岸顶峰高程达

6000m以上,为典型的高山深切峡谷地貌。区域气

候属高原温带季风半湿润气候区,降雨多集中在每年

的6—10月。根据坝址下游加查气象站实测资料统

计,多年平均气温、降水量、蒸发量、相对湿度分别为

9.2℃,540.5mm,2084.1mm和51%,极端最低气

温为-16℃,历年最大冻土深度为19cm,年无霜期

为100~120d。工程区土壤主要是山地灌丛草原土、
风砂土、粗骨土等,其中山地灌丛草原土是工程区耕作

土壤的主要类型,多为砂壤和壤土。同时,工程开挖料

岩性以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为主,呈灰白色、中细粒结

构,可作为边坡生态修复工程的混凝土骨料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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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边坡生态修复类型

根据DG水电站工程扰动区边坡类型,共选取土

质边坡、岩质边坡、土石混合边坡、弃土弃渣地垫面、
一般施工场地、施工硬化地表6种类型(表1,图1)边
坡开展边坡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施工时间集中在

2018年7—8月。土质边坡试验示范区(图1a)采取

机械干喷法施工,修复前已完成了混凝土框格支护施

工,其基层喷植(由种植土、粘合剂、有机物料、速效

肥、抗冻外掺剂、水均匀混合组成)和面层喷播分别为

8cm,2cm;岩质边坡试验示范区(图1b)采取机械干

喷法施工,混播植物物种,其基层喷植(由种植土、水
泥、有机物料、混凝土绿化添加剂、抗冻外掺剂、水均

匀混合组成)和面层喷播分别为10cm,2cm;土石混

合边坡试验示范区(图1c)采取机械干喷法施工,混

播植物物种,其基层喷植(先回填空隙,再喷植底层,
由种植土、水泥、有机物料、混凝土绿化添加剂、抗冻

外掺剂、水均匀混合组成)和面层喷播分别为18cm,

2cm;弃土弃渣地试验示范区(图1d)采用基层回填、
面层撒播、挖穴移植苗木(灌木、乔木)施工技术,其基

层平均回填厚度为8cm,面层中添加植物物种,平均

厚度为2cm;一般施工场地试验示范区(图1e)采用

基层回填、面层撒播、乔木移植修复方式,其基层平均

回填厚度20cm(由种植土、有机物料、速效肥、抗冻

外掺剂均匀混合组成)、面层平均撒播厚度2cm;施
工硬化地表试验示范区(图1f)采取机械干喷法施

工,其基层平均喷播厚度13cm(由种植土、水泥、有
机物料、混凝土绿化添加剂、抗冻外掺剂、水均匀混合

组成),面层平均喷播厚度2cm。

图1 DG电站不同类型边坡修复后效果图

表1 DG水电站工程区不同边坡主要属性及其修复方法

边坡类型 坡向/(°) 坡度/(°)地表组成 基材类型 喷播方法 基材厚度/cm
土质边坡 400 289 40 细小松散土、沙粒、石块

抗
冻
型
基
材

机械干喷法 8
岩质边坡 400 108 30 赤裸岩石 机械干喷法 10
土石混合边坡 400 126 46 松散土粒、小碎石、大石块 机械干喷法 18
弃土弃渣地垫面 900 263 25 碎石渣、少量土粒 基材回填、面层干喷 8
一般施工场地 500 106 10 混凝土 基材回填、面层干喷 20
施工硬化地表 450 147 35 混凝土 机械干喷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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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样品采集与监测

在不破坏原有边坡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的情况

下,各示范区固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3个1m×1m
样方,采取五点取样法在样方中采集5—10cm表层

植被生境土壤,混合均匀后装入样品收集密封袋中,
每个样方的样品控制在1kg左右用于室内植被生境

肥力测定试验,结果取三者平均值。首先,将各样品

放置于实验室内托盘中自然风干,剔除碎石、草根、落
叶等杂物,并用橡胶锤捣碎后过0.25mm筛;样品前

期处理完成后,依据国家现行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

准(GBT50123-2019)》[23],用常规方法分析测定样品

的pH值、氨氮、硝氮、速效磷、速效钾、有机质。pH
值以1∶2.5土水比混合成悬液后,采用电测法测定;
氨氮和硝氮采用连续流动分析光度法测定;速效磷采

用氢氧化钠碱溶—钼蓝比色法;速效钾采用醋酸铵浸

提—原子吸收法;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自2018年7月底至8月中旬完成DG水电站工

程边坡生态植被修复后,每间隔2—3月采集样品和

监测一次,至今共计采集样品和监测8次。其中,监
测样方与样品采集样方保持一致,每次监测指标包括

植物生长状况(植被覆盖率等)、物种情况(乡土物种、
物种多样性等)、水土保持效益等。野外测量每个样

方的植物枝叶的垂直投影面积与地表总面积,两者之

比即为植被覆盖率;乡土物种采用高清相机拍照,通
过“形色”软件与网络、图书资料查询辨析,确定其品

名;统计分析样方中乡土物种,采用香农—威纳指数

(Shannon-Wienerindex)[24]计算物种多样性指数;水
土保持效益通过野外实测地表径流冲沟数据判定。

2.2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 MicrosoftExcel2019和Origin8.0进行数

据处理及图表绘制;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统计分析土壤肥力时空变化特

及其与植被生长的相关性,判断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

型是否对土壤养分产生显著性影响。
香农—威纳指数计算公式为:

H=-∑
s

i=1
PilnPi (1)

式中:H 为物种多样性指数;s为植物的品种数;Pi

为属于种i的个体在全部个体中的例,Pi=Ni/N,
Ni 为第i种个体数,N 为物种个体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肥力变化特征

土壤肥力是衡量土壤能够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

各种养分的能力,其中pH值、氨氮、硝氮、速效磷、速
效钾、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关键指标,对边坡植被修

复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图2可见,在各类边坡生态修

复基材中有机质和氮元素变化较大,而pH 值、速效

磷、速效钾变化较小。由于水泥的掺入,岩质边坡、施
工硬化地表和土石混合边坡在修复初期的pH较高,
随后逐渐降低至与其他边坡生态修复基材的pH 值

相当;基材受人工配制的控制,各边坡生态修复类型

的pH 值均控制在植被生长适宜范围内,且波动较

小。同时,边坡生态修复初期基材中含有大量植物生

长所需养分,氮、磷、钾等元素在施工结束后含量较

高,氮、钾呈现先降低后增加再降低随季节变化的趋

势,而磷元素则呈现逐渐降低趋势,主要是由于西藏

高寒地区水土流失所导致。6种边坡对比来看,土质

边坡、弃土弃渣地垫面、一般施工场地和土石混合边

坡整体的土壤养分含量均好于岩质边坡和施工硬化

地表,主要是此类边坡生态修复类型有大量回填土,
为边坡修复基材层提供了持续性的肥力循环,而岩质

边坡和施工硬化地表的生态基材是喷播在岩质坡面

上,对基材和植被的养分循环不利,导致修复基材的

肥力持续性较低。

3.2 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植被恢复状况

在6种不同立地条件的试验示范区中,土质边

坡、施工硬化地表、弃土弃渣地垫面、一般施工场地植

被覆盖率高(最高分别为78%,71%,99%,99%)、物
种丰富(物种多样性最高分别达1.805,1.795,2.205,

2.275)、笠年返青早、四季更替自然,由此可见植被修

复效果好,且能适应当地生态环境(表2);岩质边坡

与土石混合边坡植被覆盖率较低(最高仅为63%和

61%)、物种较为丰富(物种多样性最高分别为2.191,

1.975),植被修复效果表现的不甚理想(表2)。这与

上节中不同边坡的肥力变化情况相一致,由于边坡基

材中肥力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的恢复情况,而土质

边坡、施工硬化地表、弃土弃渣地垫面、一般施工场地

的氮、磷、钾等元素和有机质含量均高于岩质边坡与

土石混合边坡,因此其植被修复效果也较佳。随着季

节的变化,6种边坡的植被覆盖率和物种多样性均在

春夏季节较高,秋冬季节较低,因为无论选配的先锋

物种,还是当地的乡土物种,在冬季均会枯黄凋落,部
分物种笠年利用宿根发芽返青(图3)。同时,高寒地

区昼夜温差大,植被生长环境差,导致在当地生态环

境条件下难以实现植被修复的四季常青。此外,由于

当地放养的牛羊经常进入试验示范工程区围栏吃草

取食(图4),严重危害苗木存活及植被生长,亦是其

地区边坡生态较难修复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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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DG水电站工程区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土壤肥力变化

表2 DG水电站工程区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植被恢复状况

时 间   201808 201810 201812 201902 201905 201908 201910 202001
土质边坡 61 52 60 70 78 65 64 67
岩质边坡 53 48 55 58 63 56 54 57

植被覆盖
率/%

土石混合边坡 55 52 56 59 61 59 53 56
弃土弃渣地垫面 94 90 95 97 99 98 95 97
一般施工场地 96 90 95 96 98 99 96 97
施工硬化地表 65 61 64 68 71 68 66 67
土质边坡 1.755 1.675 1.695 1.765 1.805 1.739 1.728 1.778
岩质边坡 1.826 1.759 1.929 2.056 2.191 1.897 1.835 1.881

物 种
多样性

土石混合边坡 1.956 1.938 1.948 1.973 1.975 1.953 1.957 1.966
弃土弃渣地垫面 2.113 2.056 2.089 2.183 2.205 2.161 2.137 2.152
一般施工场地 2.157 2.087 2.115 2.214 2.275 2.204 2.185 2.192
施工硬化地表 1.757 1.749 1.779 1.786 1.795 1.775 1.765 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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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季节土质边坡植被恢复对比

              岩质边坡                          土石混合边坡

图4 不同边坡围栏被牦牛破坏情况

3.3 各类型土壤肥力变化与植被生长的相关性

通过土壤肥力与植被生长指标间的相关分析,确
定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中各肥力与植物生长状况

间的相互作用情况,进而判定对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

型修复效果影响较大的肥力因子。从表3中可以发

现,氨氮、硝氮、速效磷这3个指标与植被覆盖率和物

种多样性的相关性比较显著(p<0.05),呈明显的正

相关,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上。说明氨氮、硝氮、速效

磷这3个养分指标对植物生长影响较大,是植物生长

的3个最重要的指标。

表3 土壤肥力与植被生长指标的相关分析(r)

边坡类型  指标 pH值 氨氮 硝氮 速效磷 速效钾 有机质

土质边坡
植被覆盖率 0.184 0.892** 0.821* 0.863** 0.501 0.458
物种多样性 0.107 0.712* 0.714* 0.831* 0.487 0.385

岩质边坡
植被覆盖率 -0.245 0.949** 0.955** 0.832* 0.546 0.463
物种多样性 -0.248 0.840** 0.895** 0.725* 0.409 0.206

土石混合边坡
植被覆盖率 -0.366 0.800* 0.801* 0.804* 0.727* 0.332
物种多样性 -0.068 0.734* 0.822* 0.903** 0.876** 0.575

弃土弃渣地垫面
植被覆盖率 -0.385 0.933** 0.895** 0.955** 0.363 0.445
物种多样性 -0.406 0.882** 0.952** 0.991** 0.574 0.572

一般施工场地
植被覆盖率 -0.608 0.900** 0.717* 0.938** 0.486 0.859**

物种多样性 -0.752* 0.862** 0.855** 0.834** 0.702 0.565

施工硬化地表
植被覆盖率 -0.100 0.944** 0.847** 0.729* 0.922** 0.634
物种多样性 -0.015 0.771* 0.720* 0.803* 0.960** 0.400

  注:**表示p<0.01水平上极显著相关;*表示p<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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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速效钾仅对土石混合边坡和施工硬化地表

显著相关(p<0.05),不能全面的反映6个边坡类型

的修复情况。而有机质与植被覆盖率和物种多样性

的相关性较低,说明有机质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并不显

著。由于pH值变化波动较小且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故其与植被覆盖率和物种多样性相关性最低。

4 讨 论

随着我国美丽西部建设及生态环保要求,边坡生

态修复技术在高寒地区的应用不断发展和改善,如在

原有边坡生态修复基材的基础上,添加混凝土绿化添

加剂或抗冻外掺剂,以达到提高基材强度和抗冻耐久

性的目的。因此,在土质边坡、岩质边坡、土石混合边

坡、一般施工场地、弃土弃渣地垫面和施工硬化地表

试验示范区中,均依据施工场地特征掺入一定比例的

混凝土绿化添加剂和抗冻外掺剂。通过不同生态修

复类型植被的恢复情况可见,运用合理的基材外掺料

(抗冻外掺剂)与修复措施,可在DG水电站工程区的

土质边坡、弃土弃渣地垫面、一般施工场地营造出四

季更替的良好植被修复效果。然而,在当地恶劣的自

然环境条件下,植被修复可实现四季更替自然,但难

以达到四季常青的效果。由于DG水电站工程区施

工剥离的砂质土自身级配差、保水保肥能力低、易产

生水力侵蚀,岩质边坡与施工硬化地表植被修复后基

材肥力整体表现较差,进而导致植被修复效果较差,
这表明仍需在岩质边坡与施工硬化地表的土壤基材

层的改良作出深入研究。在本文中,添加混凝土绿化

添加剂和抗冻外掺剂的抗冻型基材能在高寒地区为植

被提供良好的生境,综合边坡修复效果来看,从高到低

依次为:弃土弃渣地>土质边坡>一般施工场地>土

石混合边坡>岩质边坡>施工硬化地表。
土壤肥力是保障植被长期生长的必要条件,不同

边坡生态修复类型对土壤肥力持续性有很大的影响。
陈伟等[20]研究表明土壤养分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且
各养分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均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然而,土壤养分在高寒地区表现出上述的特征之外,
受高寒地区气候的影响,土壤物理性质的变化、工程

的扰动等会造成土壤肥力不断退化[19]。通过试验示

范区肥力变化分析发现,经过边坡生态修复后基材土

壤的肥力均有明显提升,达到了植被生长发育的最低

需求。然而,不同边坡生态修复类型间土壤肥力虽然

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其差别主要体现在总氮和

总磷的提升较为明显,而pH值、氨氮、硝氮、速效磷、
速效钾、有机质的含量均较低,差异并不显著,主要是

由于干旱胁迫作用造成边坡修复后的保水性较差,肥

力流失严重。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各类型土壤肥力变

化与植被生长的相关性后发现,各肥力指标中氨氮、
硝氮、速效磷对不同生态修复类型的植被生长发育促

进明显,其次为速效钾、有机质,pH值的相关性最低。
因此,在后续的边坡修复中可提高基材土壤中的氨

氮、硝氮、速效磷含量以提高边坡生态修复效果。

5 结 论

由于边坡修复基材层的类型不同,不同边坡生态

修复类型下土壤的肥力情况均不相同。从6种不同

边坡对比可知,土壤养分含量从高到底排序依次为:
弃土弃渣地>土质边坡>一般施工场地>土石混合

边坡>岩质边坡>施工硬化地表。土壤肥力变化将

会影响植被生长情况,在不同边坡的植被恢复效果方

面,与土壤肥力呈现相同的排序。土质边坡、施工硬

化地表、弃土弃渣地垫面、一般施工场地植被覆盖率

和物种多样性均高于岩质边坡与土石混合边坡。从

土壤肥力与植被修复情况的相关性来看,氨氮、硝氮、
速效磷3个养分指标与植物修复情况的相关性较高,
是反映和评价植物生长情况的最佳指标;而有机质和

pH值与植被修复情况的相关性较低,表明不同边坡

生态修复类型植被恢复效果主要受土壤肥力中氨氮、
硝氮、速效磷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证明所用的抗冻型基材在西藏高寒

地区边坡修复中的应用效果较好,可作为在西藏高寒

地区进行边坡修复的一种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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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的湖南省耕地
多功能强度与协调度研究

曾福生,胡玄超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410128)

摘 要:[目的]探究湖南省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与协调度,为该省提高耕地多功能管理水平提供科学

参考。[方法]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和系统聚类方法对2018年湖南省各县(区)的耕地多功能强度和

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①湖南省各县(区)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由湘西北部向湘中部、湘东南部弱化,多

功能协调度由湘西部到湘中部再到湘东部先增强后减弱。②基于各单元单项功能强度,湖南省各县(区)耕

地多功能呈现出5类发展模式:多功能弱协调模式、多功能协调模式、多功能强协调模式、生态优先型发展

模式、社会主导型发展模式。空间上呈现出从湘西至湘中、湘东部地区,耕地多功能发展模式由生态优

先型发展模式向多功能弱协调、多功能协调转换,最终又转变为耕地多功能弱协调发展模式。[结论]研究

结果与湖南省实施的“一圈一区两带”农业战略格局相符,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湖南省耕地多功能的空间

状况。

关键词:耕地多功能;强度与协调度;生态恢复功能;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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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unctionalIntensityandCoordinationDegreeofCultivatedLandin
HunanProvinceBasedonMethodofEntireArrayPolygonDiagram

ZengFusheng,HuXuanchao
(EconomicCollege,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128,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multi-functionalintensityandcoordinationofcultivatedlandinHu’nanProvince
wereanalyzedtoprovideareferenceforimprovingthemulti-functionalmanagementlevelofcultivatedland.
[Methods]Themulti-functionalintensityandcoordinationofcultivatedlandineachcountyofHu’nan
Provincein2018werecalculatedbyusingtheentire-array-polygondiagrammethodandthesystematicclustering
method.[Results]① Themulti-functionalcomprehensiveintensityofcultivatedlandineachcountyof
Hu’nanProvinceweakenedfromthenorthwesttothecentral,andtothesoutheastareas,whilethemulti-
functionalcoordinationincreasedfirst,andthenweakenedfromthewesttothecentre,andtotheeastofHu’nan
Province.②Basedontheindividualfunctionalintensityofeachunit,themulti-functionaldevelopmentmode
ofcultivatedlandineachcountyofHu’nanProvinceshowedfivetypesofdevelopmentmode:multi-
functionalweakcoordinationmode,multi-functioncoordinationmode,multi-functionalstrongcoordination
mode,ecologicalprioritydevelopmentmode,andsocial-leddevelopmentmode.Spatially,fromthewesttothe
centralandeastareasofHu’nanProvince,cultivatedlandmulti-functionaldevelopmentmodelchangedfrom



ecologicalprioritydevelopmentmodeltomulti-functionalweakcoordination,multi-functionalcoordination
transformation,andfinallyintocultivatedland multi-functionalweakcoordinateddevelopment mode.
[Conclusion]Theresultsofthestudyareinlinewiththeagriculturalstrategicpatternof“onecircle,one
district,twozones”implementedinHu’nanProvince,andcanreflectthemulti-functionalspatialcondition
ofcultivatedlandinHu’nanProvinceobjectively.
Keywords:cultivatedlandmulti-function;entire-array-polygondiagram method;intensityandcoordination;

ecologicalrestorationfunction;Hu’nanProvince

  耕地作为一种优质的土地资源,同时具备自然属

性和社会经济属性。耕地由自然演化而来,其多功能

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类对耕地加以投入,又使其多

功能性得以实现。耕地多功能是指耕地在为人类

提供粮食、蔬菜等实物产品之外,还能提供包括调节

气候、大气组分等的生态功能,提供耕作景观的景观

文化功能[1]。近年,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城市

快速扩张,但耕地资源流失、质量下降、耕地生态破坏

也随之而来。虽然中国采取了严格的耕地保护举

措[2],但由于目前人们对耕地多功能性的认识不够全

面,尤其对耕地的生态功能认识不够充分,对耕地的

保护仍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面临耕地资源的日

益稀缺,如何有效发挥耕地资源的多功能性提升耕地

的有效利用,对耕地保护以及农业空间管控具有重大

意义。

20世纪80年代“农业多功能”的概念首次被提

出,学者们普遍关注农产品贸易市场、农业多功能指

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农业多功能对农业政策的影响等

研究[3-5],而后耕地多功能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国外学者重点关注耕地多功能的理论分析、指标体系

构建等[6-7]。国内学者重点研究耕地多功能的内涵及

耕地保护[8]、多功能的分类及指标体的系构建[9-10]、
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力[11]、多功能权衡与

协同分析等[12-13]。从研究尺度上来看,有国家级、省
级、市级、县级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有加权求和

法、相关性分析、灰色模糊评价模型、熵权法、投影寻

踪模型等,如陈星宇等[14]运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对珠

江三角洲地区耕地各项功能进行评价并探究了耕地

多功能的影响因素。施圆圆等[15]采用空间相关性的

方法对北京市各区县的耕地多功能进行评价,得出北

京市各区耕地多功能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空间

关联性的论断,并以此探究耕地多功能与经济发展的

协调发展模式。张一达等[16]引入多因素综合评价的

方法对北京市2005—2016年的耕地多功能进行测

算,并探究了各功能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及北京市耕地

利用的转型变化。张立国等[17]引入基尼系数分解法

探究了湖北省耕地多功能的空间变化并采用系统聚

类的方法进行多功能分区。董鹏宇等[11]采用偏相关

性分析与冷热点分析的方法认为青浦区耕地各多功

能存在显著的权衡与协调关系。范业婷等[18]采用模

糊优化模型认为苏南地区耕地多功能存在显著的空

间差异,并以此探究了各功能主导模式。但当前研究

也存在不足,目前对加权求和法、灰色模糊评价模型

等需要确定权重,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对耕地多功

能综合强度的定量分析往往不能如实地反映各单项

功能的内部差异。因此,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构

建湖南省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排列多边

形图示法来测算湖南省耕地各功能的强度,该模型不

需要指标权重,可以有效克服因确定权重而带来的主

观因素影响的缺陷。用多边形面积与形状景观指数

表征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及协调度,结合各单项功能

强度实现对湖南省各县耕地多功能的探究。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总面积2.12×105km2,是中国粮食主产

区之一,水稻产量全国第一,至2019年,耕地面积

4.16×105hm2,占 全 国 耕 地 的 3.08%,人 均 耕 地

0.06h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该省地貌以山地丘陵

为主,山地超过50%,主要分布在湘西部、南部地区,
地势西高东低。由于省内东西南三面环山,耕地主要

集中分布在北部平原地区,洞庭湖坐落于湖南省北

部,该地区具有良好的水肥条件以及较为平坦的地

势,湘北平原是全省的主要产粮区。作为重要的农业

大省,湖南省农副产品、油料、烤烟、苎麻、生猪等产量

全国排列靠前,其中水稻产量屡次位居全国之首。自

“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

“两型”试 验 区 以 来,湖 南 省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迅 速。
2007—2019年,GDP年均增长11.15%,三类产业结构

从10.06∶48.01∶41.39调整为9.19∶37.59∶53.22;
2019年城镇化率56.02%。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涉及到湖南省各县(区)人口、农
村劳动力就业、城乡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等数据,所需数据均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湖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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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统计年鉴》。因部分县(区)耕地面积较小,以及受

数据获取难度的影响,最终确定湖南省包括长沙县、
宁乡县、浏阳市在内的102个县(区、市)为本次耕地

多功能评价单元。

2 研究方法

2.1 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已有学者对耕地多功能的研究[12,19-22],结合

湖南省自然经济条件,依据科学性、综合性、代表性等

原则以及中国城乡二元化土地制度背景,基于孔祥斌

等提出的“要素—过程—功能”框架[23],构建湖南省

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表1)。耕地的物质产出

功能属于生产性功能,同时也是耕地的基本功能,反
映了耕地的生产能力,采用单位面积耕地的农业产值

来表示,其值越大耕地的物质产出功能越强。
劳动力承载功能、社会安定维护功能、家庭经济

贡献功能、国民经济贡献功能表征的是耕地的社会经

济功能,同时也是由基本功能演化出的衍生功能,劳
动力承载功能表示耕地能够容纳农村劳动力,从而持

续为农民提生计所需的能力,采用农业从业人员数占

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表示,其值越大,耕地的劳动力承

载功能越强;社会安定维护功能表示耕地在为农户提

供经济收入的同时能够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缓解社会

矛盾的能力,采用农村、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

表示,其值越大耕地的社会安定维护功能越强;家庭

经济贡献功能表示通过农业生产耕地能够为农村家

庭带来经济收入的强弱,采用农民人均农业增加值与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其值越大耕地的家庭

