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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小流域土地利用景观生态评价

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以浙江仙居县永安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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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浙江省东部仙居县永安溪流域选取位于上 、中 、下游地段的 3 个乡镇 , 分别进行景观生态评价

研究 ,主要是对各类斑块的面积 、分维数 、伸长指数 、最小距离指数等计算 , 发现从上游到下游的土地利用方式

发生了较大变化 ,如耕地所占比例有所增加 , 而乔木林地所占比例则相应降低。此外 ,人工干扰形成的耕地 、

居民点的平均斑块面积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增加 , 表明居民的聚居程度逐渐增强。土地垦殖和耕作水平也发生

了变化。在 3 个乡镇中 ,人工景观如耕地 、园地 、居民点的最小距离指数均小于人工干扰较少的景观(乔木林

地 、未利用地等)。在 3个乡镇中分别选取居民点面积最大的 3 个斑块 , 并以这 3 个斑块为中心 ,分别建立了

距离为 1 000m 和 2 000m 的缓冲区(缓冲区 A 和B),均发现在中游地段的破碎度最大 ,下游次之 , 上游最小。

除缓冲区 A 外 ,在缓冲区 B 和乡镇范围内 ,随着人为干扰的增强 ,多样性指数增大 , 优势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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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随着人口 、资源 、环境

和发展(PRED)问题的日益突现 ,土地利用规划

逐渐从传统的建设性或蓝图规划 ,发展到以控制

土地利用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且具有广泛民

众基础的公共决策。规划过程也开始广泛应用现

代遥感技术 、模型技术和 GIS 等定量研究方法 ,

以适应多目标 、多方案规划设计的需要 。这些信

息技术集中表现在土地资源数据库技术 、模型分

析技术 、空间分析技术(GIS)与可视化技术 、专家

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 ,其中遥感技术以其能

提供现势 、周期 、宏观和多层次的地表信息为特

征 ,弥补了常规方法的不足;GIS有综合各类数据

的能力 ,有模型库和方法库的支持 ,有强而完善的

专题制图功能 ,因而在土地资源管理 、规划和决策

实践中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 ,并使得我国的土地

利用规划方法由定性向定性 、定量相结合 ,由静态

规划向动态规划 ,并逐步向规划的模型化和信息

化方向发展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 、工

作效率和精确度[ 1 ,2] 。

景观生态学由于强调空间异质性 、尺度 、景观

格局与生态过程等宏观特性 ,为信息技术在土地资

源利用研究中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对景观生态现

状以及组成景观生态系统的功能单元进行比较 、评

定 ,在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规划设计等研究中已逐

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 。本文以浙江省仙居县永

安溪流域为例 ,来说明小流域土地资源利用研究中

景观生态评价的具体方法和应用情况 。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仙居县位于浙江省东部 ,介于北纬 28°30′～

28°50′和东经 120°20′～ 120°54′之间 ,南 、北 、西三面

环山 ,地势较高 ,中部是河谷盆地 。地形以丘陵为

主 ,整个地势西高东低 ,永安溪从西南隅贯穿全县 ,

两岸形成20 ～ 45km2不等的串珠状河谷平原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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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域为该县境内永安溪流域上(湫山乡)、中(田

市镇)、下(下各镇)游地段。具体位置如图 1所示。

1.2　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项研究以上述 3个乡镇的 1∶1万土地利用

现状图为基本分析图件 。应用 MapInfo 5.0进行

屏幕数字化输入 ,根据研究目的 ,将土地利用现状

分为耕地 、乔木林地 、灌木林地 、未成林造林地 、水

面 、居民点 、园地和未利用地;再应用 Arc/ Info[ 4]