经济贡献功能越强;国民经济贡献功能指的是耕地能

够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能力,采用农业生产总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其值越大耕地的国民经济贡

献功能越强。生态恢复功能表征耕地能够维持农田

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持生态平衡的能力,有研究表明北

京市耕地农药化肥的施用量远超发达国家安全使用

标准[24],因此采用单位面积耕地化肥、农药、农膜等

生物化学品的施用量测算耕地的生态恢复功能,农业

生化物品施用量越高,土壤收到的污染越严重,耕地

的生态恢复功能越弱。

表1 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耕地功能  定 义         计算方法      
物质产出功能(F1) 经过各要素的投入,耕地能够实现的农业产出 单位面积耕地农业产值

劳动力承载功能(F2) 耕地能够容纳农业劳动力,为农民提供生计的能力 农业从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

社会安定维功能(F3) 耕地为农户带来经济收益并因此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乡、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家庭经济贡献功能(F4) 通过农业生产、耕地能够为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益 农民人均农业增加值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国民经济贡献功能(F5) 耕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能力 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生态恢复功能(F6) 耕地在提供粮食生产时能够抵御生物化学品污染,维持生态平衡的能力 单位面积耕地化肥、农药、农膜施用量

2.2 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

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是一种多指标的综合评价

方法,多用于土地集约利用、生态城市评价、绿地生态

服务能效、节能减排绩效、可持续发展等评价。该法

定义为,以n 个标准化后的指标的上限值为半径构造

一个中心正n 边形,各指标值依次连线构成不规则的

中心n 边形,其顶点为n 个指标值首尾相连的全

排列[25-27]。
指标值的标准化采用以下标准化函数进行,

G(x)=
a(x+b)
x+c  (a≠0,x≥0) (1)

G(x)满足:

G(L)=-1, G(T)=0, G(U)=1
式中:L,U,T 分别为指标x 的下限值、上限值、临
界值。

根据上述条件可得:

F(x)=
(U-L)(x-T)

(U+L-2T)x+UT+LT-2UL
   (x∈[L,U]) (2)
通过公式(2)可将位于区间[L,U]的指标映射到

[-1,1],对于第i个指标,其标准化公式为:

fi=
(Ui-Li)(xi-Ti)

(Ui+Li-2Ti)x+UiTi+LiTi-2UiLi
(3)

由公式(3)可得单项功能值计算公式:
Fi=(fi+1)/2 (4)

最终各项功能值位于区间[0,1],借鉴相关学

者研究[9,21,28],采用等间隔法对耕地各功能进

行分级评价,功能值位于[0,0.33],(0.33,0.66],
(0.66,1]分别为低度持续等级、中度持续等级、高度

持续等级。
2.3 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及协调度测算

采用多边形的面积S 表示耕地多功能的综合强

度,S 越大,其多功能综合强度越强。当所有指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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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大值时,综合强度达到理论的最大值:S=n·

sin(360°/n)/2。计算公式为:

  S=
1
2sin

360°
n

æ

è
ç

ö

ø
÷ ∑

n-1

i=1
(Fi×Fi+1)+F1×Fn (5)

采用多边形景观形状指数L 表示各功能间的协

调程度,即由区域n 个指标构成的全排列多边形与相

同面积的正n 边形的偏离程度。L 越大,区域耕地各

功能强度差异越大,功能趋于单一化,耕地多功能协

调度越强;反之L 越小,区域耕地各功能强度差异越

不明显,各功能趋于多元化,耕地多功能协调度越弱。
当所有功能值相同时,L 达到理论最小值1,因此L≥
1。计算公式为:

     L=
∑

n-1

i=1
F2

i×F2
i+1-2F1×Fn×cos(360°/n)+ F2

1+F2
n-2F1×Fn×cos(360°/n)

2n
S×〔1-cos(360°/n)〕

n×sin(360°/n)

(6)

2.4 耕地多功能的发展模式聚类

根据各县(区)6大单项功能强度以及多功能综

合强度,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结合湖南省自然、社
会、经济条件对102个县(区)进行聚类,得出耕地多

功能发展模式。

3 结果与分析

3.1 单项功能空间差异分析

3.1.1 物质产出功能 从图1可以看出,位于湘中

湘北的长沙县、浏阳市、南县、资阳区等10个县(区)
耕地的物质产出功能较高,是高度持续等级地区。湘

中、湘北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势较平坦、土地肥沃、灌
溉设施齐全、易于耕作,农业生产条件良好,耕地的物

质产出功能表现出较高的持续性;湘南的道县、北湖

区自然条件优越,物质产出功能也表现出高度持续

性。物质产出功能较低的县(区)大部分位于湘西部

地区,湘西部地处云贵高原与鄂西山地结合部属山地

地形,受地形影响,该地区多为坡耕地,分布较分散,生
产力较低;另外一部分分布在湘南部地区。湘中部、湘
北部多数县(区)物质产出功能表现为中度持续状态,
这些地区虽然具有较为优厚的耕地资源,但相比于湘

东部地区而言,较为远离长株潭都市区,农业市场活跃

度较差,因而物质产出功能不如湘东部地区。

3.1.2 劳动力承载功能 位于湘西的慈利县、永顺

县、辰溪县等12个县(区)的耕地劳动力承载功能较

高,是高度持续等级地区。该地区人口密度小,相对

而言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较多,受地

形以及区位的影响,湘西部地区都市产业相对不发

达,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因此这些地区耕地的劳动力

承载功能较高。湘东部、湘南部地区耕地劳动力承载

功能较低,是低度持续等级地区。这些地区是湖南省

的都市聚集区,益阳市周边、长株潭城市群着重城市

发展,就业岗位较多,吸引着周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

工,该地区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比较

小,因此耕地的劳动力承载功能相对较低。湘南部的

永州、郴州市由于山地较多,耕地相对较少,这些地方

距离城市区较近,非农就业劳动人口占比相对较小,
耕地的劳动力承载功能也表现出相对较低的状态。
湘中部、湘西北部地区的劳动力承载功能表现为中度

持续地区,一方面该区域相比湘东部地区距离都市区

较远,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的机会仅次于湘

东部地区,另一方面这些县(区)地势平坦,人均耕地

多,水肥条件好,易于耕作,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

分比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湘中部、湘西北部地区的劳

动力承载功能弱于湘西部地区且强于湘东部地区。

3.1.3 社会安定维护功能 位于湘东部的宁乡县、
浏阳市等20个县是社会安定维护功能高度持续地

区。湘东部处于湖南省的都市集群区,农产品市场较

为活跃,此外该区域地理条件优越,地形较平缓,易于

耕作,且具有较好的市场环境,农户的农业收入较高,
社会安定维护功能持续性较强。而社会安定维护功

能较低的地区大多位于湘西部地区,湘西部位于云贵

高原与鄂西山地结合处,地势起伏较大,受地形影响

单块耕地面积小且分布较分散,且这些地区距离都市

区较远,农产品交易市场不活跃,因而该地区社会安

定维护功能较低。湘中部地区社会安定维护功能普

遍处于中度持续状态,这些地区虽然粮食产量在全省

排名靠前,但该地区农村人口也较多,导致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水平一般,进而耕地的社会安定维护功能

强度处于中间层次。

3.1.4 家庭经济贡献功能 位于湘西部地区以及湘

北的吉首市、古丈县、石门县、南县等12个县(区)的
家庭经济贡献功能较高,是高度持续地区。湘西部地

区相对远离长株潭等都市聚集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活

动较少,因此农业收入是该地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

源,耕地的家庭经济贡献功能具有较高持续性。位于

洞庭湖周边的湖南省粮食主产区,随着农业生产现代

化的推进,农户的收入有所增加,伴随着现代农业机

械技术的推广投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

解脱出来从事非农活动,农户非农业收入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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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地区耕地家庭经济贡献功能处于中度持续

等级。而区位条件较好的长株潭地区由于农业劳动

力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农活动,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重较小,为家庭经济贡献低度持续地区。

图1 研究区各单项功能分布图

3.1.5 国民经济贡献功能 位于湘西部地区的龙山

县、永顺县以及湘南、湘西南部的个别县等多个县

(区)的耕地国民经济贡功能较高,是高度持续等级地

区。这些县(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相较于其他地区较

低,湖南省是全国的粮食主产区,省内各个县(区)的
农业地区生产总值都较高,因此该地区农业产值占比

较大,国民经济贡献功能强度较高。位于洞庭湖周边

的粮食主产区以及湘中部地区虽然农业生产总值在

全省排名靠前,但这些地区地理条件相对较好,非农

产业发展较丰富,地区生产总值也相对较高,因此该

区域的国民经济贡献功能处于中度持续等级。湘东

部地区各县(区)的国民经济贡献功能普遍较低,是低

度持续等级地区,这些区域由于靠近省会都市区,地
区生产总值较高,在全省各县农业生产总值都较高的

情况下,湘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总值占比较低,因此国

民经济贡献功能强度较低。

3.1.6 生态恢复功能 位于湘西湘中部地区的古丈

县、花垣县等18个县的生态恢复功能较高,是高度持

续地区;生态恢复功能中度持续的区域分布于湘中南

部以及湘西北部,而生态恢复功能较低的区域分布在

湘东北部、湘南部的都市区周围。从种植结构上来

看,靠近湘东部都市区的县(区)受城市消费需求的影

响,多种植经济收益高的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耕地复

种指数高,相对而言这些地区耕地的化肥农药使用量

较大,耕地的生态恢复功能较弱;湘中部地区有较好的

农业基础,土壤肥沃,灌溉保证率较高,具有优越的农

业生产条件,良好的水肥条件使得湘中部地区耕地的

农药、化肥施用强度较低,耕地的生态恢复功能较强;
湘中南部以及湘西北部地区农药、化肥、农膜使用强度

处于中间层次,耕地的生态恢复功能为中度持续等级。

3.2 湖南省各县(区)耕地多功能评价

3.2.1 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呈现由湘西北部向湘中

部、湘东南部弱化的趋势 图2显示了湖南省2018
年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空间变化。由图2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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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部、湘西北部地区综合强度较高,而湘东南部地

区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较低。整体上来看,湖南省耕

地多功能综合强度存在由湘西北部向湘中部、湘东南

部弱化的趋势。从湖南省的发展定位上来看,湘东部

地区是全省的都市聚集区,长株潭城市群等着重发展

城市经济,湘东南部地区受城市辐射影响,农村居民

进城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机会较多,耕地的劳动力承

载、家庭经济贡献等社会性功能以及生态恢复功能普

遍较低,因此这些地区耕地的综合强度较弱;湘西北

部距离湘东都市区较远,耕地的社会性功能较强,另
一方面,湘西北部背靠洞庭湖农业主产区,耕地的物

质产出功能较强,因此这些地区耕地多功能中强度较

强;湘中部地区耕地各单项功能强度处于中间层次,
多功能综合强度介于湘西北部与湘东南部之间。

图2 研究区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与协调度

3.2.2 耕地多功能协调度由湘西部到湘中部、湘东部

先增强后减弱 以各县六大单项功能指标构建全排

列多边形,采用景观形状指数测算多功能综合协调

度。图2的结果表明,湘中、湘南、湘东北部地区具有

较小的景观形状指数,多功能协调度较强;而湘东部

地区景观形状指数普遍较大,具有较弱的耕地多项功

能协调程度。总体来看,耕地多功能协调度呈现出由

湘西部到湘中部、湘东部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根据

前文对耕地单项功能的分析可知,湘中部地区无论是

耕地的生产条件还是都市区对该地区的辐射强度都

处于中间层次,因此各单项功能大多处于中度持续等

级,各功能强度差别不大,耕地多功能协调度较强;湘
东部地区依托于都市聚集区,耕地的物质产出功能、
社会安定维护功能强度较高,而其他功能相对较低,
因而耕地多功能协调度较弱;湘西部地区与湘东部地

区相反,耕地的生产条件以及农产品市场条件一般,
且都市区对这些地区的辐射强度较弱,耕地劳的动力

承载功能、家庭经济贡献功能、国民经济贡献功能以

及生态恢复功能强度较高,其他功能相对较低,耕地

多功能协调度也表现出较低的状态。

3.3 湖南省各县(区)耕地多功能模式识别

影响耕地多功能的因素复杂多样,湖南各县自

然、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加之各个区域发展目标、
定位的不同,各县表现出不同的耕地多功能发展模

式。根据各县(区)6大单项功能强度以及多功能综

合强度,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可将湖南省分为多功

能弱协调、多功能协调、多功能强协调、生态优先型、
社会主导型5类发展模式(见表2)。

湖南各县自然、社会发展状况差异明显,各个区域

发展目标、定位不同,因此湖南省耕地多功能模式呈现

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图3可以看出,湘西部地区

以生态优先型、多功能弱协调发展模式为主,湘中部地

区以多功能协调发展模式为主,湘东部地区多为多功

能弱协调模式,湘南、湘北部以多功能协调模式为主;
耕地多功能强协调发展模式零星分布于湘南部地区;
新晃县、古丈县、冷水江市为社会主导性发展模式。整

体上来看,从湘西至湘中、湘东地区,耕地多功能发展

模式由生态优先型模式向多功能弱协调、多功能协调

发展模式转换,最终又转变为耕地多功能弱协调发展

模式。研究结果与湖南省实施的“一圈一区两带”农
业战略格局相符。湘东部地区处于湖南省都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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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受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影响,该地区着重于城市

建设,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较弱,且各单项功能持续

性等级均不高,因此湘东部地区表现出耕地多功能弱

协调发展模式。湘北部、湘中部是湖南省粮食主产

区,发展大宗优质农产品,自然条件良好,耕地各项功

能持续性较高,具有较强的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湘
西部地区处于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区,生态恢复功能较

强,其他耕地功能发展滞后,表现出生态优先型模式。

表2 湖南省耕地多功能发展模式

模式类型  模式特征         县(区)   
多功能强协调模式 各单项功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单项功能强度在0.6以上 南县、攸县等10个县(区)

多功能协调模式
各单项功能表现出中等的持续性,单项功能强度位于区间[0.4,0.6],且各功能之间差异不大,主导性
功能不明显

安化县、长沙县等29个县(区)

多功能弱协调模式
各单项功能均表现出较弱的持续性,单项功能强度低于0.4,且各功能之间差异不大,具有较弱的多功
能综合强度

资新县、嘉禾县等45个县(区)

社会主导型模式 社会安定维护功能、劳动力承载功能持续性较强,其他功能一般,具有较弱的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 新晃县、古丈县、冷水江市

生态优先型模式 生态恢复功能的持续等级较高,多功能综合强度一般。 沅陵县、花垣县等15个县(区)

图3 研究区耕地多功能发展模式现状图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

排列多边形图示法,并用多边形面积以及多边形景观

指数分别测算了湖南省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与协调

度,在此基础之上引入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湖南省的

耕地多功能发展模式。
采用全排列多功能图示法对湖南省耕地多功能

评价,能够客观、具体地揭示湖南省各县(区)耕地多

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从评价结果来看,多功能综合强

度及协调度在水平空间上差异明显:湘中部、湘西北

部地区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较高,而湘东南部地区多

功能综合强度较低,整体上表现出多功能综合强度由

湘西北部向湘中部、湘东南部弱化的趋势,耕地多功

能协调度有由湘西部到湘中部、湘东部先增强后减弱

的态势。这一结果说明对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的评

价只能显示耕地多功能的部分状况,引入耕地单项功

能的分析和多功能协调度的评价能够使评价结果更

加全面。
根据各县(区)耕地多功能评价结果,湖南省各县

(区)表现出5类发展模式:多功能弱协调、多功能协

调、多功能强协调、社会主导型、生态优先型发展模

式。空间分布上,湘西部地区以生态优先型、多功能

弱协调发展模式为主,湘中部地区以多功能协调发展

模式为主,湘东部地区多为多功能弱协调模式,湘南、
湘北部以多功能协调模式为主;耕地多功能强协调发

展模式零星分布于湘南部地区;新晃县、古丈县、冷水

江市为社会主导型发展模式。整体来看,从湘西至湘

中、湘东地区,耕地多功能发展模式由生态优先型发

展模式向多功能弱协调、多功能协调转化,最终又转

变为耕地多功能弱协调发展模式。该结果与湖南省

实施的“一圈一区两带”农业战略格局相符,能够比较

客观的反映湖南省耕地多功能状况。
本文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实现了对湖南省

102个县(区)2018年耕地多功能综合强度与协调度

的分析,为今后湖南省耕地多功能发展提供了指导依

据。湖南省耕地多功能发展模式的识别对今后湖南

省城市发展及其与耕地多功能的耦合提供了参考。
但文章只选取了2018年一个时期的数据,对湖南省

耕地多功能时间上的分析有所欠缺,因此对耕地多功

能时空演变的研究是下一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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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生态源地的识别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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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洲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3.上海师范大学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目的]对新疆阿克苏地区生态源地进行识别,为该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可持续的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提供策略与建议。[方法]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采用定性(生态保护红线直接识别法)和定量

(基于InVEST模型的综合评估法)方法识别生态源地,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两种结果之间的差异及其原

因,判定目前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能否体现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结果]①基于InVEST模型的综

合评估法识别的生态源地面积为11433.6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9%,主要分布于区内河流及其周边区

域;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直接识别的生态源地面积为22746.8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7.7%,主要分布于天

山南麓和区内河流周边区域;②两种方法界定的生态源地在空间分布在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综合评估法

界定的生态源地中有59.4%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面积为6787.0km2。③导致两种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于生态保护红线侧重于对生态用地本身生态功能的保护,而生态源地的概念结合了人的需求,更侧重于

各类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的服务。[结论]未来的工作中,需要考虑如何将侧重满足社会需求的

生态源地与侧重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态红线相统一,应选择以定量识别生态源地为主,以定性识别生态源地

为辅,综合划定生态源区,并提出潜在的规划和政策建议,以实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生态修复;源地识别;生态保护红线;InVEST模型;阿克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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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IdentificationMethodsofEcologicalSourceAreaInAksuArea,
XinjiangUygurAutonomousRegion

XuCaifang1,2,CaoYuee1,3,XuZhonglin1,2,YangJianjun1,2,ZengZhiyong1,2

(1.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Sciences,Xinjiang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46,China;2.KeyLaboratoryofOasisEcologyMinistryofEducation,Urumqi,Xinjiang830046,China;

3.SchoolofEnvironmentalandGeographicalScience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sourceareawasidentifiedinAkesuarea,XinjiangUygurAutonomous
Region,inordertoprovidestrategiesandsuggestionsfortheconstructionofthe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
oftheregionandthesustainableecologicalrestorationofthelandandspace.[Methods]TakingAksuareain
Xinjiangasanexample,theecologicalsourceareawereidentifiedbyquantitativemethod(comprehensive
evaluationmethodbasedontheInVESTmodel)andqualitativemethod(theecologicalconservationredline
wasidentifiedinthedirectway).Onthisbasis,thedifferencesbetweenthetworesultsandtheircauseswere
comparedtodeterminewhethertheecologicalprotectionredlinecouldreflecthumandemandforecosystem
services.[Results]① Theecologicalsourceareaidentifiedbasedon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
usingtheInVESTmodelwas11433.6km2,accountingfor8.9%ofthetotalarea,mainlydistributedinthe



riversandsurroundingareas.Theecologicalsourceareaidentifieddirectlybasedontheecologicalconservation
redlinewas22746.8km2,accountingfor17.7%ofthetotalstudyarea,mainlydistributedinthesouthof
TianshanMountainandsurroundingareasofrivers.② Therearegreatdifferencesinthespatialdistribution
oftheecologicalsourceareasidentifiedbythetwomethods.About59.4%areaoftheecologicalsourceidentified
bycomprehensiveevaluationwasnotintheecologicalconservationredline,occupying6787.0km2.③ The
mainreasonforthedifferencebetweenthetworesultswasthattheecologicalconservationredlinefocusedon
theprotectionofecologicalfunctionsoftheecologicalland,whiletheconceptofecologicalsourcecombined
therequirementsofhumanbeings,andpreferedtheservicesthattheecologicalsystemprovidedtohuman
productionandliving.[Conclusion]Inthefuture,itisnecessarytoconsiderhowtounifytheconceptofthe
ecologicalsourceareasthatfocusonmeetingthesocialrequirementswiththeecologicalconservationredline
thatfocus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ervation.Weshoulddefinetheecologicalsourceinacomprehensive
manner,basedonthequantitivelyidentifiedecologicalsourceastheprimaryfactorandthequalitatively
identifiedecologicalsourceasthesecondaryfactor,andproposeadvicesforpotentialplansandpoliciesto
realiz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socialeconomyandnaturalenvironment.
Keywords:ecologicalrestoration;sourceareaidentification;ecologicalprotectionredline;InVESTmodel;Aksuarea

  在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人类

对自然资源不恰当的利用开发,生态环境问题凸

显[1]。如何合理的开发、保护、修复国土空间,变革土

地利用方式,成为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

急[2]。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

国的总体要求。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

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要求,即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治,量水而

行,保护生态屏障,构建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推进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2-3]。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要建成中国特色

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4]。生态安

全格局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空间优化途径,是
目前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重要抓手,目前已经基

本形成了“生态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
战略点判别—网络构建”的基本研究范式[5]。其中,
生态源地识别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生态源

地是生态系统提供服务、产品以及生态流的源地。生

态源地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生态

源地的识别方法研究已较为成熟,如将生境质量较好

的自然保护区直接识别为生态源地。或构建综合评

估体系,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及敏感性识别[6]。可总结

为两种方法,即生态源地的识别一般采用定量判别的

综合评估指标法或定性判别的直接识别法[5]。综合

指标法是以实现人类福祉为目标,选择多种生态系统

产品,核算其生态总价值或综合评估其生态系统服

务,进而识别生态源地[7-10]。但对于指标的选择、权
重的设置,根据生态源地概念不同,设置方法有所区

别。等权重法考虑指标间具有同等重要性,但忽视了

人类需求对指标的权重影响。非等权重法,如专家打

分法、AHP法等则具有较大的主观性。直接识别法

是直接选择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空间范围作为

生态源地[10-11],但主要考虑生态系统自身的功能,忽
略了人类的需求。目前,较多的研究采用综合评估指

标法识别生态源地。这些方法,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

所能提供的服务,但忽略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用地的需求[5-6]。本研究选择

生境维持、产水、粮食供给、碳固定4种指标,使提取

结果尽可能满足干旱区人类活动的需求。研究对象

方面,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尺度逐步从大范围综合研

究逐步向小范围精细研究转变[13-14]。对于区域生态

安全格局分析有助于解释当地生态环境变化,对服务

当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具有重要

意义。当前对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东部

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发达地区[7,10],而对干旱区生态

安全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或流域的生态安全

分析和格局构建[15-18]。阿克苏地区的生态源地识别

研究较少,对生态源地的识别目前仍有待深入。
阿克苏地区位于天山南坡,塔里木盆地北缘,是

典型的干旱地区。在城镇化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
本就脆 弱 的 生 态 环 境 面 临 着 巨 大 的 生 态 灾 害 风

险[19]。亟需有效识别生态保护源地,构建地区生态

安全格局,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调控,从而保障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及服务的充分发挥[20]。为此,本文以

中国新疆阿克苏地区为研究区域,采取定性(基于生

态保护红线的直接识别法)和定量(基于InVEST模

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法)识别生态源地。本研

究的目的是比较采用两种方法对生态源地识别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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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的结果,判断目前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能否很好

地体现阿克苏地区人类对生态系统需求,并阐明方法

间差异,以期为阿克苏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可持

续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策略与建议。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阿克苏 地 区 位 于39°30'—42°41'N,78°03'—

84°07'E,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塔里木盆

地北部,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峰众多,南部是塔克拉

玛干沙漠,中部是冲击平原、戈壁与绿洲相间分布。
河流主要包括塔里木河、和田河、渭干河、木扎尔特河、
阿克苏河、托什干河。全区面积约1.31×105km2。阿

克苏地区下辖包括阿克苏市、阿瓦提县、拜城县、柯坪

县、库车县、沙雅县、温宿县、乌什县、新和县等9个县

级行政单元。阿拉尔市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县

级市,不属于阿克苏地区,故不纳入本文研究区域。
据2018年统计,地区总人口256.16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87.83万人,乡村人口168.33万人。阿克苏地区

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降雨量稀少、蒸发量

大,年均降雨量仅为90余毫米,而年均蒸发量约高达

1500mm,光热资源丰富,年均日照时数约为3000h,
多年平均气温10.7℃,年均无霜期约200d。阿克苏

地区林地、耕地、草地主要分布在河流流域。塔里木

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有林地为主,也有部分耕地。
和田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周边有大片的

沙漠。渭干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木扎

尔特河流域以耕地为主,有少数草地,南北均为大片

的沙漠。阿克苏河流域以耕地为主。托什干河土地

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南北有较多的草地。

1.2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详见表1。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含

7种一级地类;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取值

[0,1];海拔高度(DEM)取值724~7425m。生态红

线含防风固沙、水土流失、水源涵养、土地沙化4类共7
个生态保护红线区。粮食产量是各县的粮食作物产量

(t)。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包括ArcGIS10.2,
数据处理均在CGCS2000坐标下进行,土地利用数

据为矢量数据,需将矢量转30m×30m栅格,统一

数据格式,便于计算。

表1 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信息

数据名称    分辨率 年份 来 源      
土地利用数据 矢量 2018 阿克苏地区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

NDVI 30m 2018 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

DEM 30m —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生态保护红线 矢量 2018 阿克苏地区自然资源局

粮食产量 文本 2018 新疆统计年鉴

行政区划数据 矢量 2018 阿克苏地区自然资源局

塔里木河流域土壤数据集 1km 2008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http:∥westdc.westgis.ac.cn)

2 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方法部分,本研究直接采用生态保护红

线代表生态源地。定量研究方法部分,本研究基于生

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识别生态源地。生态系统服务

是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用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

然环境条件和效用,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

惠益,一般包括供给、调节、支持、文化服务4类[21-23]。

本研究根据前人成果[6],确定了生境维持(habitat
maintenance)、产 水(wateryield)、粮 食 供 给(food
supply)、碳固定(carbonstorage)4种关键的生态系

统服务。这4种生态系统服务选择主要考虑人类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干旱区特点、数据可获得性。
将需要保护干旱区生境质量好、产水条件好、粮食供

应多、能固定碳的区域划为生态源地。由于在该区域

人类对文化服务需求相对较低,故不考虑文化活动

(如休憩等)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另一方面,较中

国东部城市,阿克苏地区数据较难获取,故只选取4
种指标识别生态源地。

2.1 生境维持

生境质量表示基于生存资源的可获得性、生物繁

殖与存在数量、生态系统为个体和种群所提供的适宜

生存条件的能力[24]。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会
对栖息地带来潜在的破碎化和邻近生境退化,也就意

味着生境质量的退化。生境质量取值一般为0~1,
值越高意味着区域的生境质量越好,反之则越差。本

研究采用InVEST模型计算生境质量,首先计算生境

退化度、其次计算生境质量,如公式(1)—(2)所示。

 Dxj=∑
R

r=1
∑
Yr

y=1

Wr

∑R
r=1Wr

æ

è
ç

ö

ø
÷ryirxyβxSj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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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xj为第j类土地利用栅格点x 的生境退化程

度或总胁迫水平;Yr为胁迫因子r的栅格点数量;R
为胁迫因子数量;Wr为胁迫因子r的权重,经归一化

处理后的和为1;ry为栅格点所受影响的胁迫因子数

量;irxy为栅格点y 的胁迫因子r对生境栅格点x 的

影响;βx 为法律保护程度;Sjr为第j 类土地利用类

型对胁迫因子r的敏感性,值越接近1越敏感。

 Qxj=Hj 1-
Dz

xj

Dz
xj+k2

æ

è
ç

ö

ø
÷ (2)

式中:Qxj为生境质量指数;Hj是土地利用类型的生境

类型得分;z,k为尺度常数,z一般取值为2.5,k为半

饱和常数,一般取值为生境退化度最大值的1/2。
生境质量计算需要设置威胁因子以及各地类的

生境适宜度和敏感值。本研究主要参考以新疆为研

究区域的研究[24-26],综合考虑干旱区特殊性和人类活

动特征,设置威胁因子及胁迫程度、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的生境适宜性及敏感性详见表2—3。

表2 威胁因子及其胁迫强度

威胁因子 最大胁迫距离 权重 空间衰退类型

耕 地 4 0.6 线性

农村居民用地 6 0.6 指数

其他建设用地 7 0.7 指数

未利用地 4 0.4 线性

表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境适宜性及敏感性

土地利用  
类 型  

生境
适宜度

威胁因子

耕地
农村居
民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未利
用地

耕 地 0.5 0 0.6 0.7 0.4
有林地 1 0.7 0.8 0.8 0.5
草 地 0.7 0.7 0.8 0.8 0.7
水 域 0.9 0.4 0.6 0.7 0.5
农村居民用地 0 0 0 0 0
其他建设用地 0 0 0 0 0
未利用地和沙漠 0.3 0.4 0.5 0.6 0

2.2 产 水

本研究采用InVEST模型的 Wateryield模块计

算产水量。其原理基于水量平衡,通过降水、植被蒸

腾、地表蒸发、根系深度、土层深度等参数计算产水

量[27],如公式(3)—(7)所示。

   Yxj=1-
AETxj

Px
Px (3)

   
AETxj

Px
=

1+ωxRxj

1+ωxRxj+1/Rxj
(4)

   ωx=Z
AWCx

Px
(5)

   Rxj=
kxj×ET0x

Px
(6)

式中:Yxj为年产水量;Px为年均降水量;AETxj为年

均蒸散量;Rxj为干燥指数;ωx为植物年需水量和降

水量比例;Z 为表征降水季节性特征的一个常数;

AWCx为植被含水量;ET0x为潜在蒸散发量;kxj为

植被蒸散发系数。
模型计算需要年均降水量、年平均潜在蒸散量、

土层深度、植被可利用水含量、土地利用类型、流域范

围、生物物理表、Z 参数。其中,年均降水量和潜在蒸

散量参考阿克苏地区以往研究[28]。土层深度和植被

可 利 用 水 含 量 来 源 于 国 家 青 藏 高 原 科 学 数 据 中

心[29],获取塔里木河流域内的土壤数据集,获取其中

各类土壤含量、土壤参考深度数据。植被可利用水含

量采用AWC模型进行计算[30]。流域数据在ArcGIS
中使用水文分析功能,依据DEM 数据提取。生物物

理表、蒸散发系数、根系深度[27,31]详见表4。

表4 生物物理和蒸散发系数

土地利用类型 根系深度/mm 蒸散系数

耕 地 700 0.8
有林地 7000 0.8
草 地 700 0.7
沟 渠 500 1
河 流 1000 0.9
永久冰川 10 0.8
农村居民用地 500 0.4
其他建设用地 500 0.3
未利用地和沙漠 10 0.5

AWC=54.509-0.132SAN-0.03SAN2-
0.055SIL-0.006SIL2-
0.738CLA+0.007CLA2-
2.688C+0.501C2 (7)

式中:AWC为植被可利用水含量;SAN为土壤沙粒

含量(%);SIL是土壤粉粒含量(%);CLA是土壤

黏粒含量(%);C 为土壤有机质含量(%)。

2.3 粮食供给

粮食供给选择以往研究中常用的 NDVI配比

法[32],表达式为:

  Fsmn=NDVImn/NDVIsum_n×Fsn (8)
式中:Fsmn为第n 个县第m 个栅格的粮食供给服务能

力;NDVImn为该栅格全年最大值;NDVIsum_n为耕地

图层在第n 个县的NDVI全年最大值总和;Fsn为第

n 个县的粮食年产量。该公式只适用于耕地,其他土

地类型默认为不生产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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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碳固定

碳固定计算方法基于InVEST模型的碳存储模

块,其中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主要由4个基本碳库组

成,分别为地上碳库、地下碳库、土壤碳库、死有机质

碳库,单位为 mg,如公式(9)所示。InVEST模型需

要输入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密度,参考以往新疆地

区的研究确定了模型输入的碳密度[33]。

  Ctol=Cabove+Cbelow+Csoil+Cdead (9)
式中:Ctol为碳总 储 量;Cabove为 地 上 生 物 碳 储 量;

Cbelow为地下生物碳储量;Csoil为土壤碳储量;Cdead是

土壤死有机质碳储量。

2.5 生态源地识别

参考以往研究,指标的选择、权重的设置,根据生

态源地概念不同,设置方法有所区别。等权重法考虑

指标间具有同等重要性,但忽视了人类需求对指标的

权重影响。非等权重法,如专家打分法、AHP法等则

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权重如何设置也是学界一大研

究难点。本文研究生态源地识别考虑景观的多功能

性和单一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性,为
避免权重分配的不合理所导致评价结果的失实,采用

等权重法。生态源地识别的方法,标准化4种生态系

统服务后等权重叠加[5],获得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指数

(ES)。参考以往研究[6],本研究将综合评估指数的

前25%以及单一生态系统服务的前10%确定为重要

生态源地,既能识别出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好的区域,
也能识别出重要的提供单一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从
而全面的识别生态源地。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系统服务

阿克苏地区平均生境质量指数为0.499,说明生

境质量一般(图1)。此外,生境质量指数呈现出显著

的空间差异性,生境质量最好的区域位于沙雅县中

部、库车县南部的塔里木河流域以及阿瓦提县的和田

河流域。生境质量较好区域包括拜城县中南部的木

扎尔特河流域、新和县、库车县和沙雅县交界的渭干

河流域,阿克苏市和温宿县南部的阿克苏河流域,乌
什县中部的托什干河流域。生境质量最差的区域主

要包括各县城建设用地、阿克苏市、阿瓦提县和沙雅

县的南部、温宿县北部、拜城县、新和县西北部、柯坪

县西部的沙漠与戈壁滩和永久冰川。
阿克苏地区产水量如图2所示,平均产水量

较少,仅为5.37mm,说明阿克苏地区整体产水量极

少。但从空间分布上看,呈现明显的北多南少特征,

尤其是北部的天山水源保护区。产水量最高仅为

606.883mm,相对而言,南部沙漠产水量极低。

图1 阿克苏地区生境质量等级分布

图2 阿克苏地区产水量分布

阿克苏地区粮食供给服务能力如图3所示。粮

食供给服务能力高值区域主要为拜城县中南部的木

扎尔特河流域。较高的是乌什县中部、温宿县南部、
阿瓦提县北部的托什干河流域和阿克苏河流域,以及

新和县、库车县、沙雅县的交界处的渭干河流域。

图3 阿克苏地区粮食供给服务能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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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地区碳储量量如图4所示。碳储量最高

的区域位于沙雅县北部和库车县南部交界的塔里木

河流域、阿瓦提县的和田河流域。木扎尔特河流域、
渭干河流域、阿克苏河流域、托什干河流域的林粮间

作的耕地较多,碳储量也较高,而沙地、永久冰川地区

的碳储量最低。

图4 阿克苏地区碳储量分布

阿克苏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平均值为0.157,说明

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较差(图5)。从空间分布上看,
生态系统服务较好的区域位于沙雅县北部和库车县

南部地带、阿瓦提县的和田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较

好的区域位于拜城县中南部的木扎尔特河流域、新和

县库车县和沙雅县交界的渭干河流域、阿克苏地区和

温宿县南部的阿克苏河流域以及乌什县中部托什干

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较差的区域位于各县城建设

用地和阿克苏市、阿瓦提县和沙雅县的南部、温宿县

北部、拜城县、新和县西北部、柯坪县西部的沙漠与戈

壁滩和永久冰川,这些区域难以提供各类生态系统服

务,对人类的惠益较少。

图5 阿克苏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结果

3.2 生态源地识别结果对比

通过综合评估法识别的阿克苏地区主要分布于

域内河流及周边区域,面积为11433.6km2,占全区

面积的8.9%(图6)。生态源地最为集中的是位于沙

雅县北部和库车县南部交界地带的塔里木河流域,以
及绿洲较为密集的阿瓦提县和田河流域。该区域生

境质量好、碳储量高。生态源地较为破碎的区域包括

新和县、库车县和沙雅县交界地带的渭干河流域,拜
城县中南部木扎尔特河流域,温宿县南部和阿克苏北

部连片的阿克苏河流域。乌什县中部的托什干河流

域。这些区域生境质量较好,碳储量较高,同时有较

好的粮食供给服务能力。

图6 阿克苏地区两种生态源地识别结果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直接识别法确定的阿克苏地区

生态源地包括7个主要红线区(图6),分别为和田河防

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流域

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托什干河防风固沙生态保

护红线区、天山南脉水土流失生态保护红线区、天山南

脉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区、天山水源涵养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化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面积为22746.8km2,
占全区面积的17.7%,主要分布于天山南麓和域内河

流周边区域。
对比综合评估法和直接识别法的生态源地结果

可知(表5),59.4%的生态源地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
面积为6787.0km2,而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

为4638.9km2,占比40.6%。说明通过综合指标法

识别的生态源地和通过直接识别法识别的生态源地

有较大差异。其中,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源地重叠

最好的是塔里木河流域、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流

域,生态源地重叠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超过40%。
和田河流域、托什干河流域内生态源地重叠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比在10%~40%之间,与生态红线重叠一

般。其他区域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和生态源地的重叠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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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阿克苏地区两种生态源地结果对比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源地
面积/km2

占红线
面积比/%

和田河防风固沙红线区 346.8 28.3
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流域防风固沙红线区 652.8 43.9
托什干河防风固沙红线区 53.0 17.5
天山南脉水土流失红线区 6.0 3.1
天山南脉水源涵养红线区 9.5 3.5
天山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区 714.4 5.1
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区2856.4 53.0
生态保护红线外 6794.9 —

4 讨 论

4.1 生态源地识别方法辨析

本研究分别使用了综合评估法和直接识别法判

定了阿克苏地区的生态源地。研究表明两种方法识

别的生态源地差异较大。两者差异其主要原因首先

在于概念的界定,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差异。概念界定

方面,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源地概念存在差异。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也
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概念,即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

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优先将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

持、防风固沙、海岸防护等功能的生态功能极重要区

域,以及生态极敏感脆弱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

化、海岸侵蚀等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34]。而本研

究的生态源地是生态安全格局中的概念,着重是考虑

用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效用,是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的区域[21-23]。两

者的共同点在于重视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水体保

持等。区别主要在于生态保护红线侧重对生态用地

本身的保护,保护的是生态功能,而生态源地的概念

结合了人的需求,更侧重各类生态系统为人类所能提

供的服务。因此,从生态源地概念与生态保护红线概

念间并不完全重合。概念差异从而导致两种识别方

法的结果存在显著的差异。直接定性的以生态保护

红线识别的结果不能代表生态源地。需要分析生态

源地概念,从生态系统服务出发,通过定量研究识别

生态源地。

4.2 潜在创新点与研究方向

本研究从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出发,使用定性和定

量两种方法识别生态源地,并创新阐明两种方法识别

结果之间的差异。未来研究中,可探索将综合评估法

识别的阿克苏地区的生态源地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结果相融合,共同识别阿克苏地区生态源地,构建科

学完善的生态安全格局。
本研究对识别干旱区脆弱、敏感生态系统的生态

源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与生态本底条件较好的

湿润区相比,干旱区独特的生态环境特征决定了其特

殊的生态基底,干旱区生态环境较好的绿洲区域同时

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活动区域。合理的划定生

态保护与生产生活之间的“缓冲地带”,首要任务是精

准识别生态源地。相较于单一的定量或定性分析均

无法全面、系统的划定生态保护源地,只有将保护生

态环境功能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结合,综合划定生

态源地才是建立切实可行的干旱区生态安全格局的

重要基础。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生态保护红线是其中重

要的一项,但对生态修复系统性研究仍需推进。以本

文为基础,未来工作中可从生态安全格局“生态源地

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战略点判别—网络

构建”的研究范式出发,构建干旱地区的生态安全格

局与生态修复网络。从国家层面印发实施的《关于划

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等,强调了对

重要生态功能的保护[34]。但目前规划中,更多的强

调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实现对国土空间的生态修

复[2],而对生态安全格局的整体把握和考虑仍然相对

欠缺。未来的规划体系中,可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划
定多层次生态修复网络,以完善对生态红线的补充。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定量识别的生态源地可作

为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基础,通过划定城市/区域层

面的生态修复网络,限制网络内的开发建设行为,并
辅以各类生态修复的政策和措施,不仅有助于国土生

态空间的整体保护和系统治理,也有助于从系统性、
协同性角度出发,处理生态修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权

衡关系。
另外,本研究借鉴了以往在研究中的东部生态环

境质量较高的发达地区生态源地识别方法,由于干旱

区的数据限制,使用这些方法对研究阿克苏地区存在

一些困难。受数据限制,目前选择了4类最重要的生

态系统服务指标,未来在数据逐步开放之后,可选择

更多的指标,完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与此同

时,指标间权重虽已经参考了较多前人的研究,但仍

然受主观影响较大,未来研究中可构建更为客观的权

重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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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本文选择直接识别法和综合指标法识别了新疆

阿克苏地区的生态源地。定性方法基于生态保护红

线,定量方法选择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方法。在上

述工作基础上,比较了两种方法得到的生态源地差异

已经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通过综合评估法,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识别的生态

源地面积为11433.6km2,占全区面积的8.9%。主

要分布在6条河流及其周边流域。生态源地最为集

中的是塔里木河流域以及和田河流域。生态源地较

为破碎的4个流域为渭干河流域、木扎尔特河流域、
阿克苏河流域、托什干河流域。通过直接识别法,基
于生态保护红线识别的生态源地分为7个区域,面积

为22746.8km2,占全区面积的17.7%,主要分布于

天山南麓和域内河流周边区域。
对比综合评估法和直接识别法的生态源地结果

发现,二者重叠区域面积为4638.9km2,不重叠区域

面积为6794.7km2,不重叠面积是重叠面积的1.46
倍,表明通过综合评估法和直接识别法识别的生态源

地有较大差异。在生态文明视角下,通过阐释概念差

异,将来的工作需要考虑如何将侧重满足社会需求的

生态源地与侧重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态红线相统一,应
选择综合评估法定量识别生态源地为主,以定性识别

生态源地为辅,综合划定生态源区,并提出潜在的规

划和政策建议,实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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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江西省水资源利用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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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江西省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从

水资源利用的定义出发,以水资源利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为潜在变量,选取相关的指标为观

测变量,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定量分析影响江西省水资源利用的因素。[结果]SEM较好地反

映了江西省水资源利用的基本情况,其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水资源利用,

表现为:经济发展(0.847)>社会发展(0.500)>生态环境(0.177),而水资源利用主要由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0.891)和人均水资源量(0.803)来反映。[结论]由于江西省水资源利用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综合各影响

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和程度,建议政府应当综合考虑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情况,建立良好

的节水机制,大力宣传节水措施,逐步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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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factorsaffectingwaterutilizationinJiangxiProvincewereanalysedtoprovide
theoreticalevidenceforsustainableutilizationofwater.[Methods]Basedonthedefinitionofwaterutilization,

waterutilization,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andecologicalenvironmentwereselectedaslatent
variables.Inaddition,astructuralequationmodel(SEM)wasestablishedtoquantitativelyanalysethe
factorsaffectingwaterutilizationinJiangxiProvince.[Results]SEMcouldreflectthebasicsituationofwater
utilizationinJiangxiProvince.Furthermore,inthemodel(SEM),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development
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laffectedwaterutilizationtovaryingdegrees,andeconomicdevelopment
(0.847)>socialdevelopment(0.500)>ecologicalenvironment(0.177).Besides,theutilizationofwater
wasmainlyreflectedbytheutilizationrateofwaterdevelopment(0.891)andwaterresourcespercapita
(0.803).[Conclusion]SincetheutilizationofwaterresourcesinJiangxiProvincewasaffectedbymany
factors,thegovernmentshouldcomprehensivelyconsiderthedifferentconditionsofwaterutilizationin
economicallydevelopedandunder-developedareas.Moreover,thegovernmentoughttoestablishagood
water-savingsystem,promotewater-savingmeasuresvigorously,increasetheutilizationrateofwatergradually,

andrealizethesustainableutilizationofwater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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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生产活动日益加剧的形

势下,水资源利用问题日益严峻。目前,对水资源的

定义是指地球上可利用或者可能被利用的且能满足

某一地区某一时间具体需求的水源。广义上的水资

源是指地球上水的总和[1-2],狭义的水资源是指与自

然界相关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可
利用又能逐年恢复和更新的淡水资源[3-4]。而水资源

利用是指通过开发各类水资源为居民提供符合质量

要求的地表水与地下可用水源以及各个居民使用水

的过程[5]。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

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等问

题,区域水资源利用已经引起政府和专家的关注[6]。
因此,分析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可以调节人类与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对实现水资源利用—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7-8]。随着对水资源利用的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

已经在水资源利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从水资

源利用影响因素方面:左其亭等[9]建立3个准则层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对九省区

的水资源进行综合评价。朱达等[10]从农业、工业、生
活和社会4个角度测算了省会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

率。此外,现有对水资源利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

产业结构、技术发展水平、农田水利设施等[11-12],但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也会对水资源利用产生影

响[13]。从研究尺度方面,张国兴和徐龙[14]、贺玉晓

等[15]从全国的尺度分析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时空分布

规律。刁艺璇等[16]、赵莺燕和于法稳等[17]从流域的

角度分析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并
提出 了 相 应 的 政 策 性 意 见。余 灏 哲 等[18]、熊 鹰

等[19]、高新才和殷颂葵[20]从城市群角度分析区域间

的关联程度进而分析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
为合理调控配置水资源提供参考依据。在研究方法

方面,目前分析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大多是数据包

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法[21-22]和

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SFA)
法[23-24],由于DEA法和SFA法通过投入和产出之间

的加权之比进而分析决策单元的利用效率,无需考虑

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
故难以揭示各潜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程度。
合理的指标体系应当兼顾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而结

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能
够考虑误差因素的影响,弥补了因子分析的缺点,可
以精确估计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25]。近

年来江西省水资源供需矛盾等问题日益突出,江西省

也面临着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因此,本文以

江西省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经济、社会和生态

3个方面对2019年江西省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位于我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处中

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属丰水区。全省共设有11个设区

市100个县(市、区),国土面积1.67×105km2,境内水

系发达,河流众多,拥有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境

内水系主要为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分别占97.7%和

2.1%,此外尚有243km2 面积属钱塘江及韩江流域诸

水系,境内长江水系中,鄱阳湖水系占主要部分,在江

西境内的面积达1.57×105km2,占江西省流域面积的

96.6%。2019年江西省水资源公报统计发现:全省年

平均降水量1556mm,总用水量2.53×1010 m3。
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在水资源利用中仍存在不足,如水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水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
水资源空间分布差异较大,降水量较丰沛、过境水量