输入土地利用图 ,建立拓扑关系;然后利用 Arc/

Info 软件的 Dissolve 命令 ,将具有共同边界的同

一土地利用类型合并为一个斑块;通过属性表查

询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周长和质心位置。

为了考察在不同尺度范围内的人类活动强度对土

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影响 ,分别以居民点斑块面积

最大的斑块建立距离为1 000m 和 2 000m 的缓冲

区。在 3个乡镇内(含缓冲区)分别计算以下景观

空间格局和异质性特征[ 5 , 6]指数。

1)斑块面积(A)和斑块周长(P)。斑块的大

小和形状主要反映了其生态系统的本质 ,是景观

要素特性的反映 ,同时也受局部环境因子的影响 ,

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

2)斑块伸长指数(G)。 G=P/ A , 正方形

斑块 G 值等于 4 , G值越大 ,斑块形状越长 。

图 1　研究区域位置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 rea

　　3)分维数(D)。 D 用来测定斑块形状影响

内部斑块的生态过程 ,即斑块形状:

D =2log(P/4)/ log(A)

式中 , D 值的理论范围为 1.0 ～ 2.0 , 1.0代表形

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斑块 ,2.0表示等面积下周边

最复杂的斑块。

4)最小距离指数(NNI)。NNI 用来描述景观

中同类斑块联系程度 。NNI =MNND/ENND , 式

中 ,NNI是最小距离指数;MNND是最近邻斑块间

的平均最小距离;ENND是随机分布条件下 MN-

ND的期望值。MNND和ENND的计算式如下:

M IND =∑
N

i=1

NND(i)/ N ,ENND =1/(2 d)

式中 ,NND(i)是斑块 i 到其相邻斑块的最小距离

(在此 ,相邻斑块的最小距离以相邻斑块质心间的

最小距离来计算);d 是景观中给定斑块类型的密

度 , d=N/ A ,其中 , N 是给定斑块类型的斑块数 ,

A 是景观总面积。若 NNI的取值为 0 ,则格局为完

全团聚分布;若 NNI的取值为 1.0 ,则格局为随机

分布;若 NNI取其最大值如 2.149 ,则格局为完全

规则分布。

5)多样性指数(H)。根据信息论原理 ,景观多

样性指数的大小反映景观要素的多少和各景观要

素所占比例的变化。当景观由单一要素构成时 ,景

观是均质的 ,其多样性指数为 0;由两个以上的要

素构成的景观 ,当各景观类型所占比例相等时 ,其

景观的多样性为最高;各景观类型所占比例差异增

大 ,则景观的多样性下降。景观多样性指数为:

H =∑
m

i=1

(P i ×lnP i)

式中 , H 为多样性指数;P i 为景观类型 i 所占面

积的比例;m 为景观类型的数量 。

6)优势度(D 0)。D0 用于测度景观结构中一

种或几种景观类型支配景观的程度:

D 0 =Hmax -H

式中 , D0 为优势度 , Hmax为最大多样性指数 ,

Hmax =lnm , m 是景观类型数 。当 D 0 值较小时 ,

表示景观是由多个比例大致相等的类型组成;当

D 0值较大时 ,表示景观只受一个或少数几个类型

所支配。多样性指数和优势度描述了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的分配方式 ,能反映土地利用是否以某种

或某几种方式为主。

7)破碎度(C)。在较大尺度研究中 ,景观的

破碎化状况是其重要的属性特征。景观的破碎化

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 ,与景观格局 、功能和过程密

切联系 ,同时它又与自然资源保护互为依存 。其

计算公式为:

C =∑n i/ A

式中 , ∑ n i 为景观中所有景观类型斑块的总个

数;A 为景观的总面积。可以体现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平均地块的大小 ,从而揭示人 、自然环境与土

地利用景观格局间的相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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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小流域土地利用现状结构分析

研究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面积及其

所占比例的计算结果显示 ,由人类垦殖 、居住等活

动所形成的景观(耕地 、园地 、居民点)面积在总面

积中所占比例 ,在河流的上游(湫山乡)、中游(田

市镇)和下游(下各镇)分别为 11.01%, 2.45%,

1.03%;23.74%, 3.83%, 2.93%;28.91%,

6.82%,5.62%,呈现递增的趋势。反之 ,人类干

扰较少的景观类型(林业用地)则呈现递减的趋

势 ,乔木林地 、灌木林地和未成林造林地的比例在

河流的上游 、中游和下游分别为 63.53%,

5.46%, 8.58%;52.15%, 1.41%, 1.93%;