较丰富,但调蓄水量能力较低等问题[26]。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对比,综合考虑江西省水资源

利用的实际问题,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与指标选取的

全面性与科学性等原则,同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

果[27-31],从水资源利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4个方面选取了15个观测变量(表1)。综合考虑

2019年江西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同时为消除各潜在变量指标

之间量纲的差异,对原始数据统一进行以10为底的

log函数转换处理。

2 研究方法

2.1 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不能直接观察的变量为潜在

变量,可以直接观察的变量为显变量[32]。该模型由

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结构模

型,主要用路径关系图来描述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

〔公式(1)〕;第二部分是测量模型,主要描述测量指标

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公式(2)—(3)〕。

   η=Bη+Γξ+ζ (1)

   X=ΛXξ+δ (2)

   Y=ΛYη+ε (3)
式中:η,ξ分别为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B,Γ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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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系数;ζ 为残差项;X,Y 分别是外生潜变量和

内生潜η 的观测变量;ΛX,ΛY 分别表示观测变量对

潜在变量ξ和η 之间的关系;δ,ε分别为X 和Y 的

误差项。
数据处理与建模在SPSS22.0和AMOS22.0软

件中完成。

表1 水资源利用影响因子及其来源

潜变量 观测变量  选取依据     数据来源     
单位面积水资源量A1 反映水资源量的大小 2019年水资源公报和水文年鉴

水资源总量A2 反映每一用水人口平均每天的生活供水量 2019年水资源公报和水文年鉴

水资源利用Y1 人均拥有水资源量A3 反映流域或区域用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率 2019年水资源公报和水文年鉴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A4 反映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 2019年水资源公报和水文年鉴

产水系数A5 反映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地区生产总值的用水量 2019年水资源公报和水文年鉴

国民生产总值B1 反映区域经济状况 2020年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Y2
农林渔牧总产值B2 反映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 2020年统计年鉴

人均GDPB3 反映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 2020年统计年鉴

工业总产值B4 反映区域一定时间内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 2020年统计年鉴

人均耕地面积C1 反映耕地的保障情况 2020年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公报

社会发展Y3 人口密度C2 反映区域人口压力 2020年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公报

城市化水平C3 反映社会发展总体水平 2020年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公报

生态环境用水率D1 反映生态系统与水资源利用的关系 2020年江西省环境年鉴

生态环境Y4 COD环境容量D2 反映区域内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容量 2020年江西省环境年鉴

氨氮环境容量D3 反映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最大容量 2020年江西省环境年鉴

2.2 模型构建

结合研究区相关特征和已有的研究,本文总结了

省域尺度下对水资源利用影响较大的3类因素:①经

济发展。水资源利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水资源可以支撑区域经济的发展,水资源利

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与经济发展的快慢。因此,
经济发展可能直接影响水资源的利用[33]。②社会发

展。近年来江西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省通过改

革促进社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区域的实

际情况,通过增加第三产业的份额来提高居民收入,
针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区更是因地制宜调整作物的

种植面积和空间布局,合理控制区域的人口密度,加
快城市化进程,因此,社会发展也可能直接影响水资

源的利用[34]。③生态环境。江西省拥有我国第一大

淡水湖鄱阳湖,在水资源治理和保护方面对鄱阳湖流

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合
理调节鄱阳湖的水资源,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通过

提高生态用水的调蓄能力和合理配置水资源的功能

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故生态环境也可能对水资源产

生不容忽视的影响[35]。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江西省区域特征,提出以下

3项研究假设:假设1,社会发展综合指标对水资源利

用综合指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经济发展综合

指标对水资源利用综合指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3,生态环境综合指标对水资源利用综合指标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基于此,建立江西省水资源利用影响因

素相互关系的概念模型,该模型包含4个潜在变量以

及15个观测变量。综合运用Cronbach’s和Bartlett’s
球形检验、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拟合优度指数

(GFI)、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规范拟合指数

(NFI)、递 增 拟 合 指 数 (IFI)、Tucker-Lewis指 数

(TLI)、比 较 拟 合 指 数(CFI)、精 简 正 规 拟 合 指 数

(PNFI)、精简拟合优度指数(PGFI)等指标对所构建

的模型进行信度检验[32]。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据处理与信度分析

应用SPSS22.0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信度分析,
通过Cronbach’s系数检验4个潜在变量的信度,结
果详见表2。水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潜在变量的 Cronbach’s分别为0.786,0.678,

0.799和0.615,绝对值均大于0.6,说明该数据有较好

的信度;Bartlett’s球形检验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各观测变量具有良好的效度[32]。

3.2 模型运算

根据江西省100个县(市、区)统计后的数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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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MOS22.0软件对构建的水资源利用影响因素初

始模型进行拟合,得到初始模型见图1。从显著性与

相关性来看,经济发展综合指标路径系数较不合理,
不利于模型的优化,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从表

3中初始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模型各参数未达到评

判标准[36],拟合效果一般,因此需要对初始模型进行

修正。模型校正包括对参数合理性和适配性的修正,
而模型拟合的参数越好并不代表模型的结果就越好,
需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修正,这样模型不仅有

统计学的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多次的修

正与拟合,最终得到修正模型(图2)和拟合指标表(表

3),修正后的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均在标准范围之内,
模型拟合度较好,潜在变量的效度和信度也符合

要求,整个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各变量之间的相互

关系。

表2 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潜变量 观测变量 Cronbach’sBartlett’s球形检验

单位面积水资源量A1

水资源总量A2
水资源利用
综合指标Y1

人均水资源量A3 0.786 704.443(p<0.001)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A4

产水系数A5

国民生产总值B1
经济发展

综合指标Y2
农林渔牧总产值B2

0.729 242.767(p<0.001)人均GDPB3
工业总产值B4
人均耕地面积C1

社会发展
综合指标Y3

人口密度C2 0.799 237.066(p<0.001)
城市化水平C3
生态环境用水率D1

生态环境
综合指标Y4 COD环境容量D2 0.615 279.815(p<0.001)

氨氮环境容量D3

注:e1—e15为15个观测变量编号。下同。

图1 江西省水资源利用影响因素分析初始模型

表3 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拟合指标

指数 评判标准
初始模型
拟合结果

修正模型
拟合结果

Cmin/DF 1~3(越小越好) 4.738 1.778
绝对拟合

指 数 GFI >0.9(>0.8可接受) 0.670 0.804
RMSEA <0.1 0.193 0.089

NFI >0.9(>0.8可接受) 0.733 0.900
相对拟合

指 数
IFI >0.9 0.777 0.953
TLI >0.9 0.723 0.936
CFI >0.9 0.774 0.952

精简指数 PNFI >0.5 0.598 0.668
PGFI >0.5 0.483 0.537

3.3 模型结果与分析

从修正模型图2和拟合指标表4来看,在构建模

型时3个假设均成立。在有显著相关性的前提下,结
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变量间的影

响程度越大[32]。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

态环境对水资源利用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标准

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47,0.500和0.177,表明江西省

水资源利用主要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管理水平逐渐越高,在资金

充足的情况下更有条件减少资源的浪费[6]。此外,生
态环境对水资源利用的路径系数较低,说明生态环境

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较小,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江西

省生态环境趋好。
水资源利用的5个观测变量都会对水资源利用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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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利用率(0.891)>人均水资源量(0.803)>水

资源总量(0.713)>单位面积水资源量(0.663)>产水

系数(0.489)。江西省属丰水区,水资源总量丰富,全
省用水总量和控制指标完成情况较好,且近年来全省

大力投入节水改造工程,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业节

水和城镇居民生活节水来逐步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

率,这些都为提高全省水资源利用效率打下良好的

基础。

图2 江西省水资源利用影响因素标准化修正模型

  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均有极显著(p<0.01)的
正向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47。影响程度由

高到低依次为:农林渔牧总产值(0.930)>工业生产

总值(0.879)>国民生产总值(0.792)>人均 GDP
(0.577)。近年来江西省通过不断改革经济发展模

式,优化三产结构,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逐步提

高第三产业的占比。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林渔牧

总产值占比较高,农业用水量也相对较高,水资源浪

费现象较严重,全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

0.509,远低于发达国家0.8的平均水平,且现阶段较

少运用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和灌溉耕作技术,农民节

水意识不强,这也是影响水资源利用的原因。此外,
随着江西省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用水量逐年增

加,提高工业用水利用效率不仅可以提高工业总产

值,也为保证未来江西省水资源利用提供保障[37]。
社会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有显著(p<0.05)的正向

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00。影响程度由高到低

依次为:人均耕地面积(0.992)>人口密度(0.905)>城

市化水平(0.765)。江西省水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耕

地灌排设施布局凌乱,土质渠道较多,基础设施的落后

影响了耕地的灌溉与排水,进而影响耕地的利用,这也

是人均耕地面积影响最大的直接原因。此外,在加快

城市化进程中,也要合理控制人口密度,这样既可以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也可以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38-39]。

生态环境对水资源利用有显著(p<0.05)的正向

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77,生态环境对水资源

利用的影响最小。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环

境用水率(0.929)>氨氮环境容量(0.681)>COD环

境容量(0.603)。近年来江西省生态环境发展较好,
在逐步加大污水处理设施的同时严格控制污水排放

标准,开发利用新技术,这也是生态环境路径系数较

低的原因。

表4 江西省水资源利用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拟合结果

路径 标准化系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Y2→Y1 0.847*** B2→Y2 0.930***

Y3→Y1 0.500** B3→Y2 0.577***

Y4→Y1 0.177** B4→Y2 0.879***

A1→Y1 0.663*** C1→Y3 0.992***

A2→Y1 0.713*** C2→Y3 0.905***

A3→Y1 0.803*** C3→Y3 0.765***

A4→Y1 0.891*** D1→Y4 0.929***

A5→Y1 0.486*** D2→Y4 0.603***

B1→Y2 0.792*** D3→Y4 0.681***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 论

(1)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对水资源利

用都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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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0.847)>社会发展(0.500)>生态环境(0.177)。
(2)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程度由大到

小依次为:农林渔牧总产值(0.930)>工业生产总值

(0.879)>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0.792)> 人 均 GDP
(0.577)。

(3)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人均

耕地面积(0.992)>人口密度(0.905)>城市化水平

(0.765)。
(4)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生态

环境用水率(0.929)>氨氮环境容量(0.681)>COD
环境容量(0.603)。

由于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不同尺

度范围内其影响因素都会发生改变,本文选取江西省

100个县(市、区),研究结果可以为南方丰水区水资

源利用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4.2 讨 论

(1)建立良好的节水机制,减少对水资源的无效

投入。一方面增加水产养殖与水利方面的投入和利

用,另一方面应当保护好当地的水资源,逐步加强对

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40]。积极响应国家建立节水型

社会的号召,建立节水型社会是提高江西省用水效

率、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等问题的最好途径;当区域

水资源相对丰富时,人民的节水意愿与采取节水措施

可能性会相对较低,这样不仅会降低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也会加剧水资源浪费[41],应当学习国内外先进的

水资源管理知识与经验以此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2)综合考虑不同地区水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

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应当加强对生产设备、供水水利

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在供水

与节水方面投入力度相对有限,水资源利用方式较发

达地区会更加粗放,整体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会较

低[16],应当加大对节水设备的投入,提高居民的节水

意识逐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
(3)提高政府宣传节水措施的力度,普及人民的

节水意识,让居民意识到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此外

还可以在符合江西省发展的前提下,合理规划江西省

水资源利用的内容与方向,结合实际情况从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3个方面综合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
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基于某一时间点的

现状数据,但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过程,随着数据的变化结构方程模型也会随之变

化。在数据量充足的情况下,应当收集不同时期的数

据,建立不同时期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可
以使结果更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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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棉田原位高光谱数据的土壤pH值
反演与制图研究

蔡海辉,彭 杰,柳维扬,罗德芳,王玉珍,白建铎,白子金
(塔里木大学 植物科学学院,新疆 阿拉尔843300)

摘 要:[目的]研究快速、准确大面积监测农田土壤pH值,为大面积土壤改良和实现农田精细化管理提

供科学支持。[方法]以南疆阿拉尔市十二团棉田为研究区,采用网格采样法采集231个样点的原位高光

谱数据,并同步采集其中116个样点的土壤样品;分析了原位高光谱反射率数据经不同预处理模式后的光

谱数据与土壤pH值的相关性;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支持向量机回归和随机森林3种建模方法分别建立

了土壤pH值的高光谱反演模型,根据模型评价指标优选出最优模型对未采集土壤样点的pH值进行反演

制图。[结果]反射率经微分处理后可有效改善其与土壤pH值的相关性;反射率二阶微分的随机森林模

型为所有模型中的最优模型,其验证集的R2 为0.87,RMSE为0.04,RPD为2.53;最优模型反演的pH值

数据插值所得数字图与实测pH值插值图的空间分布特征高度吻合,能客观反映土壤碱化的空间分布状

况。[结论]随机森林模型为原位反演南疆棉田土壤pH值的最优模型,克里金插值能够客观可视化表达

研究区土壤pH值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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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sionandMappingofSoilpHValveBasedon
In-situHyperspectralDatainCottonfield

CaiHaihui,PengJie,LiuWeiyang,LuoDefang,WangYuzhen,BaiJianduo,BaiZijin
(CollegeofPlantScience,TarimUniversity,Alaer,Xinjiang843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RapidandaccuratemonitoringoffarmlandsoilpHvaluewereexploredforlarge-scale
soilimprovementandachievingfinemanagementoffarmland.[Methods]Thecottonfiledsofthe12th
regimentatAlarCityintheSouthofXinjiangUygurAutonomousRegionwereselectedasthestudyarea,

andcollectedin-situhyperspectraldataof231samplepointsbygridsamplingmethodandcollectedsoil
samplesat116samplingpointssimultaneously.Thecorrelationbetweenin-situhyperspectralreflectancedata
afterdifferentpretreatmentmodesandsoilpHvaluewasanalyzed.Partialleastsquaresregression,support
vectormachineregressionandrandomforestwereusedtoestablishthehyperspectralinversionmodelofsoil
pH,respectively.Accordingtothemodelevaluationindexes,theoptimalmodelwasselectedandusedfor
inversionandmappingofthepHvalueoftheuncollectedsoilsamplepoints.[Results]Thereflectanceafter
thedifferentiatreatmentcouldeffectivelyimproveitscorrelationwithsoilpHvalue.Therandomforest
modelwithsecond-orderderivativeofreflectancewastheoptimalmodelamongallmodelswithR2of0.87,

RMSEof0.04,andRPDof2.53ThedigitalmapinterpolatedbythepHvalueofoptimalmodelinversionwas



highlyconsistentwiththe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actualmeasurementpHvalue,which
couldobjectivelyreflectthespatialdistributionofsoilalkalinization.[Conclusion]Therandomforestmodel
istheoptimalmodelforin-situinversionofsoilpHvalueincottonfieldsinSouthXinjiangUygurAutonomous
Region,andKriginginterpolationcouldobjectivelyvisualizethesoilpHvaluedistributioninthestudyarea.
Keywords:soilpHvalue;in-situhyperspectral;randomforest;digitalmapping;cottonfield;AlarCity,Xingjiang

WeiAutonomousRegion

  由于受农业灌溉、蒸降比、地下水矿化度等因素影

响[1],新疆土壤碱化状况不容乐观。2015年中国地质

调查局资料表明,近40a来,中国有近2.67×107hm2

耕地土壤碱化状况加剧,约占耕地面积的23%,土壤

pH值上升了0.6左右。pH值是土壤酸碱化的重要

评价指标,土壤碱性越强所对应的pH 值越大,土壤

越容易表现出板结、透气性差等现象,从而降低植物

根系对养分的吸收效率[2-4],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
为更好防治农田土壤碱化,提高农田作物产量、提升

作物品质,需要对农田中土壤pH值的分布状况进行

持续监测。但传统野外采样并进行室内化学分析的

方法不能实时、快速获取土壤pH值在农田中的分布

信息,随着高光谱技术的不断发展,可通过建立土壤

pH值与土壤反射率反演模型实现土壤pH值信息的

快速准确获取[5],为农田土壤改良、精准农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6]。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使用高光谱数据预测土壤属

性方面有大量研究成果,如李诗朦等[7]使用室内光谱

数据预测呼伦贝尔草原的电导率和pH值,使用支持

向量机回归建模R2 大于0.90,RPD大于3.00,具有

较好的预测能力;徐驰等[8]研究发现使用室内高光谱

数据反演内蒙古河套灌区的地表土(0~5cm)的pH
值与含盐量是可行的,模型预测效果良好,R2 在0.95
以上;Miles等[9]通过使用室内光谱数据反演土壤中

的速效磷与pH值后,认为未来光谱分析可能会取代

传统化学分析对土壤属性信息进行获取。虽然室内

光谱可以减少土壤水分、土壤质地和一些环境因素对

光谱测量与土壤属性预测精度的影响[7],但由于其对

野外采集的土壤样品进行预处理后才能测定土壤光

谱反射率,需要耗费一定时间因而不能对土壤属性进

行快速实时监测,因此一些学者对使用野外实测光谱

数据预测土壤属性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翟茂

彤[10]、乔娟峰等[11]利用野外光谱数据成功反演了鄱

阳湖和阜康地区的有机质含量;贾科利等[12]使用偏

最小二乘回归建立土壤pH值预测模型的拟合度R2

达0.93,王凯龙等[13]建立的土壤pH值预测模型R2

为0.90,RPD为2.65,他们使用野外实测光谱数据都

较好预测了当地土壤的pH 值。这些研究都证实了

采用野外实测光谱预测土壤属性是可行的。

数字土壤图通常利用栅格的方式来详尽表达土

壤属性的空间变化,是一种新兴的、有效的表达土壤

属性空间信息的方法[14-15],如廖琪等[16]、Brian等

等[17]使用克里格插值方法分别获取了其研究区的土

壤有机质、pH 值空间分布图,但利用田间原位高光

谱数据反演土壤pH 值并制图的研究还较为少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南疆阿拉尔市十二团棉田土壤

为研究目标,通过野外原位间隔采集光谱数据、土壤样

品与室内化学分析,结合偏最小二乘回归、支持向量机

回归、随机森林3种建模方法,筛选最优模型反演研究

区土壤pH值并使用普通克里格插值制作土壤pH值

分布图,为南疆土壤碱化研究与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新疆阿拉尔市十二团,其中心地理坐

标为东经81°19'05″,北纬40°29'20″,地处南疆中部,
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位于塔里木河上游。年均

降水量约为47mm,年均蒸发量约为1988mm,年
平均气温为10.8℃,年均日照时长约为2700h,属
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研究区内土壤以砂土和砂

壤土为主,依靠膜下滴灌提供作物生育期内所需水

分,每年冬春季节都要进行大水漫灌。研究区地势西

高东低,灌溉入水口在地势较高处。在阿拉尔市十二

团选取能代表当地管理水平且具有一定程度碱化的

棉田作为研究区。

1.2 土壤样品采集与测定

土壤样品采集于2018年11月3—4日,采样点

远离路边、地边,采用网格布点法均匀分布于研究区

内,样点间隔为20m,去除表面覆盖的植物残留物、
石块等影响光谱反射率的杂物后,采集较为平整、没
有明显水分聚集的土壤表面光谱反射率信息。每行

采集21个样点原位高光谱数据并间隔采集0—20cm
深度的棉田土壤,在8hm2 面积内采集11行共计231
个样点原位高光谱数据及其经纬度信息,并同步采集

其中116个样点的土壤样品,建立原位高光谱数据和

土壤pH值的反演模型,并利用最优反演模型预测未

采集土壤样品的115个样点的pH值,结合实际测定

的土壤pH值进行插值制作研究区土壤pH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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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集所得土样带回实验室风干研磨后过2mm筛,
使用土水比为1∶2.5土壤浸提液测定土壤pH值[18]。

1.3 原位光谱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使用美国SR-3500型地物光谱仪采集光谱数

据,其波长范围为350~2500nm,在波长区间分别

为350~1000nm,1000~1900nm和1900~2500
nm时,光谱分辨率分别为3.5,10和7nm,数据重采

样间隔为1nm。使用具有内置光源的光纤手柄采集

土壤原位光谱数据,将土壤表面的植物残体、残膜、石
块等杂物清除干净后,仪器探头紧贴地面测量,每个

样点重复测量10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样点原

位光谱数据。每个样点在测量前都要清理手柄的镜

面,每10个样点进行1次白板校准。为了便于描述,
将此方法采集的光谱数据简称为“原位数据”。根据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去除噪声较大的350~399nm,

2401~2500nm波段[19-20],采用Savitzyk-Golay平

滑滤波去除光谱噪声后[21],使用Excel和 TheUn-
scramblerX10.5.1软件对原始反射率(R)进行倒数

(1/R)、对数(lgR)、倒数对数lg(1/R)、面积归一化

(AN,areanormalization)、峰 值 归 一 化 (MAN,

maximumnormalization)、多 元 散 射 校 正 (MSC,

multiplicativescattercorrection)、一阶微分(FDR,

firstderivative)、二阶微分(SDR,secondderivative)
等9种数据预处理。

1.4 建模方法及评价指标

将土壤pH值进行升序排列,取每3个相邻样本

的中间样本的集合为验证集,其余三分之二为建模

集,即78个样本用于建模,38个样本用于验证。建

模方 法 为 偏 最 小 二 乘 回 归 (PLSR,partialleast
squaresregression)、支持向量机回归(SVMR,sup-
portvectorregression)、随机森林(RF,randomfor-
est)3种,其 中 PLSR 与 SVMR 建 模 在 TheUn-
scramblerX10.5.1软件中实现,RF建模在Rstudio
中实现。

PLSR集中了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线性

回归分析的优点,解决了数据间多重共线性、样本数

少于变量数的问题,因而成为了普遍使用的一种线性

模型[22]。

SVMR方法是一种通过一个非线性映射,把样

本空间映射到一个高维的特征空间中,使得在样本空

间中的非线性可分问题转化为在特征空间中的线性

可分问题的机器学习算法[22]。SVMR方法的关键在

于核函数,结合相关文献[23-24],本研究选取RBF函数

为其核函数,根据模型交叉验证最优效果及模型稳定

性确定惩罚系数C 和Gamma的值。

RF是使用随机方式建立一个具有许多且没有

关联的决策树的森林,从 N 个样本中随机选取n 个

样本用于构建回归树,当有样本输入时都要经过每棵

分类决策树决策分类,投票最多的一类作为最终分类

结果,在进行回归预测时,预测值为所有回归树输出

结果的平均值。根据模型稳定性及较高预测效果,并
经多次建模验证,确定决策树个数及其余参数设置。

模型稳定性及精度评价指标为决定系数(R2)、
均方根误差(RMSE)、相对分析误差(RPD)。针对

RPD而言,当RPD<1.5时模型无法对样品进行预

测,当1.5≤RPD<2.0时表明模型只能粗略估测样

品中高含量和低含量部分,当2.0≤RPD<2.5时表

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当2.5≤RPD时模型具

有很好的预测能力[21]。选择R2 和RPD大、RMSE
小的模型作为最优模型,进行进一步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pH值描述性统计

表1为建模集与验证集土壤pH 值数据统计特

征,由表1可知,116个供试样本pH 值的最大值为

8.09,最小值为7.48,平均值为7.77,标准差0.12,变
异系数为1.54%,根据新疆土壤分析[25]中pH 值分

级标准,6.50≤pH<7.50为中性;7.50≤pH<8.50为

碱性;pH值≥8.50为强碱性,变异系数是衡量数据

间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其可以用于表示样品的离散程

度,当Cv<10%时为弱变异性;当10%≤Cv≤100%
时为中等变异性;当100%<Cv 时为强变异性[26]。
研究区土壤pH值介于7.50~8.50之间,变异系数为

1.54%,为弱变异性的碱性土壤。

表1 建模集与验证集土壤pH值数据统计

数据集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建模集 78 7.48 8.09 7.77 0.12 1.57
验证集 38 7.50 7.99 7.77 0.11 1.44
样 本 116 7.48 8.09 7.77 0.12 1.54

2.2 不同pH值的土壤光谱特征分析

图1为将116个土壤样品的pH 值升序排列

均分为3类后(分别为7.48≤pH≤7.71,7.72≤pH≤
7.82,7.83≤pH≤8.09)计算各类野外原位高光谱反

射率数据平均值,所得到的土壤样品反射率曲线。从

图1可以看出在400~988nm波段内不同pH值的

土样光谱反射率曲线差异较小;在989~2400nm波

段范围内,相同波长条件下土壤pH值越大所对应的

光谱反射率也越大,说明在pH值为7.48~8.09范围

内土壤的光谱反射率与土壤pH值呈正相关,即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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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pH值范围内,在同一波长下随着土壤pH值的增

大,反射率也随之增大;在1450,1940,2200nm附近

存在3个明显的特征吸收谷,参照相关学者研究结果,

1450和940nm是水分吸收谷[27-28],2200nm附近是

用于判断黏土矿物存在的特征谷[29],在这些吸收谷附

近的土壤反射率明显降低,研究区土壤反射率最大值

为27.70%。土壤质地、土壤含水量、环境杂散光是导

致土壤光谱反射率数据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27],这些

因素也将影响光谱数据的建模和验证精度。

图1 不同pH值范围土样反射率均值曲线

2.3 土壤pH与土壤光谱数据相关分析

经建模结果验证,选择建模及验证效果较好的

R,lgR,1/R,FDR,SDR5种数据形式进行后续分

析。图2为在波长400~2400nm间,将土壤pH值

与原位高光谱数据及其4种数据变换形式进行相关

分析所得的相关系数曲线。由图2可知土壤pH 值

与R,lgR 在400~745nm呈负相关关系,与1/R 成

正相关关系,而在746~2400nm 波段则相反,R,

lgR 与土壤pH值的相关性系数曲线几乎一致。R,

lgR,1/R 的最大相关系数均位于1965nm处,分别

为0.25,0.24与-0.23,FDR,SDR的最大相关系数

分别位于1942nm,636nm处,分别为0.45,-0.43。
土壤pH值与R,1/R,lgR,FDR,SDR的相关系数达

显著性的波段总数分别为421,395,420,819,670个,

FDR,SDR变换可以大幅度提高土壤pH 值与光谱

数据相关性,但由于其与土壤pH值的相关性缺乏规

律,需要对光谱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充分挖掘光谱

信息才能取得好的建模及预测效果。原位高光谱数

据经倒数、对数转换后对于改善光谱与土壤pH值相

关性作用不大,对反射率进行一阶微分、二阶微分转换

可以明显提高光谱与土壤pH值的相关性和相关系数

达显著性的波段总数,其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45比原

始反射率提高了0.20左右,但相对于一阶微分变换,
二阶微分的相关系数分布更为均匀,使用二阶微分建

模可能会取得更好的建模效果。

图2 土壤pH值和光谱反射率不同转换形式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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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pH值反演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以土壤pH值为因变量,所对应原位高光谱反射

率数据为自变量,采用3种建模方法结合5种数据形

式建立反演模型。建模集与验证集pH 值数据详见

表1。表2为建立的3种模型的精度对比统计。由表

2可知,微分数据在支持向量机回归建模,随机森林

建模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偏最小二乘回归建

模时的建模和预测效果较差。相较于微分数据,3种

建模方法在使用反射率倒数、对数建模时的建模与验

证效果都不太理想。偏最小二乘回归建模中反射率

倒数的建模效果最好,建模集的R2 为0.25,RMSE
为0.11,验证集R2 为0.43,RMSE为0.09,RPD为

1.26,支持向量机回归建模中一阶微分的建模效果最

好,建模集R2 为0.75,RMSE为0.08,验证集R2 为

0.36,RMSE为0.09,RPD为1.22,但这两者验证集

的R2 和RPD值较小、RPD均小于1.4,无法对样本

进行预测。随机森林中最优反演模型的建模集R2 为

0.86,RMSE为0.04,验证集 R2 为0.87,RMSE为

0.04,RPD为2.53(2.5≤RPD<3.0)模型具有极好的

预测能力。相较于PLSR模型、SVMR模型,RF模

型的精度,预测能力均最好,因此选择RF模型为最

优模型,对未采样的样点进行反演与制图研究。

2.5 土壤pH值空间分布数字制图

基于对前文的分析,选取随机森林模型作为反演

模型,对只采集原位光谱信息而未采集土壤样品

的115个样点进行反演并制作研究区土壤pH值分布

图。为进一步验证田间原位光谱的建模精度,将未采

集土壤样品样点的原位高光谱数据进行Savitzyk-
Golay平滑和SDR数据处理后使用随机森林模型进

行反演土壤pH 值。克里格插值是地统计学的主要

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估计未采样位置属性值的最优无

偏估计方法,是土壤属性制图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插值

方法。图3为使用随机森林模型模拟的土壤pH 值

数据和实测土壤pH 值数据分别进行普通克里格插

值得到的研究区土壤pH值插值图。

表2 不同土壤pH值模型精度对比

建模方法 数据集
建 模

R2 RMSE

验 证

R2 RMSE RPD
R 0.29 0.11 0.28 0.10 1.12
1/R 0.25 0.11 0.43 0.09 1.26偏最小二

乘回归
(PLSR)

lgR 0.31 0.10 0.41 0.09 1.21
FDR 0.25 0.11 0.03 0.11 1.00
SDR 0.14 0.12 0.09 0.12 0.92
R 0.65 0.10 0.22 0.10 1.10
1/R 0.63 0.10 0.28 0.12 0.94支持向量机

回归
(SVMR)

lgR 0.60 0.10 0.26 0.10 1.09
FDR 0.75 0.08 0.36 0.09 1.22
SDR 0.73 0.07 0.28 0.10 1.13
R 0.84 0.06 0.80 0.07 2.11
1/R 0.82 0.05 0.81 0.05 2.23

随机森林
(RF) lgR 0.84 0.06 0.80 0.07 2.30

FDR 0.86 0.04 0.86 0.05 2.45
SDR 0.86 0.04 0.87 0.04 2.53

图3 研究区土壤pH值模型模拟插值与实测数据对比

  由图3可知,模型模拟的土壤pH值数据插值图

与实测土壤pH 值数据插值图中土壤pH 值的分布

特征高度吻合,都表现为土壤pH值在东西方向上总

体呈现逐步减小趋势,南北方向上呈现逐步增加趋

势。研究区内土壤pH 值分布状态为高值部分呈片

状集中在研究区东部,低值部分成片集中在研究区的

中西部,低值地带和高值地带间有较为明显的缓冲

带,出现这种规律可能是因为研究区地势西高东低,
在进行冬灌、春灌洗去土壤盐分时,使得土壤中交换

性Na+随水流原因被土壤胶体吸附导致东北区域土

壤碱性增强,而表现出土壤pH值增加所造成的。研

究区选取的是最接近当地生产管理水平的田块,属于

轻微碱化,说明该地区土壤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碱化

现象,因此研究该地区的土壤pH 值的空间分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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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对于精准改良当地的土壤酸碱度,提升作物产量

有重要意义。对使用实测pH 值与模型模拟pH 值

得到的插值图进行预测误差分析,结果见表3。预测

误差、均方根误差、平均标准预测误差越小说明预测

效果越好,均方根预测误差越接近于1越好[28]。由

表3可知,实测pH值预测误差与模拟pH值预测误

差相近,都达到了较好的插值效果,说明使用野外原

位光谱预测土壤pH值是可行的。

表3 普通克里格插值预测土壤pH值误差分析

指 标   
预测
误差

均方根
误差

平均标准
预测误差

均方根
预测误差

实测pH值数据 0.0001 0.1944 0.0935 0.8001
模型模拟pH值数据 -0.0001 0.1736 0.0738 0.8311

3 讨 论

土壤pH值是衡量土壤酸碱化程度最重要的指

标之一,使用田间原位高光谱数据对土壤pH值进行

反演并制作土壤pH 值分布图,可为土壤养分利用、
实现精准农业的实时快速检测提供一定的科技支

撑[15,30]。文中对不同数据转换形式的光谱数据与土

壤pH值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反射率数据

经微分变换后与土壤pH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能为

建立预测模型提供更多信息,这也与李阳等[19]、李诗

朦等[7]、魏雨露等[31]研究结果一致。微分数据在

SVMR,RF建模中都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也验证了这

一点,但微分数据会放大噪声的干扰,同时也易引进

无关因素进而影响建模精度[32],如张芳等[5]、彭杰

等[33]使用微分数据建模的效果不如实测光谱。本文

使用RF模型预测土壤pH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
郭鹏等[34]、张振华等[35]研究结果一致。不少研究证

实RF在噪声较大、数据量少时仍能建立准确且可靠

的模型,其具有处理定量和定性数据的能力,在数字

土壤制图中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力[36-37]。正是由于

随机森林具有较强的抗拟合能力及其对高维数据极

强的处理能力[38],本文在使用其与原位高光谱数据

的微分建立的反演模型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PLSR
在处理线性回归时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还能解决数

据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对于非线性数据的拟合能

力较低,SVMR适用于小样本的非线性数据建模,但
当数据集的噪声过大甚至是成为支持向量时使用

SVMR预测可能会取得较差的结果[39],因原位高光

谱数据量大且含有土壤水分信息与其他干扰因素,所
以本文使用PLSR,SVMR建模效果不如RF模型。
与室内光谱反演土壤属性数据相比,田间原位光谱可

以节省室内测定时间,得到更接近实际的土壤属性数

据,实现土壤属性的快速、实时检测。原位光谱数据

易受环境因素、土壤类型等因素影响,且土壤pH 值

在近红外波段属于间接预测,本文建立的预测模型精

度不如李诗朦等[7]、魏雨露等[31]的高。建立的模型

受地域、土壤类型等影响较大,在不同的地区应用需

建立相应的原位光谱库,进而为精准农田的实现提供

一定的技术支持。

4 结 论

本文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新疆阿拉尔市十二

团研究区土壤pH 值的原位高光谱反演模型并利用

普通克里格插值方法制作研究区土壤pH值插值图,
着重讨论了4不同数据预处理方式结合3种建模方

法对于提高建模及验证精度的帮助,确定了使用二阶

微分数据预处理后的随机森林反演模型为最优模型。
(1)原位高光谱反射率数据与土壤pH值在746

~2400nm波段呈正相关关系、400~745nm波段呈

负相关关系,在1856~2400nm相关关系达显著性

水平,相关系数在1965nm处达最大值为0.25。
(2)相较于偏最小二乘(PLSR)、支持向量机

(SVMR)建模,使用5种数据形式进行随机森林建模

都能取得好的建模及验证效果(RPD均大于2.00)。
对于不同数据变换来说反射率数据经一阶、二阶微分

变换后使用支持向量机回归(SVMR)、随 机 森 林

(RF)建模都可以取得较好的建模效果,但支持向量

机的模型验证效果较差(R2 为0.36,RPD为1.22,

RPD小于1.40无法预测土壤pH值),随机森林模型

验证效果较好R2 达0.87,RPD达2.53,能极好的反

演未采样点的土壤pH值。
(3)分别利用模型模拟数据和实测数据进行普

通克里格插值制作研究区土壤pH值插值图,模型模

拟数据插值图与实测数据插值图中土壤pH 值的分

布特征相一致,说明田间原位高光谱测量手段可以实

现土壤pH值空间分布信息的实时快速获取,同时也

能为农田碱化防治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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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模型在市县级水源涵养功能评价中的应用
———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

陈德权1,兰泽英2,陈晓辉2,李玮麒2,周 园1,唐 玲1,汪润芝1

(1.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220;2.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520)

摘 要:[目的]评估InVEST模型应用在市县级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的适用性,探析以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且高度城市化的广东省广州市水源涵养服务时空变化特征与区域差异,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与恢复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对比分析法分别评估InVEST水源涵养评估模型

与相关指南———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推荐模型在区域水源涵养服务

相关结果评价中的精确性,并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2013—2017年广州市的水源涵养服务时空分异

特征。[结果]① 基于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评估结果精度高,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同样

符合要求。②广州市水源涵养总量呈现先升后降,总体保持一定增长的态势,高值集中在水域和东北部多

林地区域,低值集中在城市中心建成区。③区域整体水源涵养功能提升,但不同行政区划和地类存在差异,

行政区中海珠区、番禺区和荔湾区提升较大;地类中耕地和建设用地有所提升,林地基本不变,而草地有所

减弱。④各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分区面积比例接近,但各分区内部不同地类比例存在差异。[结论]①基

于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相比指南模型准确性更高,在规划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②广州市水

源涵养量空间分异明显,2013—2017年整体水源涵养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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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InVESTModelinEvaluationofWaterConservation
FunctionatCityandCounty-level

-ACaseStudyinGuangzhouCity,GuangdongProvince

ChenDequan1,LanZeying1,ChenXiaohui2,LiWeiqi2,ZhouYuan1,TangLing1,WangRunzhi1

(1.ResearchCentrefortheMarineDevelopmentandPlanningofGuangdongProvince,Guangzhou,

Guangdong510220,China;2.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5105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applicabilityoftheInVESTmodelintheevaluationoftheimportanceofwater
conservationfunctionsatthecityandcountylevelwasassesssed,andthe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and
regionaldifferencesofwaterconservationservicesinGuangzhouCity,GuangdongProvincewasanalyzed,in
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regionalsocio-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formulationofecological
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policies.[Methods]Usingcomparativeanalysism,theaccuracyof
InVESTwaterconservationevaluationmodelandrelatedguidelines(TechnicalGuideforCarryingCapacity
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ndSuitabilityEvaluationofLandSpatialDevelopment)recommendedmodel
inregionalwaterconservationserviceswasevaluated.AndGISspatialanalysismethodwasusedtoanalyze
thespatialandtemporalanalysisofwaterconservationserviceinGuangzhouCityfrom2013to2017.[Results]



① TheevaluationresultsofthewaterconservationevaluationmodelbasedonInVESTwerehighlyaccurate,

andtheevaluationresultsoftheimportanceofwaterconservationfunctionsalsomettherequirements.
②ThetotalamountofwaterconservationinGuangzhouCity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andmaintaineda
certaingrowthtrend.Thehighvalueswereconcentratedinthewaterareaandtheforestedareainthenortheast,

whilethelowvalueswereconcentratedinthebuilt-upareaofthecitycenter.③ Theoverallwaterconservation
functionhadbeenimproved,butdifferencesexistedamongdifferentadministrativedivisionsandlandtypes.
TheadministrativeregionsofHaizhuDistrict,PanyuDistrictandLiwanDistricthadincreasedgreatly,the
cultivatedlandandconstructionlandhadbeenimproved,forestlandhadremainedunchangedbasically,

whilegrasslandhadbeenweakened.④Theproportionofareaofwaterconservationfunctionimportancezone
wassimilar,buttheproportionofdifferentlandtypeswithineachzonewasdifferent.[Conclusion]

①Comparedwiththeguidemodel,thewaterconservationassessmentmodelbasedonInVESTismoreaccurateand
hasagoodapplicationprospectinthefieldofplanning.② 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ofwaterconservationin
GuangzhouCityisobvious,andtheoverallwaterconservationfunctionhasbeenimprovedfrom2013to2017.
Keywords:waterconservation;modelvalidation;temporalandspatialchanges;InVESTmodel;GuangzhouCity

  全球气候变暖、城市化发展与人口增长引发水资

源需求与日俱增、水环境急剧恶化,水资源短缺已成

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1]。水源涵养功能作为生态

系统水文服务功能的关键,国土空间规划中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的重要一环,科学评价其变化发展情况,
对维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至关重要。
水源涵养功能指对水资源涵养的能力,主要表现在降

水拦蓄、径流调节、影响降水量与净化水质等方面[2]。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水源涵养功能的评价研究主要

是基于定量模型的空间可视化分析,主要包括水量平

衡法[3-4]、降水贮存法[5]、土壤蓄水能力法[6]、综合蓄

水能力法[7-8]与多因子分析法等[9-10]方法。其中,以
水量平衡法为基础的InVEST(integratedvaluation
ofecosystemservicesandtradeoffs)模型,因对特征

数据要求较低同时延展性较好在水源涵养功能实证

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现阶段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

果[11-17]。但依旧存在以下两点问题:①研究区过于

局限,主要集中在干旱区、水资源丰富区或特定流域

等区域,而较少涉足高度城市化发展的区域;②模型

定量评估结果缺乏现实背景的适用性验证,同时基于

评估结果的研究分析不够深入。现有的大部分研究

成果是基于InVEST模型的评估结果直接展开研

究,并且集中关注特定用地类型的水源涵养功能变

化,而对水源涵养功能的相关政策背景以及区域城市

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关注不足。在国土空间规划、海绵

城市建设等政策背景下,对高度城市化发展区域展开

水源涵养功能评价与分析产生了新的研究意义。因

此,本文以高度城市化发展的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城

市———广东省广州市为研究区,基于InVEST模型

定量评估区域水源涵养功能,并从模型评估精度和重

要性分级合理性两方面验证基于InVEST模型评估

结果的现实适用性与科学性,探讨InVEST模型在

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水源涵养功能评价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市2013—2017年整体水源涵养功

能时空变化特征、不同空间单元的功能变化以及重要

性等级划分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

指导依据,同时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

1 研究区概况

广州市坐落于广东省中南部(112°57'—114°03'E,

22°26'—23°56'N),地处珠江三角洲北沿,邻近南海,
广东省省会,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土地总面积为

7434km2。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背山面水,北部多为

山林,中部多丘陵地形,南部主要沿海冲积平原构成,
河网密集。气候类型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

平均气温在20~22℃之间,多台风,降雨量充沛年

降雨量约为1720mm。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凭借

优越的地理区位与历史发展条件,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与此同时,城市不断向外

扩张与人口持续涌入使得城市生态环境也承受着不

断增大的压力,面临着包括生境破化、水资源生态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城市内涝和大气污染等一

系列问题。

2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基于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 InVEST
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与多机构协同设计开发的一款

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定量评估的模型。模型能够简

便、高效的量化评估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并且可以在各式情境下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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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量研究[18]。而基于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

模型[15]则是在InVEST模型上进行了拓展,具体分

为两大步骤:①基于InVEST产水量模块的研究区

产水量计算。基于InVEST模型的产水量计算是一

种典型水量平衡估算方法,其综合降水量、土层深度

与植物根系深度,地表蒸发作用和植物蒸腾作用等因

素。②基于产水量计算结果和修正模型的水源涵养

量计算。在研究区产水量计算结果的基础上,采用由

土壤饱和导水率、地形指数和流速系数构成的修正模

型对产水量结果修正得出水源涵养量,其中河流水库

等水域则不做修正处理。整个水源涵养评估过程中

的相关计算公式与方法为:
(1)产水量计算

Yxj= 1-
AETxj

Px

æ

è
ç

ö

ø
÷×Px (1)

式中:Yxj为j地类栅格单元x 的产水量总和;Px 为

栅格单元x 的年平均降水量;AETxj为j地类栅格x
的年平均蒸散发量,由公式(2)计算。

AETxj

Px
=

1+wxRxj

1+wxRxj+
1
Rxj

(2)

式中:Rxj是j 地类栅格x 的Bydyko干燥指数,由
公式(3)计算;wx 为植被可利用水系数,由公式(4)
计算。

  Rxj=
k×ET0

Px
,k=min1,

LA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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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Z×
AWCx

Px
(4)

式中:k为植被系数;LAI为植被叶面积指数;Z 为季

节性降雨指数;AWCx为土壤有效含水量,由公式(5)
计算;ET0 为潜在蒸散发量(mm/d),由公式(6)计算。

         AWCx=min(maxSoilDept,RootDept)×PAWC (5)

         ET0=0.000939×Ra×(Ta+17.8)×(Tmax-Tmin)0.5 (6)

式中:PAWC为植物可利用水量;Ra 太阳大气顶层辐射〔MJ/m2·d)〕;Ta 为日最高温均值和日最低温均值

的平均值(℃);Tmax是日最高温均值;Tmin是日最低温均值的差(℃)。
(2)水源涵养量计算

         R=m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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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指单位栅格的水源涵养量(mm);K 为土壤饱和导水率(cm/d),由Spaw软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得

出;V 指流速系数;TI指地形指数;Y 为产水量。

2.1.2 “指南”模型 “指南”模型是指《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下称

“指南”)[19]即“指南”中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的建议

方法。该“指南”指出以水源涵养量作为区域生态系

统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的评估指标,可以利用其推荐

的评估模型来计算,表达式为:

   WRi=Pi-ETi-Ri (8)

   R=P·α (9)

式中:WR,ETi,Ri 分别为栅格i的水源涵养量、蒸
散量和地表径流量;P,α 分别为多年平均降水量和

地表径流因子;地表径流因子参照“指南”中的类型

表和文献[20]。

2.2 研究数据

本文所需的基础数据包括土地利用/覆被、气象、

DEM,NDVI、土 壤 以 及 水 资 源 公 报 等 相 关 数 据。
其中,土地利用/覆被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查局

(https:∥glovis.usgs.gov/)2013—2017年5期Landsat
8遥感影像数据;气象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http:∥data.cma.cn/)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

据集(v3.0);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分辨

率为30m;NDVI数据与土壤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http:∥www.resdc.
cn/)、广东土种志数据集、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

harmonizedworldsoildatabase);水资源公报数据来

源于广州市水文局官网。通过上述基础数据的计算

与处理获得模型输入所需的各种参数(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精度验证对比及分析

本文将基于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与指

南模型在产水量模拟精度和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两

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以分析两个模型的精度与科学性。
其中,按照“指南”模型计算公式,以2013—2017年

多年平均降雨量和蒸散量为参数,以2015年土地利

用/覆被类型为地表径流覆被类型,计算研究区水源

涵养量。而在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划分上,参考“指
南”中的划分标准,将累计水源涵养量的前50%的区

域确定为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域,重要性最高的两级作

为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域,而剩余的区域按照分位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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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类区域。从产水量模拟结果来看(表2),基于

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模拟的产水量与公报

统计的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的吻合度为88.42%,

与实际情况大体相符,而“指南”模型的吻合度仅为

68.63%,说明InVEST模型产水量模块在产水量模

拟上表现出较高的准确性,具有明显优势。

表1 InVEST模型所需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 所需参数   参数来源     

气候因子参数
年降水量

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公布的广州、增城、番禺、从化、花都5个站点数据,采用反距离权重
法进行空间插值获得

潜在蒸散量
基于 Hargreaves公式,参考赵永的经验系数[21],根据降雨量、太阳大气顶层辐射量、日最
高温均值和日最低温均值来求得

土地利用/
覆被及相关参数

土地利用/覆被类型
下载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的15m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8系列2013—2017年原始遥感影
像数据,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07)》,基于神经网络分类法获得

植被蒸散系数 基于土地利用/覆被分类结果,参照InVEST3.2用户手册获得各地类的具体数值

流速系数 基于土地利用/覆被分类结果,参照文献[15]确定各地类的具体数值

植被可利用含水量 基于土壤普查数据,参照相关研究[23],由田间持水量和永久萎蔫系数的差值获得。
土层深度 基于 HWSD中的中国数据集处理获得

地形指数 基于DEM数据,由ArcGIS10.6软件综合处理而得

固定参数 土壤饱和导水率 基于 HWSD数据集,综合考虑土壤类型、沙粒含量等因素,由SPAW软件计算获得

Z 系数 根据区域降水分布及其他水文地质特征,参考Donohue等学者的计算公式计算获得

表2 不同模型计算的产水量对比

年均产水量 InVEST
产水量

红线指南
模型产水量

水资源公报
水资源总量

体积分数/m3 9.80E+09 6.68E+09 8.78E+09
产水总量/mm 1324.19 903.40 1239.92

从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来看(图1),“指
南”模型虽计算简便但识别结果不精确,未能较好地

识别水源涵养功能强的湿地水域和优质林地,根据水

源涵养量前50%的区域来确定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域

明显过于受气候因素影响。而从本文所采用的基于

InVEST模型的评价方法的计算结果来看,水源涵养

功能较强的河流水域和优质林地以及较低的城市建

成区都能较好地识别出来,虽存在土壤数据精度的干

扰,但总体评价结果比“指南”模型更为精细。

注:“指南”模型为文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中的模型。

图1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对比

  结合产水量模拟结果和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

价结果可以看出,基于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

相较于”指南模型”更优,取得了更精细更准确的结

果。目前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双评价的精度

991第4期       陈德权等:InVEST模型在市县级水源涵养功能评价中的应用



要求是20m的分辨率,前者的评价结果明显更精确

更符合要求。对比总结基于InVEST模型的评估模

型在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方面的优势及两种模

型之间产生的误差,可以归纳为:①InVEST模型考

虑因素更为全面,充分考虑了土壤、植物及地形因素,
包括土层深度与植物根系深度,地表蒸发作用和植物

蒸腾作用等因素,能尽可能模拟地表计算产水量。”指
南模型”仅以地表覆盖类型推算的经验系数计算产水

量,虽然计算比较简便,但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

较大出入。②基于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在水

源涵养功能评价上能够弱化了气象因素的影响。基于

InVEST的水源涵养评估模型同时考虑了土壤、地形地

势、植被等因素,利用土壤饱和导水率、地形指数和流

速系数进行修正,能够弱化气象因素的影响。而指南

模型考虑因素比较单一,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

3.2 整体水源涵养功能时空变化特征

3.2.1 产水量 从时间变化上看(图2),2013—2017
年广州市产水总量5a间增长了8.07%,整体呈现先

升后降,总体保持一定增长的态势。从空间分布上看

(图3),产水量空间异质性明显。整体表现为中西部

建成区最高,中、南部水系河网较高,而东北部山地丘

陵地带则较低,总体呈现自南向北递减的趋势。另

外,广州市中、西部建成区和水域较多的区域产水量

要比植被覆盖度高的增城、从化区高,表明这些区域

水源供给能力要优于北部山林地区。

图2 广州市2013-2017年各指标变化趋势

图3 广州市2013-2017年产水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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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水源涵养量 从时间变化上看(图4),广州市

水源涵养量5a间增长了10.39%,表明整体水源涵

养功能增强,整体变化趋势与产水量相似,均呈现先

升后降,总体保持一定增长的态势。从空间分布上

看,广州市水源涵养量同样空间异质性明显,但与产

水量空间分布情况正好相反。除南部河流水系众多

的水域外,水源涵养量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

水源涵养功能较好的多林地区域,大致包括增城区、
黄浦区北部、从化区、白云区东部以及花都区北部,而
城市中心建成区则较低,这与区域地理环境特点密切

相关。其中,水源涵养量较高的东北部以丘陵和山地

地貌为主,植被茂盛,能够借助其发达的根系充分

吸收水分,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水源涵养量较低的中

心城区和耕地众多的南部区域,主要是因为中心城市

建成区基本为不透水面,流速系数大、水源涵养能力

差,容易形成地表径流,而耕地一年中相当长的时间

内地表处于裸露状态,农作物根系吸收水分的能力

有限,加之南部河流水系众多,农用地不缺乏灌溉用

水,降雨主要汇入河流径流而走,导致水源涵养功能

较弱。

图4 广州市2013-2017年水源涵养量分布

3.3 不同空间单元下水源涵养功能时空变化特征

3.3.1 不同行政区划的水源涵养功能变化特征 从

各行政区划的产水量变化来看(图5),2013—2017年

不同行政区划多年平均产水量变化趋势不同。其中,
多年单位平均产水量位列前3的区域分别是越秀区、
荔湾区和海珠区,最低则是从化区和增城区。而天河

区、黄埔区、白云区、花都区5a间产水量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其中,花都区涨幅最大,为26.25%,南沙区和

番禺区则有所降低。
从各行政区划的水源涵养量变化来看(图6),

2013—2017年不同行政区划单位平均水源涵养量变

化趋势不同。其中,多年单位平均水源涵养量位列前

三的区域分别是从化区、增城区和南沙区,最低的是越

秀区和荔湾区,而其他行政区中5a间水源涵养量变化

率最大的是花都区和白云区。另外,平均水源涵养量

增加超过50mm的区域包括增城区、从化区、白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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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花都区,其中花都区平均水源涵养量增加最多,
为133.90mm,其他区域单位水源涵养量皆有不同程

度的增长。2013—2017年,平均水源涵养量在600mm

以上的 只 有 从 化 区、南 沙 区、增 城 区 和 黄 浦 区,

350mm以下的有越秀区和荔湾区。总体来看,各行

政区的水源涵养量同样保持着先上升后回落的态势。

图5 广州市2013-2017年广州市各区产水量

  结合前文产水量的变化情况,2013—2017年不

同行政区划的单位产水量和单位水源涵养量均保持

正值的平均增长率,且所有行政区划的单位水源涵养

量平均增长率均大于产水量平均增长率。即无论是

广州市整体还是内部不同行政区划,水源涵养服务功

能均有所提升。其中,海珠区、番禺区和荔湾区水源

涵养功能提升较大,白云区、越秀区和花都区则提升

较小。

图6 广州市2013-2017年各区水源涵养量

3.3.2 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水源涵养功能变化

特征

(1)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分析。为了分析不

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下水源涵养功能的变化情况,
在遥感影像解译及精度验证的基础上,从不同地类面

积与比例以及相互间的转移情况等方面,全面了解土

地利用/覆被类型(下文简称“地类)变化情况。
从各地类面积比例来看(表3),广州市主要用地

类型为林地、耕地与建设用地,3类用地面积总和占

区域用地总面积的90%左右,其中,林地比例最多,
约为总面积的40%,耕地与建设用地则比例相近。
从各地类数量变化来看,2013—2017年广州市不同

地类变化趋势各异。其中,耕地大量减少而建设用地

不断扩张,两种用地类型变化最大,分别减少10.29%
和增加10.92%;林地和未利用地也有一定程度的减

少,而草地和水域则相应地增加。

表3 广州市2013-2017年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面积与比例及其变化

土地利用
类 型

2013年

面积/km2 比例/%
2017年

面积/km2 比例/%
2013—2017年变化值

面积/km2 比例/%
草 地 16.17 0.22 16.49 0.22 0.31 1.94
水 域 658.60 8.90 709.16 9.58 50.56 7.68
林 地 3012.61 40.69 2993.92 40.44 -18.69 -0.62
耕 地 2037.90 27.53 1828.12 24.69 209.78 -10.29
建设用地 1647.55 22.26 1827.53 24.68 179.97 10.92
未利用地 30.15 0.41 29.03 0.39 -1.11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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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地类的相互转化来看(表4),在转出上,
减少的耕地面积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林地,转移

面积分别为301.46,248.02km2。在转入上,建设用

地转入面积增长最大,主要来自于耕地,面积高达

301.46km2,剩下的部分主要来自林地和水域,面积

分别为59.32和39.00km2。

总体来看,2013—2017年广州市土地利用/覆被

变化情况受人类活动影响大,但同城市发展情况相适

应,并且一直保持着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耕地和林

地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总量比例依旧保持高位,
林地始终保持在40%以上,建设用地在25%左右,总
体结构保持合理稳定。

表4 广州市2013-2017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面积转移矩阵 km2

项 目 
2013年

草 地 水 域 林 地 耕 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草 地 11.21 0.17 4.96 8.49 0.44 0.92
水 域 0.05 596.48 23.20 29.03 59.19 1.20

2017年
林 地 1.50 3.48 2692.55 248.02 37.79 0.82
耕 地 2.79 17.05 228.13 1438.57 128.19 9.46
建设用地 0.29 39.00 59.32 301.46 1417.98 13.39
未利用地 0.43 1.69 6.09 14.32 2.35 4.16

  (2)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水源涵养功能。
从产水量来看(表5),在总量上,不同地类多年平均

产水量由高到低依次是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草地、
耕地、水域和林地,其值分别为1770.75,1575.47,

1458.28,1409.53,1247.66和1028.09mm。在变

化率上,5a间不同地类产水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林地增长率最高,为13.71%,建设用地则最低,
仅为2.17%。

表5 广州市2013-2017年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平均产水量 mm

土地利用
类 型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3—2017年

变化率/%
平均值

平均增长
率/%

草 地 1296.54 1287.64 1490.95 1835.43 1380.84 6.50 1458.28 3.36
水 域 1145.59 1016.29 1180.30 1710.49 1185.64 3.50 1247.66 4.77
林 地 844.82 850.85 1106.60 1377.51 960.68 13.71 1028.09 6.25
耕 地 1260.72 1229.40 1407.11 1811.22 1339.20 6.23 1409.53 3.66
建设用地 1651.96 1580.14 1725.02 2208.82 1687.81 2.17 1770.75 2.32
未利用地 1407.52 1417.98 1602.69 1952.98 1496.18 6.30 1575.47 3.06

  从水源涵养量来看(表6),在总量上,不同地类

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分异明显,由高到低依次是水

域、林地、草地、耕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其水源

涵养总量分别为1247.66,933.52,654.39,375.75,

249.67和223.06mm)。

不同地类水源涵养量变化趋势与水源涵养总量

保持一致,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变化率上,5a
间变化率最大的是建设用地,为21.30%,其次依次是

林地、耕地、未利用地和草地(其变化率分别为13.39%,

10.36%,9.58%和5.45%)。

表6 广州市2013-2017年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平均水源涵养量 mm

土地利用
类 型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3—2017年

变化率/%
平均值

平均增长
率/%

草 地 587.80 613.21 671.66 779.46 619.81 5.45 654.39 2.36
水 域 1145.59 1016.29 1180.30 1710.49 1185.64 3.50 1247.66 4.77
林 地 766.67 774.96 1008.92 1247.73 869.33 13.39 933.52 6.15
耕 地 330.30 328.87 380.54 474.50 364.52 10.36 375.75 4.20
建设用地 190.98 213.09 224.17 255.40 231.65 21.30 223.06 5.35
未利用地 219.11 225.75 255.51 307.89 240.11 9.58 249.67 3.67

  综合不同地类单位平均面积产水量和水源涵养

量变化来看,在年平均增长率上,各地类单位面积产

水量和水源涵养量均保持增长的态势。对比增长率

大小,不难发现,除水域外,林地和草地的单位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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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涵养量增长率略小于单位平均产水量增长率,其
中,草地变化较大;而耕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单位

平均水源涵养量增长率则大于单位平均产水量增长

率,其中,建设用地变化较大。由此表明,在研究时间

段内,草地的单位水源涵养功能有所减弱,林地基本

保持不变,耕地和建设用地则相对有所提升。
结合不同地类变化分析,可以看出,水源涵养功

能总体提升过程中地类结构保持稳定。其中,建设用

地不断扩张的同时,水源涵养功能也同步提升,耕地

在底线管控的同时,水源涵养功能也没有减弱,表明

广州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战略、海绵城市建设背

景下城市的建设正处于良好的发展模式过程中。

3.4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

本文采用分位数分类法将广州市水源涵养量

绝对值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极重要区、高度重要区、
中度重要区、较重要区、一般重要区5个级别,并将

重要性程度最高的两个区域归并为水源涵养极重要

区。由从空间分布来看(图7),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域

集中在广州东北部的增城区、从化区、黄埔区北部、
花都区、白云区东部多林地以及植被覆盖度较高的

区域;中度重要区域集中在北部和南部南沙区耕地

面积较多而建设用地占地较少的区域;而较重要和

一般重要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建设用地密集的中心

城区。

图7 广州市2013-2017年水源涵养量重要性分级

  从各重要性分区面积比例来看(表7),各等级面

积比例相近,依次是较重要区、中度重要区、高度重要

区、一般重要区和极重要区,比例分别是21.33%,

21.08%,19.61%,19.13%和18.86%。而由极重要区

和高度重要区组成的水源涵养极重要区总面积比例

为38.47%。从各分区内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来看,在

极重要区中,水域比例最高,其次是林地;在高度重要

区中,林地比例高达94.88%;在中度重要区和较重要

区中,耕地比例均为最高,其次是林地;在一般重要区

中,建设用地比例高达87.33%。可以看出,重要性等

级较高的区域中林地和水域比例均较高,等级较低分

区中建设用地比例较高,而草地和未利用地由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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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较小而在各重要性分区中比例均较小。从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极重要区和高度重要区应当在环

境保护和区域发展政策、规划管理决策中作为具有优

先级保护的区域。

表7 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重要性分区内土地利用/覆被类型面积比例与总面积统计

重要性
分 区

草地/
%

水域/
%

林地/
%

耕地/
%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总面积/
km2

总面积
比例/%

一般重要区 0.15 0.94 4.30 7.21 87.33 0.07 1413.43 19.13
较重要区 0.06 1.17 21.80 43.70 32.53 0.73 1575.62 21.33
中度重要区 0.92 8.83 21.86 58.87 9.35 0.18 1557.08 21.08
高度重要区 0.24 2.99 94.88 1.44 0.46 0.00 1448.93 19.61
极重要区 0.01 40.64 58.09 0.37 0.89 0.00 1393.05 18.86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在 评 估 模 型 的 精 确 度 与 适 用 性 上,基 于

InVEST的水源涵养服务评估模型在产水量模拟精度

上达到88.42%,远高于”指南模型”,与实际情况大体

相符。同时,在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上也较为精

确,能够较好地识别水源涵养功能较强的河流水域和

优质林地以及较低的城市建成区,表明该模型在研究

区具有较好的现实适用性,在此评估结果上展开的研

究会更具科学性。
(2)在整体水源涵养功能上,在产水总量方面,

广州市5a间增长了8.07%,时间上呈现先升后降、
总体保持一定增长的态势,空间上受区域自然环境特

点的影响,总体呈现自南向北递减的趋势。在水源涵

养总量方面,5a间增长了10.39%,时空变化特征与

产水总量基本一致,水源涵养量高值区域多集中在水

域与多林地区域,低值则集中在城市中心建成区。
(3)在不同空间单元下水源涵养功能上,水源涵

养功能表现各异。从各行政区划上看,海珠区、番禺

区和荔湾区水源涵养功能提升较大,而白云区、越秀

区和花都区则提升较小。从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

上看,草地的单位水源涵养功能有所减弱,林地基本

保持不变,而耕地和建设用地则有所提升。建设用地

面积不断扩张的同时,水源涵养功能同步提升,耕地

在底线管控下水源涵养功能也有所增强。
(4)在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上,广州市水源

涵养重要性等级较高的区域中,林地和水域比例较

大,而等级较低的区域中,建设用地比例较大。另外,
草地和未利用地由于自身数量较少而在各重要性等

级中比例均较小。

4.2 建 议

(1)落实林地抚育措施,有计划地增加林地面

积,建设水源涵养林,保持并逐步提高植被覆盖度,以

提升区域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强对水源涵养极重

要区的科学保护,尤其是增城区、从化区、从化与花都

区交界处等区域。
(2)鉴于广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平均水源涵

养功能增强,但总体水源涵养能力低下,降雨时容易

造成城市内涝,应建设城市绿地综合防护体系与生态

廊道,同时加强住宅绿地、公共绿地等城市绿地系统

的建设,系统提高城区的水源涵养功能,尤其是天河

区、海珠区和白云区交界处、番禺区中心城区等区域,
以加快海绵城市建设步伐。

(3)鉴于广州市产水量相当丰富,尤其是老城

区,有关部门应加快老城区生态修复与提升的步伐。
在明晰现有雨水容纳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配置调

蓄设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结合城镇棚户区改造、城
乡危房改造和老旧小区有机更新等工作,提升区域整

体水源涵养功能水平,进而发挥其优势以缓解区域资

源环境承载压力。
本文基于InVEST模型对广州市2013—2017年

水源涵养功能进行评价与分析,其结果具有一定科学

性与合理性,但由于水源涵养评估过程所涉参数的复

杂性与多样性,虽取得较高的模拟精度,但限于土壤

数据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残缺、水文站点检测的径

流数据难以获取等问题干扰,结果未能做到尽善尽

美,其精度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与提升。未来在水文站

点数据可获取条件下,可考虑对模拟结果进行更为精

细化的模型校验并开展更大尺度的应用研究。此外,

InVEST模型在市县级国规划的水源涵养功能评价

中具有对比性优势,它在未来规划领域具有更为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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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干旱区绿洲县域3类空间冲突分析与模拟
张云霞1,2,高敏华1,2,孜比布拉·司马义1,3

(1.新疆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2.新疆大学 绿洲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3.智慧城市与环境建模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摘 要:[目的]对西北干旱区绿洲县域3类空间冲突进行分析与模拟,为该区国土空间合理布局、区域可

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以西北干旱区绿洲县域———新疆麦盖提县为研究区,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

能构建空间分类体系,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镇、农业与生态空间;根据景观格局指数构建空间冲突测度模型

探讨2009—2019年空间冲突水平演变特征;通过CA-Markov模型预测2024年空间布局并分析冲突强度变

化特征。[结果]①3类空间呈现“两增一减”的变化动态,城镇空间面积呈逐年递增趋势,由1537.74hm2 增

加至4582.24hm2;农业空间由84670.06hm2 增加至107447.66hm2;生态空间面积减少25822.69hm2。

②2009—2019年空间冲突强度显著增强,中等空间冲突、较高空间冲突与高空间冲突评价单元所占比例分

别增加了50.41%,13.45%,0.53%。③2024年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将分别增加2981.19和4285.96hm2,

生态空间将减少7267.16hm2;冲突水平以所占比例为60.24%的中等空间冲突为主。[结论]2009—2019
年城镇空间、农业空间逐年增加、生态空间逐年递减,各类空间的无序变化导致空间冲突强度整体增强,通

过预测2024年3类空间变化趋势与2009—2019年保持一致,并以中等空间冲突为主。

关键词:3类空间;景观生态指数;空间冲突;CA-Makov模型;西北干旱区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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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SimulationofConflictsofThreeSpaceTypesin
OasisCountiesofNorthwestAridZone

ZhangYunxia1,2,GaoMinhua1,2,CuminbibraIsmayil1,3

(1.InstituteofResourceandEnvironmentScience,XinjiangUniversity,Urumqi,

Xinjiang830046,China;2.KeyLaboratoryofOasisEcology,Urumqi,Xinjiang830046,China;

3.KeyLaboratoryofIntelligentCityandEnvironmentModeling,Urumqi,Xinjiang83004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onflictsofthreespacetypesinoasiscountiesinthenorthwestaridzonewere
analyzedandsimulat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fortherationallayoutoflandspace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region.[Methods]Takingtheoasiscountyofnorthwestaridzone—Mageti
County,XinjiangWeiAutonomousRegionasthestudyarea,aspatialclassificationsystemwasconstructed
basedonthedominantlandusefunctiontodividethenationallandspaceintourban,agriculturalandecological
space.Aspatialconflictmeasurementmodelwasconstructedbasedonthelandscapepatternindextoexplore
the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spatialconflictlevelsfrom2009to2019.TheCA-Markovmodelwasusedto
predictthespatiallayoutin2024andanalyzethecharacteristicsofconflictintensitychanges.[Results]The
areaofurbanspaceincreasedfrom1537.74hm2to4582.24hm2,andtheareaofagriculturalspaceincreased
from84670.06hm2to107447.66hm2,whiletheareaofecologicalspacedecreasedby25822.69hm2.②The



intensityofspatialconflictincreasedsignificantlyfrom2009to2019,andtheproportionofmediumspatial
conflict,relativehighspatialconflictandhighspatialconflictevaluationunitsincreasedby50.41%,13.45%
and0.53%,respectively.③ In2024,urbanspaceandagriculturalspacewouldincrease2981.19and
4285.96hm2,respectively,andecologicalspacedecrease7267.16hm2.Theconflictlevelwouldbedominated
bymediumspatialconflict,whichaccountfor60.24%.[Conclusion]From2009—2019,urbanspaceand
agriculturalspaceincreasedyearbyyear,whileecologicalspacedecreased,andthedisorderedchangeofall
kindsofspaceledtotheoverallincreaseofspatialconflictintensity.Throughtheprediction,thechange
trendofthe3typesofspacein2024wouldconsistentwiththatin2009—2019,andthemediumspatial
conflictwasthemainone.
Keywords:threetypesofspace;landscapeecologicalindex;spaceconflict;CA-Markovmodel;northwestarid

zoneoasis

  1978年至今,国民经济增长推动中国城镇化与

工业化发展,促使土地利用效率大大提升,但引发一

系列国土空间冲突问题,影响到人地关系、生态安全

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1],因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

局、建立科学的空间规划体系、统筹兼顾城镇、农业、
生态3类空间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土空间亟待攻克的

难题[2]。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宜,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使得“三生空间”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

新方向[3];2015年,以完善健全市县空间规划体系为

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测绘地信局提出3类空

间理论,相较于“三生空间”,3类空间易于划定与实

施管理。2017年国务院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

(2016—2030年)》,为规范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明确城

镇、农业、生态3类空间开发管制体系[4]。
目前,针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大量研究聚焦于“三

生空间”,而对3类空间分类、格局异质性及演变特征

研究较少且处于初步阶段。赵筱青等[2]从土地功能

空间分类入手研究抚仙湖流域3类空间的分类体系,
并为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科学对策。闰记影[5]以“多规

合一”为指导借助地理空间信息对垫江县3类空间划

定展开研究。郑明波等[6]结合数理统计与定性、定量

方法对来宾市港产城新区3类空间进行划定,为国土

空间规划提供参考。3类空间的分类体系通过功能

空间分类与量化识别2种方法建立,后者以土地利用

现状数据为基础根据土地利用功能进行分类,前者通

过建立指标体系完成城镇、生态、农业空间的量化识

别,但由于区域差异性不适用所有地区[7]。随着城镇

化发展,人类对空间资源占据主导性,多种社会需求

在空间资源利用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导致空间冲突形

成的根本[8]。赵旭[9]以昌黎县为研究区,将国土空间

划分为生产生活空间、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

与生态空间4种类型,通过构建冲突测度模型对研究

区进行冲突强度分析。周德等[10]以环杭州湾城市群

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空间冲突综合指数将土地利用

空间冲突等级划分为一般冲突、轻度冲突、中度冲突

及重度冲突并分析空间冲突格局演变特征。近年来

有多种模型应用于土地利用动态模拟,包括CA模

型[11]、Markov模型[12]、CLUE-S模 型 与 FLUS模

型[13],其中CA模型利于模拟土地利用空间位置变

化状态,Markov模型应用于长时间序列研究,结合

二者优势的CA-Markov模型用途更为广泛[14]。目前

有关研究多以中国中、东部区域为主,对西北干旱区,
绿洲县域关注度较低。因此,本文选取新疆麦盖提县

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探讨3类空间格局变

化特征,通过景观格局指数构建空间冲突模型分析

2009—2019年不同级别冲突强度布局特征,运用

CA-Markov模型预测2024年3类空间格局并分析

空间布局与冲突水平变化,为西北干旱区国土空间合

理布局、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麦盖提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处塔克

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喀喇昆仑山北麓、叶尔羌河中

游,降水量为43.1mm,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的一

片绿洲。位于叶尔羌河流域5个县的中心,是毗邻叶

尔羌河中游的一颗明珠,有“小金三角”之称。麦盖提

县是离沙漠最近的一个县,直面土地沙漠化的威胁,
沙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80.48%,下辖10个乡镇及

恰斯农场、县园艺场、县五一林场,县域内土层深厚,
以沙壤土为主,是自治区棉花种植比重最大的县,典
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全年热量丰富,日照充足,气温

年变幅和昼夜温差大。根据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
和2019年麦盖提县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5.08和

58.28亿元,2009年全县总人口20.77万人,少数民

族占88%,城镇化率20%;2019年总人口为23.70万

人,少数民族占92.7%,城镇化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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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础数据由2009,2014和2019年麦盖提县土地

利用变更数据库构成,数据来源于麦盖提县自然资源

局;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

鉴》;2009—2019年统计公报来源于麦盖提县统计

局;麦盖提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来
源于麦盖提县自然资源局。

分析3类空间时空分异特征需要将基础数据空

间 可 视 化,对 相 关 数 据 统 一 投 影 为 坐 标 系 统

CGCS2000,采样为相同分辨率30m×30m,数据完

全重合使得数据行、列数相同。通过ArcGIS10.3将

2009,2014和2019年土地数据根据空间分类体系可

视化,利用转换工具将矢量数据转换为30m×30m
的栅格数据。

2.2 研究方法

2.2.1 3类空间分类 3类空间的研究处于探索阶

段,其分类体系未形成统一标准。本文结合麦盖提县

土地利用实际情况,借鉴赵筱青等[2]、魏伟等[15]、巴
里坤县3类空间格局划分成果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

能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与生态空

间。城镇空间以城镇建设与城镇经济发展为主要功

能;农业空间以农产品生产与农村生活为主要功能;
生态空间主要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生态环境、
维护物种多样性为主要功能,是城镇、农业空间发展

的基础。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

2.2.2 构建空间冲突测度模型 对土地利用空间冲

突的研究方法有博弈论、PSR模型与景观生态学等,
其中景观生态学方法基于景观指数构建冲突评估模

型直观表达空间冲突变化特征与景观环境的变化从

而得到广泛应用。基于空间系统的复杂性、脆弱性及

稳定性本文使用景观生态指数构建冲突评价模型,根
据研究范围、数据类型等特点选择750m×750m格

网划分冲突评价的空间单元,将研究区划分为3033
个评价单元,把位于研究范围边界区域的未饱和单元

按照完整单元面积计算。空间冲突综合水平数学公

式[9]可表达为:

    SCCI=SCI+SFI+SSI (1)
式中:SCCI为空间冲突综合水平指数;SCI为复杂

性指数;SFI为脆弱性指数;SSI为稳定性指数。
(1)3类空间复杂性指数(SCI)。城镇化进程中

人类的土地开发与扩张活动加大对地理空间的干扰

程度从而使景观斑块形状趋于复杂与破碎化引发空

间利用冲突。借鉴景观生态指数中的面积加权平均

拼块分形指数(AWMPFD)用于评测空间景观斑块

复杂程度,表征邻域景观斑块对评价景观斑块的影响

程度。数学表达式[9]如下:

AWMPFD=∑
m

i=1
∑
n

j=1

2ln(0.25Pij)
lnaij

×
aij

A
(2)

式中:Pij表示i类空间类型第j个斑块的周长;aij表

示i类空间类型第j个斑块的面积;i表示斑块的空

间类型;j表示斑块数量;A 表示单元面积;m 表示

研究区域划分的评价单元数量;n 表示空间类型的

种类。

表1 麦盖提县土地利用类型主导功能识别

地 类      
土地利用功能
(主/次)

主导
功能

空间划分

水 田 农业/生态 农业 农业生产空间

水浇地 农业/生态 农业 农业生产空间

果 园 农业/生态 农业 农业生产空间

其他园地 农业/生态 农业 农业生产空间

乔木林地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灌木林地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其他林地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灌丛沼泽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其他草地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其他商服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工业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采矿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仓储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农村宅基地 农业 农业 农村生活空间

公园与绿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公用设施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科教文卫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公路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城镇村道路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管道运输用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农村道路 农业 农业 农村生活空间

河流水面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内陆滩涂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水库水面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沟 渠 农业/生态 农业 农业生产空间

水工建筑用地 城镇/农业 城镇 城镇空间

坑塘水面 生态/农业 生态 绿色生态空间

裸土地 生态/农业 生态 其他生态空间

沙 地 生态/农业 生态 其他生态空间

盐碱地 生态/农业 生态 其他生态空间

设施农用地 农业 农业 农业生产空间

空闲地 城镇 城镇 城镇空间

田 坎 农业 农业 农业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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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类空间脆弱性指数(SFI)。地理空间系统

脆弱性由空间景观斑块抵抗外界干扰能力决定,不同

空间类型对外界的干扰力度随时间而变化。参考张

龙等的研究[16],对各空间类型赋予脆弱度指数:城镇

空间1,农村生活空间1,农业生产空间2,绿色生态

空间3,其他生活空间4。数学表达式如下:

    SFI=∑
n

i=1
Fi×

ai

A
(3)

式中:Fi 表示i类空间类型的脆弱度指数;ai 表示

单元内各类空间面积;A 表示单元面积;n 表示空间

类型数量,n=5。
(3)3类空间稳定性指数(SSI)。土地空间单元

稳定性借鉴景观破碎度指数来测算,研究区域内空间

单元越破碎则空间稳定性越弱从而加剧空间冲突强

度导致生态系统不平衡。数学表达式如下:

 SSI=
PD-PDmin
PDmax-PDmin

  (PD=
n
A
) (4)

式中:A 表示空间单元面积;n 表示空间单元内斑块

数量;PD景观破碎度指数,PD值越大空间景观破

碎度越高而稳定性越差;PDmax,PDmin表示景观破碎

度指数最小值、最大值。
通过计算各空间单元内相关指数得出空间冲突

综合指数,在测算过程中将各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0~1。根据已有研究冲突强度抛物线发展规律的倒

“U”型曲线模型,将冲突强度通过等间距法划分为

[0.0,0.2],(0.2,0.4],(0.4,0.6],(0.6,0.8],(0.8,1.0]

5个区间,以此作为空间冲突强度的低空间冲突、较
低空间冲突、中等空间冲突、较高空间冲突、高空间冲

突5个强度级别。

2.2.3 CA-Markov模型

(1)CA模型。CA模型是一种在离散状态下以

时间、空间为维度模拟复杂空间系统时空演变的动力

学模型,数学表达式如下[19]:

    St+1=f(St,n) (5)
式中:S 表示元胞有限、离散的状态集合;n 表示

元胞的领域;t,t+1表示不同时间;f 表示局部转换

规则。
(2)MarKov模型。通过数学模型的概率论方

法分析不同时间尺度的矩阵变化并根据演变的特征

规律估算未来的发展状态。在模拟预测过程中以当

前时期空间状态与空间结构变化为基础计算各类空

间面积的转移概率生成状态转移矩阵进而模拟特定

时间内各类空间分布与变化情况,数学表达式[12]为:

    An=An-1Pij (6)
式中:An,An-1分别表示始末期各类空间状态;Pij表

示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状态转移概率矩阵数学表达

式为:

 Pij=

P11 P12 P13 … P1n

P21 P22 P23 … P2n

︙ ︙ ︙ ︙ ︙

Pn1 Pn2 Pn3 … Pnm

(7)

CA模型具备的复杂空间运算功能使得空间模

拟效果更为直观,通过高效分析各类空间的位置变化

状态从而模拟整个空间系统;Markov模型在时间尺

度方面模拟各类空间的变化有明显优势;结合两者模

型的时空尺度优势模拟2019年3类空间分布图,通
过精度检验便可预测2024年国土空间格局。

3 结果与分析

3.1 3类空间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空间分类体系,依托 ArcGIS空间统计、
重分类功能将各类空间进行可视化操作得到表2和

图1。

表2 研究区2009-2019年3类空间面积变化 hm2

空间类型
2009年

面积/hm2 比例/%
2014年

面积/hm2 比例/%
2019年

面积/hm2 比例/%
城镇空间  1537.74 0.99 2387.87 1.54 4582.24 2.95
农业生产空间 78597.72 50.66 79028.13 50.93 99579.11 64.18
农村生活空间 6072.34 3.91 7086.35 4.57 7868.55 5.07
绿色生态空间 60851.53 39.22 58651.81 37.8 36089.58 23.26
其他生态空间 8103.46 5.22 8008.64 5.16 7043.3 4.54

  由表2可知,2009年农业空间84670.06hm2 占

总面积54.58%,生态空间次之所占比例44.43%,其
中农业生产空间所占比例50.66%,绿色生态空间所占

比例39.22%。2014年城镇空间所占比例较2009年

增加0.55%,农业空间所占比例55.5%,生态空间

所占比例减少至42.96%,其中农业生产空间与农村

生活空间面积均小幅增加、绿色生态空间与其他生态

空间面积减少。2019年城镇空间快速扩张,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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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增加至2.95%,农业空间面积占总面积69.25%,
生态空间面积所占比例减少至27.8%,其中绿色生态

空间减幅最大。由图1可见,2009—2019年以农业

空间为主且面积逐年递增,主要集中在央塔克乡、吐
曼塔勒乡、尕孜库勒乡、克孜勒阿瓦提乡,空间规模

大、范围广泛呈连片状分布;随着富民安居工程的

大力实施农村生活空间逐年扩张;生态空间集中分布

在叶尔羌河沿岸生态保护区和塔克拉玛干沙漠防护

林,呈现东南—西北递减的趋势且减幅大;城镇空间

面积所占比例小但增速最快,以麦盖提镇为中心、沿
着重点乡镇面积逐年扩大,分布格局由分散变为紧凑

集聚。

图1 麦盖提县各类空间分布

3.2 空间冲突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空间冲突综合指数,通过 ArcGIS
将空间冲突强度可视化从而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图

2,表3)。
分析结果表明,2009年空间冲突强度以低空间

冲突为主,空间冲突评价单元占总数的55.19%,主要

分布在边界区域、叶尔羌河沿岸生态保护区、塔克拉

玛干沙漠防护林、恰斯水库等,呈块状连片集中布局、
聚集度高;2014年空间冲突水平呈不同程度提高,以
较低空间冲突为主,空间冲突评价单元占总数的

42.43%,分布于各个乡镇;2019年空间冲突强度明显

增加,以 中 等 空 间 冲 突 为 主,评 价 单 元 占 总 数 的

56.71%,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平原区、西北部丘

陵区以及东部生态空间区域。

图2 麦盖提县空间冲突水平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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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麦盖提县3类空间冲突综合指数

冲突类型 冲突区间
冲突单元个数

2009年 2014年 2019年

冲突单元比例/%
2009年 2014年 2019年

低空间冲突 [0.0~0.2] 1674 960 325 55.19 31.65 10.72
较低空间冲突 (0.2~0.4] 1139 1287 535 37.55 42.43 17.64
中等空间冲突 (0.4~0.6] 191 655 1720 6.30 21.60 56.71
较高空间冲突 (0.6~0.8] 26 118 434 0.86 3.89 14.31
高空间冲突 (0.8~1.0] 3 13 19 0.10 0.43 0.63
评价单元总数 3033 3033 3033 100 100 100

3.3 麦盖提县2024年空间格局模拟预测分析

3.3.1 模型模拟与精度检验 以2014年3类空间布

局数据为基期数据,输入2009—2014年转移概率矩

阵、时间迭代间隔设置为5并选择5×5滤波器运行

CA-Markov模块,最终得到2019年空间分布模拟预

测图。以2019年空间分布数据为基期数据,输入

2014—2019年转移概率矩阵并设置参数最终得到

2024年空间分布模拟图(图3)。

图3 研究区2019和2024年麦盖提县3类空间模拟

  检验模型对空间分布模拟是否达到精度要求,
采用表征图像之间一致性程度的kappa系数进行精

度验证。根据kappa系数划分区间,kappa<0.4表示

图像之间一致性程度较低;0.4≤kappa<0.75表示图

像之间一致性程度一般;kappa≥0.75表示实际图与

模拟图一致性较高。通过IDRISI软件CROSSTAB
工具导入2019年空间分类实际图与模拟图,得到

kappa系数为0.7958,依据其划分区间表明模拟效果

较好可用于未来各类空间分布模拟。
由图3可知,2024年空间模拟图相较于2019年

变化显著,其中城镇空间与农村生活空间呈扩张

趋势,城镇空间以麦盖提镇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农村

生活空间围绕各个乡农村居民点、农村道路扩展,其
他3种空间类型以不同幅度减少。由表4可知,2024
年各类空间面积所占比例排序为:农业生产空间>绿

色生态空间>农村生活空间>城镇空间>其他生态

空间,其中农业生产空间占总面积的63.08%,其他生

态空间所占比例最少仅有3.61%。与2019年相比,

2024年城镇空间与农村生活空间分别增加了2981.20
和5994.18hm2,绿色生态空间面积下降幅度最大、
减量为5819.91hm2。

3.3.2 2024年空间冲突水平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计

算2024年空间冲突综合指数并将其可视化,其中低

空间冲突单元个数为280个,所所占比例例9.23%;较
低空间冲突单元个数为440个,所所占比例例14.51%;
中等空间冲突单元个数为1827个,所所占比例例

60.24%;较高空间冲突单元个数为451个,所所占比例

例14.87%;高空间冲突单元个数为35个,所所占比例

例1.15%。由此得出2024年以中等空间冲突、较高空

间冲突为主。图4显示研究区北部的乡村分布较高空

间冲突单元,南部的乡村以中等空间冲突为主,由于

高质量耕地主要分布在央塔克乡、吐曼塔勒乡、尕孜

库勒乡、克孜勒阿瓦提乡、库尔玛乡等区域,随着人类

活动对耕地的开发利用加剧了与生态空间的矛盾。

21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表4 研究区2019-2024年空间类型面积变化 hm2

空间类型
2019年

面积/hm2 比例/%
2024年

面积/hm2 比例/%
2019—2024年

面积变化率/%
城镇空间  4582.24 2.95 7563.43 4.87 1.92
农业生产空间 99579.11 64.18 97870.89 63.08 -1.1
农村生活空间 7868.55 5.07 13862.73 8.93 3.86
绿色生态空间 36089.58 23.26 30269.67 19.51 -3.75
其他生态空间 7043.3 4.54 5596.05 3.61 -0.93

图4 麦盖提县2024年空间冲突水平布局

4 讨论与结论

(1)2009—2019年3类空间呈现“两增一减”的
变化动态,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面积呈逐年递增趋

势,城镇空间2009—2014年增长缓慢2014—2019年

增幅较大;农业空间呈稳定逐年增长趋势,其中农业

生产空间面积增加最快;生态空间面积减少最多,由

68954.98hm2 减少至43132.89hm2。
(2)2009—2019年空间冲突强度由低向高趋势

发展,中等空间冲突、较高空间冲突与高空间冲突评

价单元逐年增加,低空间冲突与较低空间冲突评价单

元逐年递减。其中变化最大的中等空间冲突评价单

元所占比例增加50.41%;其次是低空间冲突评价单

元所占比例减少44.48%。工业园区、叶尔羌水利枢

纽工程和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加剧农业空间与生态

空间的土地利用冲突矛盾,导致空间趋于复杂、破碎

度提高从而冲突程度增强。
(3)2024年各类空间布局变化趋势与2009—

2014年、2014—2019年一致,城镇空间与农村生活空

间面积增加,其他3种空间面积减少。空间冲突综合

指数表明2024年麦盖提县冲突强度整体增强,第一

产业、第三产业的动态变化间接推动了各类空间的相

应变化,对空间冲突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城镇化发展与人口数量增加对国土空间结

构和布局优化提出挑战,空间类型的转换对当地与周

围区域的经济、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对国

土空间进行统筹规划,既要保障研究区中心城区、工
业园区、城东新区和北部新城建设的用地需求又要守

住基本农田保护区也要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空间。本

文基于前人研究并结合了研究区实际特征,影响土地

空间类型变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从宏观与微观两方

面选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今后需要充实的内容;预
测模型是通过IDRISI软件实现,在操作过程中矢量

转栅格、栅格转ASCII格式频繁,在分析处理过程中

易增加误差率,克服软件缺点是未来软件应用需要改

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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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植被指数的TRMM 数据
降尺度及误差校正研究

张寒博,韦梦思,覃金兰,徐 勇,窦世卿
(桂林理工大学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

摘 要:[目的]对不同时间尺度的热带测雨卫星(TRMM)数据进行空间降尺度及误差校正研究,为华中

地区洪涝灾害监测等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主要借助增强型植被指数(EVI)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分
别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实现2001—2019年华中地区TRMM 数据的空间降尺度,并结合地理差

异分析(GDA)和地理比率分析(GRA)对年、季和月的降尺度结果进行误差校正,通过气象站数据对校正前

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① TRMM数据和气象站数据的决定系数(R2)在年(0.630)、季(0.710~
0.865)和月(0.637~0.875)尺度都表明了TRMM数据在华中地区具有较好的适用性;② 通过GWR模型

实现了TRMM数据空间分辨率由0.25°到1km的降尺度转换,且TRMMEVI数据精度优于TRMMNDVI数
据,说明华中地区TRMM数据与EVI的关系比 NDVI更为密切;③ 对优选的TRMMEVI数据分别进行

GDA,GRA校正,结果表明GDA校正结果优于GRA校正,且在降雨量越多的月份校正效果越好。[结论]
在华中地区,EVI比NDVI更加适合TRMM数据降尺度研究。降尺度数据采用GDA校正比GRA校正效

果更为显著。
关键词:热带测雨卫星数据(TRMM);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降尺度;增强型植被指数(EVI);地理

差异分析(GDA);华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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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calingandErrorCorrectionofTRMMData
BasedonDifferentVegetationIndices

ZhangHanbo,WeiMengsi,QinJinlan,XuYong,DouShiqing
(CollegeofGeomaticsandGeoinformation,GuilinUniversityofTechnology,Guilin,Guangxi5410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downscalinganderrorcorrectionoftropicalrainfallmeasuringmission
(TRMM)dataatdifferenttimescaleswereresearched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sforflooddisaster
monitoringinCentralChina.[Methods]Thisarticlemainlyused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GWR)

modeltoachievespatialdownscalingofTRMMdatafrom2001to2019withthehelpofenhancedvegetation
index(EVI)andnormalizeddifferencevegetationindex(NDVI),andcomparedandanalyzedtheannual,

seasonaland monthlydownscaleddatathrough meteorologicalstationdata;Thencombined withthe
geographicdifferenceanalysis(GDA)andgeographicratioanalysis(GRA),thedownscalingresultsofthe
year,quarterandmonthwerecorrectedforerror,andthedatabeforeandafterthecorrectionwerecompared
andanalyzed.[Results]① Thecoefficientofdetermination(R2)ofTRMMdataandmeteorologicalstation
datainyear(0.630),season(0.710~0.865)andmonth(0.637~0.875)allshowedthattheTRMMdatahad



betterapplicabilityinCentralChina;②ThespatialresolutionoftheTRMMdatawasdownscaledfrom0.25°
to1kmthroughtheGWRmodel,andTRMMEVIdatahadbetteraccuracythanTRMMNDVIdata,indicating
thatTRMMdatainCentralChinahadacloserrelationshipwithEVIthanNDVI;③ GDAandGRAcorrections
wereperformedontheoptimizedTRMMEVIdata.TheGDAcorrectionresultswerebetterthantheGRA
corrections,andthecorrectioneffectwasbetterinmonthswithmoreprecipitation.[Conclusion]InCentral
China,EVIismoresuitableforTRMMdatadownscalingresearchthanNDVI,anddownscalingdatausing
GDAcorrectionismoreeffectivethanGRAcorrection.
Keywords:tropicalrainfallmeasuring missiondata (TRMM);geographically weightedregression model

(GWR);downscaling;enhancedvegetationindex(EVI);geographicdifferenceanalysis(GDA);

CentralChina

  降水是维持全球水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1-2],降
雨量的大小、强度对农作物的科学种植起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3]。现有研究表明TRMM 数据可以为农业

干旱监测[4]、草地监测等[5]提供科学的参考。华中地

区河网密集,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水土流失较为严

重[6],华中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重要的商品粮生

产基地[7],通过研究华中地区降水的分布情况,可以

为水土保持和农业发展等提供科学依据。
降水数据主要有3个来源:①传统气象站数据;

②地面气象雷达数据;③热带测雨卫星(tropical
rainfallmeasuringmission,TRMM)数据[8]。传统

气象站数据质量受制于气象站点的数量,在一些站点

数量较少且地表类型复杂的地区,数据准确度不能满

足应用需求[9-10]。非降水回波对雷达降水估测影响

较大,导致雷达降水数据误差大。TRMM 数据覆盖

范围广,可得到区域连续的降水数据,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 替 代 气 象 数 据[11]。许 多 学 者 的 研 究 证 明

TRMM数据在珠江流域[12]、湖南省长株潭地区[13]、
金沙江流域[14]、怒江流域中上游等[15]国内地区均具

有较好的适用性。现阶段,TRMM 数据分辨率已不

能满足应用需求,降尺度方法也层出不穷,李琼等[16]

采用逐步回归、BP神经网络、GWR模型对 TRMM
数据进行降尺度,结果表明 GWR模型校正效果最

优;熊俊楠等[17],基于GWR模型实现了青藏高原地

区TRMM数据的降尺度;曾业隆等[18]基于地形起伏

度,通过 GWR模型提高了 TRMM 数据的空间精

度。现有的研究主要采取单因子进行 TRMM 降尺

度,且在华中地区尚缺乏相关研究。由于TRMM 降

尺度数据与真实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许多学者致力

于提升TRMM 降尺度数据精度的研究[19-20]。现有

多种校正方法,不同的校正方法在同一地区的校正精

度有所差别,不同地区地形差异也决定了不同地区优

选校正方法的差异,需要通过试验加以确定优选的校

正方法。为 此,本 文 基 于 GWR 模 型,以 EVI和

NDVI两 种 植 被 指 数 因 子 及 地 形 因 子 为 自 变 量,

TRMM数据为因变量,对华中地区2001—2019年的

TRMM数据进行空间降尺度。再对优选的降尺度数

据进行GDA和GRA校正,最后通过气象站数据在

不同时间尺度对校正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华中地区(图1)是中国7大地理分区之一,地处我

国的中部(24°58'—36°22'N,108°21'—116°39'E)[21],由
湖南、湖 北、河 南3省 组 成,总 面 积 约 为 5.60×
105km2,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9%[22],是我国东西地

势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区域内地势西高东低,属
温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受到全

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夏季可能会发生区域性极端日降

水事件。

图1 华中地区气象站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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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2001—2019年的 TRMM3B43(ver-
sion7)月降水数据、MOD13A3数据均来源于NASA
网站(https:∥search.earthdata.nasa.gov/)。其中

TRMM数据空间分辨率为0.25°×0.25°(大约为

27.5km×27.5km),经过投影变换、角度旋转、单位

换算等预处理,并将一年12期的TRMM 月数据进

行求和,获得TRMM 年累计数据;NDVI,EVI数据

从 MOD13A3 数 据 中 获 取,其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1km×1km,进行波段提取、投影变换、最大值合成

等处理,并对一年12期NDVI,EVI月数据求平均,
分别得到年均 NDVI、年均 EVI数据。DEM 数据

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中获

取,空间分辨率为90m×90m,经过投影转换、重采

样等处理,并利用 ArcGIS获得坡度、坡向数据。气

象站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http:∥
cdc.cma.gov.cn/home.do),包括2001—2019年华中

地区56个地面气象站降水数据以及研究区外一定范

围的地面站点数据,经过数据整理,累加计算出年降

水数据。

1.3 研究方法

1.3.1 GWR模型 GWR模型是Brunsdon等[23]提

出的一种用于量化空间异质性的局部参数估计方

法[24],是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的扩展。GWR模型将数

据的空间位置嵌入到回归参数中,引入地理距离权重

进行最小二乘法逐点参数估计,来分析空间数据非平

稳性的统计回归模型。其计算基本公式为:

yi=β0(ui,vi)+∑
n

t=1
βt(ui,vi)xit+

ε(ui,vi)  (i=1,2,…,n) (1)
式中:yi 为第i个样本点因变量的降水量;xit为第t
个自变量的第i个样本点的观测值;(ui,vi)表示第

i个样本点的经纬度坐标;β0(ui,vi)为第i个样本

点的常数项回归参数;βt(ui,vi)为第t个影响因子

对第i个样本点的线性回归参数;ε(ui,vi)为模型在

第i个样本点所计算出来的残差值;n 为点的数量。

1.3.2 数据降尺度 由于降水量和地形、植被等因

素存在空间非平稳性,所以可以对华中地区TRMM
数据与同期的 NDVI值、EVI值值、高程、坡度和坡

向数据建立GWR模型,来实现TRMM 数据的空间

降尺度,其详细步骤为:①将1km×1km分辨率的

NDVI值、EVI值、高程、坡度、坡向数据重采样为与

TRMM数据相同的空间分辨率0.25°×0.25°。②设

低分辨率的TRMM数据(0.25°)为因变量,NDVI数

据(0.25°)/EVI数据(0.25°)、DEM数据(0.25°)、坡度

数据(0.25°)、坡向数据(0.25°)为自变量,设置核函数

参数为ADAPTIVE,内核带宽参数为CV(选择这两

个参数建立的GWR模型所得到的数据决定系数较

高),建立低分辨率GWR模型。从回归模型中得到

各自变量对应系数、常数项及残差项。③将各自变量

系数、常数项和残差项利用反距离权重法插值得到高

分辨率的自变量系数值、常数值和残差值(1km)。④
基于GWR模型,将高分辨的数据进行模型回代,得
到空间分辨率为1km的TRMM降尺度数据。

1.3.3 数据校正 尽管通过降尺度,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TRMM数据分辨率,但与气象站数据相比仍存

在很大的误差,因此有必要对降尺度数据进行校正。
分别利用GRA,GDA对降尺度数据进行校正,从而

获得更高精度的降水数据。GDA校正的大致过程

为:①将研究区56个气象站点随机分配成试验点

(36个)和验证点(20个),计算试验点及其研究区周

边气象站数据和对应位置降尺度TRMM 数据降水

量之差;②选择反距离权重的插值方法,将差值的点

数据转换为连续的面数据;③将降尺度TRMM数据

和插值的差值相加,得到校正后的降尺度 TRMM
数据。

GRA校正步骤和 GDA校正相似,不同的是将

试验点及其周边气象站数据和降尺度TRMM 数据

相比,并将相加改为相乘即可。

1.3.4 精度指 标 本文以气象站数据作为“真实

值”,用决定系数(R2)、相对误差(BIAS)、均方根误差

(RMSE)对降尺度数据进行精度评定。R2 评定降尺

度降水数据与气象站数据的线性相关性,其值在0到

1之间,值越大相关性越高;BIAS反映降尺度数据与

气象站数据的偏离程度,BIAS越接近0数据越精确;

RMSE来评定误差的整体水平。计算公式为:

R=
∑
n

i=1
(Pcal[i]-P)(Oi-O)

∑
n

i=1
(Pcal[i]-Pcal)2 ∑

n

i=1
(Oi-O)2

(2)

BIAS=
∑
n

i=1
Pcal[i]

∑
n

i=1
Oi

-1 (3)

RMSE=
∑
n

i=1
(Pcal-Oi)2

n
(4)

式中:Pcal[i]为第i个气象站的TRMM降尺度数据降

水量(mm);Oi 为气象站降水量(mm);n 为气象站

数量;Pcal为对应气象站点TRMM 降尺度数据降水

量的平均值(mm);O 为对应气象站降水量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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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R2 值越高,降尺度结果越接近地面观测降

水量大小;BIAS,RMSE值越小,降尺度的误差就

越小。

2 结果与分析

2.1 TRMM 数据适用性分析

通过2001—2019年研究区内56个气象站年尺

度降水数据与相对应的TRMM 数据构建线性回归

函数。由图2可知,R2 为0.630,BIAS为0.072,

RMSE为250.09 mm,上 述 精 度 评 价 指 标 说 明,

TRMM年尺度数据与气象站年尺度数据具有较好的

相关性。其中BIAS数值为正,表明TRMM 年尺度

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现象。通过计算每个气象

站年尺度数据与相应位置TRMM年尺度数据的R,
构建华中地区56个站点R 的泰勒多边形(图3),可
以看出R 的范围为0.54~0.97,高于0.75的点比例

为85%,且都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

图2 TRMM年尺度数据和实测年尺度数据的散点图

将华中地区2001—2019年TRMM 月尺度数据

和56个气象站月尺度数据按照季尺度分别进行合

成,并对TRMM季尺度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由图

4可以看出,春季(R2=0.818)、夏季(R2=0.710)、秋
季(R2=0.788)和冬季(R2=0.865)的TRMM 季尺

度数据与气象站季尺度数据存在较好的相关性。且

与TRMM 年尺度数据的相关性比较,TRMM 季尺

度数据优于TRMM年尺度数据。BIAS数值波动范

围为0.052~0.069,4个季节相对误差相差不大。

RMSE值最大的季节是夏季(RMSE=55.72mm),
最小的为冬季(RMSE=14.08mm)。与TRMM 年

尺度数据的均方根误差(RMSE=250.09mm)相比,

TRMM季尺度数据的精度明显优于TRMM 年尺度

数据。

图3 基于气象站点的研究区R 空间分布

对华中地区56个气象站数据和TRMM 数据在

月尺度上进行相关性分析,构建月尺度数据的线性回

归方程。从表1可以看出,月的R2 在0.637~0.875
浮动,其中R2 最小的月份是8月,最大的月份为12
月,普遍来说,降雨量较少的月份R2 较大。各个月的

BIAS数据表明,BIAS数值范围为0.0301~0.9830,
其中最低的月份为7月。RMSE的数值在12.115~
62.414mm,数值最大的月份为7月。月尺度数据与

季尺度数据在R2、BIAS和RMSE具有一致性。

表1 研究区TRMM月尺度数据适用性的验证结果

月份 R2 BIAS RMSE/mm 月份 R2 BIAS RMSE/mm

1月 0.847 0.0735 12.687 7月 0.715 0.0301 62.414
2月 0.854 0.0707 16.939 8月 0.637 0.0662 49.031
3月 0.839 0.0983 24.349 9月 0.731 0.0722 36.705
4月 0.791 0.0487 35.796 10月 0.813 0.0491 23.060
5月 0.742 0.0491 46.267 11月 0.828 0.0638 21.182
6月 0.724 0.0625 54.891 12月 0.875 0.0637 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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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TRMM季尺度数据与实测季尺度数据散点图

2.2 TRMM 降尺度及校正数据分析

2.2.1 年 TRMM 降 尺 度 数 据 校 正 分 析 本文将

DEM数据、坡向数据和坡度数据分别结合EVI数据

和NDVI数据对TRMM 数据降尺度,得到1km的

TRMMYear-EVI数据和TRMMYear-NDVI数据。由图5可

知,降尺度前后数据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具体表现

为降水量由南到北、自东向西递减趋势,符合地理学

上的地带性差异。华中地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南

地区,东南边缘地带相较其他地区降雨量较多。在华

中地区的中部,降雨量分布呈现一条明显的过渡带,
往北递减,往南递增。降尺度后的数据均能更为详细

的反映华中地区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在河南东南部、
湖北东部、湖南南部等地区尤为明显,且TRMMYear-EVI

数据比TRMMYear-NDVI数据更接近TRMM数据。

图5 研究区年平均TRMM数据降尺度结果

  为了进一步对比两种植被指数反演 TRMM 数

据降尺度的效果,分别对两种降尺度数据和气象站数

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由图6可知,TRMMYear-EVI数据

(R2=0.847,BIAS=-0.044,RMSE=173.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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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TRMMYear-NDVI数据(R2=0.836,BIAS=-0.040,

RMSE=176.31mm)精度更高,表明在华中地区EVI
与TRMM数据相关性更强。

对优选的TRMMYear-EVI数据进行 GDA 校正和

GRA校正,得到TRMMGDA
Year-EVI数据和TRMMGRA

Year-EVI数

据。由图7可知,在局部地区GDA校正比GRA校

正结果的降雨量细节更为明显。对于降雨量较少的

北部,校正效果无明显差别,南部降雨量较多地区校

正效果则较为显著。将TRMMYear数据、TRMMYear-EVI

数据、TRMMGDA
Year-EVI数据和TRMMGRA

Year-EVI数据分别和

气象站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2可知,GDA校正

和GRA校正后数据精度均有较大的提升。校正后的

TRMMGDAYear-EVI数 据(R2=0.0.956,BIAS=-0.026,

RMSE=86.233mm)相比于TRMMGRA
Year-EVI数据(R2=

0.831,BIAS=-0.043,RMSE=111.921mm)精度更

高。因此,华中地区TRMM 数据采用GDA校正比

GRA校正效果更佳,且通过GDA校正可以更好地改

善TRMM降尺度数据存在的高估现象。

图6 研究区降尺度数据和实测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散点图

图7 研究区多年平均TRMM数据降尺度校正结果

表2 研究区校正年尺度数据准确性分析

数据 R2 BIAS RMSE/mm

TRMMYear 0.630 0.072 250.09

TRMMYear-EVI 0.847 -0.044 173.55

TRMMGRAYear-EVI 0.831 -0.043 111.921

TRMMGDAYear-EVI 0.956 -0.026 86.233

2.2.2 季TRMM 降尺度校正数据分析 通过对华

中地区TRMM 月尺度数据进行季数据合成,得到

TRMMSeason数据,并通过降尺度及校正得到相应的

TRMMGDA
Season-EVI数据。由图8可知,两种数据降雨量分

布趋于一致,降尺度后影像细节明显增强。春季降雨

量与纬度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夏季降雨增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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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湖南和湖北东部;秋季降雨量重心向西南转

移,主要集中湖南湖北交界带西部;冬季降雨从湖北

东部至湖南西部呈现出一条明显的降雨过渡带,北侧

逐渐减少,南侧反之。华中地区全年降雨主要集中在

夏季,冬季降雨量最少,峰值不及夏季的1/2。
通过气象站数据对季尺度数据进行精度验证,从

表3可知,校正前后的数据均表现为冬季数据最优,
夏季最差。校正后各季节数据精度均有不同程度提

升。其 中,TRMMGDA
Summer-EVI数 据(R2=0.811)相 比

TRMMSummer-EVI数据(R2=0.709),R2 提升了0.102,

|BIAS|下降了0.039,|RMSE|下降了13.561mm,校
正效果最显著;TRMMGDA

winter-EVI数据(R2=0.873)相比

TRMMwinter-EVI数据(R2=0.864),R2 提升了0.009,

|BIAS|下降了0.0096,|RMSE|下降了0.951mm,
精度提升最弱。综上所述,在降雨量较多的季节

GDA校正效果更为显著。

图8 研究区季尺度数据降尺度校正结果

表3 研究区季数据验证结果

季节 数据 R2 BIAS RMSE/mm
TRMMSeason 0.818 0.0614 35.897

春季 TRMMSeason-EVI 0.812 0.0515 34.787
TRMMGDASeason-EVI 0.859 0.0086 28.257

TRMMSeason 0.709 0.0519 55.715
夏季 TRMMSeason-EVI 0.706 0.0497 53.812

TRMMGDASeason-EVI 0.811 -0.0129 42.154

TRMMSeason 0.787 0.0626 27.855
秋季 TRMMSeason-EVI 0.808 0.0619 27.245

TRMMGDASeason-EVI 0.861 -0.0049 22.469

TRMMSeason 0.864 0.0697 14.219
冬季 TRMMSeason-EVI 0.869 0.0702 14.081

TRMMGDASeason-EVI 0.873 0.0601 13.268

2.2.3 月TRMM 降尺度校正数据分析 对华中地

区2001—2019年 TRMM 月数据进行降尺度,并进

行GDA 校正,得到TRMMGDA
Month-EVI数据。由图9可

知,逐月的降水量近似服从正态分布,降水主要集中

在4—8月,TRMMMonth数据在华中地区普遍存在高

估现象,降雨量越多,高估情况越严重。TRMMMonth

数据经过GDA校正后,高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上的

缓解。
通 过 气 象 站 数 据 对 TRMMGDA

Month-EVI 数 据、

TRMMMonth数 据 进 行 精 度 评 价。由 图 10 可 知,

TRMMMonth数据在每年的中旬R2 最低,RMSE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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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最高峰,表明7月左右的TRMM 数据的质量较

差。其原因为华中地区夏季极端日降水较多[25],短
时 强 降 水 对 TRMMMonth 数 据 质 量 的 影 响 大。

TRMMGDA
Month-EVI数据与TRMMMonth数据的精度评价指

标 在 2001—2019 年 整 体 呈 现 一 致 的 趋 势,但

TRMMGDA
Month-EVI数据的三项指标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改善,且在降雨量多的月份改善更明显,这与季尺度

校正结果相照应。
图9 研究区多年平均月降水量

图10 研究区月尺度数据精度指标变化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 论

杜方洲等[26]对东北地区TRMM 数据进行深入

研究,部分东北地区的冬季降水以降雪形式为主,1

月数据拟合效果较差;夏季气候多变,7月数据的模

型拟合效果也不理想。东北地区比华中地区的地理

纬度高、降雪量多,且东北地区有较大面积的东北平

原,夏季短冬季长;而华中地区夏季降雨量大且易发

生极端日降雨[25],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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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形 等 因 子 的 影 响 下,东 北 地 区 与 华 中 地 区

TRMM的冬季数据质量呈现相反的结果,夏季数据

质量呈现一致性。日后可以深入研究 TRMM 数据

与各种因子间具体的相关性,探究华中地区TRMM
数据季节性周期规律。

目前,基于两种植被指数因子反演TRMM 降尺

度对比研究较少,现有熊俊楠等[17]采用EVI、杜方洲

等[26]和金辉明等[27]采用 NDVI为因子进行TRMM
数据降尺度研究,张寒博等[28]研究表明在长江流域

NDVI比EVI降尺度效果更好。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在华中地区TRMMYear-EVI数据比TRMMYear-NDVI数据

精度更高。从EVI和 NDVI的原理公式出发,可知

EVI相较NDVI考虑到了蓝光波段、气溶胶和冠层的

影响。NDVI在植被覆盖率高的地区,红光波段容易

出现饱和现象,而EVI综合了大气抵抗植被指数和

抗土壤植被指数的特性。综上所述,由于不同的植被

覆盖情况和不同植被指数公式的特性,在不同地区采

取EVI或NDVI对TRMM数据降尺度,得到的效果

呈现差异性。
通过GDA校正和GRA校正,可以进一步提升

TRMM降尺度数据的精度。国外学者Zhang[20]对位

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红河流域TRMM 降尺度数据进

行校正,研究表明在该地区GRA校正效果优于GDA
校正效果。而本文研究的华中地区 TRMM 数据的

降尺度校正效果与之相反。红河流域于华中地区相

比,纬度较低,北回归线横穿流域,日照时间较长。由

此,经纬度位置差异可能影响GDA校正和GRA的

校正效果。另外从 GRA的原理公式出发,可知,当

TRMM数据或气象站数据部分缺失而呈现异常高的

数值时,TRMM 数据与气象站数据相差过大,GRA
比值倍数增加,导致使用GRA校正出来的降尺度数

据较大程度上偏离真实地表降雨情况。GDA校正使

气象站数据与TRMM 数据进行差值运算,虽然不可

避免出现误差,但在华中地区所呈现的效果表明

GDA校正效果更佳。综上,GDA校正和GRA校正

的效果差异可能与地理纬度和数据质量有关。

3.2 结 论

(1)年、季和月尺度的TRMM 数据在华中地区

都体现出较好的适用性。与气象站数据的R2,BIAS
和RMSE均满足精度要求。

(2)通过GWR模型实现了TRMM数据空间分

辨率由0.25°到1km的提升,对降尺度数据和气象站

点插值数据进行分析,两者具有一致的空间分布。
(3)基于不同植被指数作为自变量对TRMMYear

数据进行降尺度研究,可知TRMMYear-EVI数据(R2=

0.847)比TRMMYear-NDVI数据(R2=0.836)精度稍高,
表明EVI更加适合华中地区TRMM反演降水数据。
将优选的TRMMYear-EVI数据进行 GDA校正和 GRA
校正,结果显示TRMMGDA

Year-EVI数据(R2=0.956,BIAS
=-0.026,RMSE=86.233mm)比TRMMGRA

Year-EVI数据

(R2=0.831,BIAS=-0.043,RMSE=111.921mm)
校正效果更显著,GDA 校正后局部的数据细节性

更好。
(4)对季、月的TRMM降尺度数据进行GDA校

正,结果显示降雨量大小与校正效果呈现正相关。但

在校正前后,冬季数据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 参 考 文 献 ]

[1] ChangATC,ChiuLS,KummerowC,etal.Firstre-

sultsoftheTRMM MicrowaveImager(TMI)monthly
oceanicrainrate:ComparisonwithSSM/I[J].Geo-

physicalResearchLetters,1999,26(15):2379-2382.
[2] CaoYueqian,ZhangWu,WangWenjing.Evaluationof

TRMM3B43dataovertheYangtzeRiverDeltaofChina
[J].ScientificReports,2018,8(1):1-12.

[3] 房世波,韩国军,张新时,等.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及其适应[J].气象科技进展,2011,1(2):15-19.
[4] 胡鹏飞,李净,王丹,等.基于 MODIS和TRMM 数据的

黄土高原农业干旱监测[J].干旱区地理,2019,42(1):

172-179.
[5] 李政,吴静,李纯斌,等.TRMM 降水产品在中国草地的

适用性研究[J].中国草地学报,2020,42(6):75-81.
[6] 王占礼.中国水土流失的基本概况及其综合治理对策

[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1(1):34-39.
[7] 王立辉,黄进良,孙俊英.基于时序 MODIS-EVI监测华

中地区耕地复种指数[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19
(5):529-534.

[8] 张顾,王加虎,罗晓春,等.TRMM 数据驱动下雅砻江流

域径流预报研究[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20(11):8-13.
[9] AbdelmoneimH,SolimanMR,MoghazyH M.Evalu-

ationofTRMM3B42V7andCHIRPSSatellitePrecipi-

tationProductsasanInputforHydrologicalModelover

EasternNileBasin [J].EarthSystemsandEnviron-

ment,2020,4:685-6998.
[10] YanYan,WuHuan,GuGuojun,etal.Climatology

andinterannualvariabilityoffloodsduringtheTRMM

era(1998—2013)[J].JournalofClimate,2020,33
(8):3289-3305.

[11] 唐国强,李哲,薛显武,等.赣江流域 TRMM 遥感降水

对地面站点观测的可替代性[J].水科学进展,2015,26
(3):340-346.

[12] 刘晓林,刘超群,杨胜天,等.TRMM 卫星降水数据在

珠江流域的适用性评价[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22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版),2020,59(6):70-79.
[13] 谢红霞,刘旭星,隋兵,等.TRMM 降雨数据在湖南省

长株潭地区的适用性[J].水土保持通报,2017,37(3):

295-301.
[14] 彭玉芝,范建容,于江,等.金沙江流域降雨侵蚀力时空

分布特征[J].水土保持通报,2018,38(2):8-13.
[15] 范雪梅,罗贤,季漩,等.基于 MOD16产品的怒江流域

中上游蒸散发分布特征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2019,

39(2):199-205,2.
[16] 李琼,魏加华,安娟,等.基于地形因子的TRMM3B43

降水数据在黄河源区的融合校正研究[J].应用基础与

工程科学学报,2018,26(6):1147-1163.
[17] 熊俊楠,李伟,刘志奇,等.基于 GWR模型的青藏高原

地区 TRMM 数 据 降 尺 度 研 究[J].国 土 资 源 遥 感,

2019,31(4):88-95.
[18] 曾业隆,谭伟,王超,等.基于 GWR模型的贵州喀斯特

山区TRMM3B43降水资料降尺度分析[J].干旱气

象,2018,36(3):405-414.
[19] 金彩平.TRMM卫星降雨数据空间降尺度校准及应用

研究[D].广西 南宁:广西大学,2018.
[20] ZhangYueyuan,LiYungang,JiXuan,etal.Fine-

resolutionprecipitationmappinginamountainouswa-
tershed:GeostatisticaldownscalingofTRMM prod-
uctsbasedonenvironmentalvariables [J].Remote
Sensing,2018,10(1):119.

[21] 王绍武,沈润平,陈萍萍,等.基于马尔可夫链模型的华

中地区土壤质地空间分布模拟研究[J].河南农业大学

学报,2019,53(2):282-288.
[22] 叶宏,邱艺.华中地区旅游产业集群辨识及发展策略分

析[J].福建质量管理,2020(2):47.
[23] BrunsdonC,FotheringhamAS,CharltonME.Geo-

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A methodforexplo-
ringspatialnonstationarity[J].JournaloftheRoyal
StatisticalSociety,2017,47(3):431-443.

[24] BrunsdonC,FotheringhamS,CharltonM.Geographically
weightedlocalstatisticsappliedtobinarydata[C]∥Inter-
nationalConferenceonGeographicInformationScience.
Berlin,Heidelberg:Springer,2002:38-50.

[25] 柯丹,管兆勇.华中地区夏季区域性极端日降水事件变

化特征及环流异常[J].气象学报,2014,72(3):478-
493.

[26] 杜方洲,石玉立,盛夏.基于深度学习的TRMM 降水产

品降尺度研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J].国土资源遥

感,2020,32(4):145-153.
[27] 金辉明,徐鹏,何康,等.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省级

TRMM降水数据降尺度研究[J].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

报,2017,29(3):29-36,83.
[28] 张寒博,徐勇,窦世卿,等.基于 GWR模型的长江流域

TRMM数据降尺度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21,28
(3):149-155,162.



  (上接第213页)
[9] 赵旭.基于空间冲突分析的昌黎县“三生”空间优化研究

[D].河北 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9.
[10] 周德,徐建春,王莉.环杭州湾城市群土地利用的空间

冲突与复杂性[J].地理研究,2015,34(9):1630-1642.
[11] 杨俊,解鹏,席建超.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土地利用

变化模拟: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J].地理学报,

2015,70(3):461-475.
[12] 袁先强,卫亚星.基于马尔科夫模型的盖州市土地利用

动态变化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7,166(1):

19-22.

[13] 张子明,刘平辉,朱寿红.基于FLUS模型的城镇用地

增长边界划定研究:以临川区为例[J].江西农业学报,

2018,30(5):117-123.
[14] 王耕,王泽.基于CA-Markov模型的大连市旅顺区土

地利用变化及预测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16,164(5):10-15.
[15] 魏伟,缪江波,夏俊楠,等.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

“三区空间”演化特征及机制分析(2010-2017)[J].经济

地理,2020,40(2):133-141.
[16] 张龙,宋戈,孟飞,等.宁安市土地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

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4,21(2):134-143.

322第4期       张寒博等:基于不同植被指数的TRMM数据降尺度及误差校正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