34.82%, 0.85%,4.68%。由此 ,反映出人类活动

对自然景观的干扰 ,从上游到下游呈现递增的趋

势。此外 ,水面面积所占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 ,

分别为 1.67%, 1.88%, 4.50%。而在河流中下

游 ,由于溪流冲刷所形成的滩地等未利用地呈现

增加的趋势 ,分别由上游的 6.27%,逐渐增加到

中游的12.13%和下游的 13.83%。

2.2　小流域景观空间格局研究

利用查询命令分别统计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的斑块数 、每一斑块的面积 、周长和质心 ,计算平

均斑块分维数和平均斑块伸长指数 ,并利用 VB

编程计算出斑块间的最小距离指数 。结果显示 ,

湫山乡平均斑块面积最小的土地利用类型依次为

居民点 、园地 、耕地等 ,斑块面积最大的是乔木林

地;田市镇平均斑块面积最小的土地利用类型依

次为园地 、居民点 、水面等 ,斑块平均面积最大的

是乔木林地;下各镇平均斑块面积最小的依次是

园地 、水面 、居民点等 ,最大的是灌木林地 ,其次是

乔木林地。表明在永安溪中上游地区 ,土地利用

以林地为主 ,特别是在上游地区 ,乔木林地斑块数

只占总斑块数的 11.2%,而面积却占总面积的

63.53%。人工干扰所形成的耕地 、居民点的平均

斑块面积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增加 ,表明土地垦殖

水平 、耕作方式都有较大的变化 ,居民的聚居程度

及其人为干扰不断增强。

从水面平均斑块分维数和平均斑块伸长指数

看 ,湫山乡最大 ,分别为 1.25和 14.77;而田市镇

和下各镇水面的分维数均为 1.05 ,伸长指数分别

为5.92和 5.48。表明从上游到下游 ,水面的形

状有很大变化。在上游 ,水面主要为长条形;在中

下游 ,由于河流冲刷形成了串珠状河网 ,支流变

短 ,以及水库 、坑塘等的增加 ,使得平均斑块周长

减小 ,水面伸长指数减小 ,平均斑块分维数降低。

另外在本流域内 ,耕地 、乔木林地和未利用地分维

数较高 ,说明耕地主要是依地形开垦而成 ,多分布

在坡度较小的地方 ,而乔木林地和未利用地则受

人为因素干扰较少。居民点和园地的分维数都是

1.05 ,形状比较规则 。以上研究显示 ,除水面外 ,

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平均斑块分维数并无很大差

异 ,表明人类干扰的强弱对平均斑块形状复杂程

度并无显著影响。

人工景观的最小距离指数一般小于人工干扰

较小的景观 ,如在上游 ,耕地 、园地 、居民点的最小

距离指数均小于 0.85 ,低于林地(0.85)、未利用

地(0.95)、未成林造林地(1.01),这在中下游也有

类似的规律。说明人工形成的景观较为集中 ,而

受人为干扰较少的景观则相对分散 。

2.3　小流域内不同尺度的景观异质性指数比较

本区湫山乡 、田市镇和下各镇的人口密度分

别为 124 人/km2 、285 人/km2 和 519 人/km2(据

2000年仙居统计年鉴),居民点面积在总面积中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03%、2.93%和 5.62%,说

明人类的干扰活动在下游最强 ,中游次之 ,上游最

弱。为了考察人类活动对周围区域土地利用的影

响 ,这里分别在上述三个乡镇中选取居民点面积

最大的斑块(即乡镇活动中心)(斑块面积分别为

129 789.47m
2
、546 565.83m

2
和 719 133.09m

2
),

以 1 000m 和 2 000m为距离建立缓冲区(缓冲区

A 和缓冲区B),在缓冲区 A 和 B 以及乡镇 3个

尺度范围内分析其景观多样性指数 、优势度 、破碎

度等的变化(表 1)。

表 1　景观多样性 、优势度 、破碎度分析

Tab.1　Diversity , Dominance and Fragmenta tion

of Landscape

缓冲区 研究区域 多样性 优势度 破碎度/(%)

1 000m 缓冲区

湫山乡 1.15 0.93 0.27

田市镇 1.12 0.96 0.35

下各镇 1.05 1.02 0.28

2 000m 缓冲区

湫山乡 0.78 1.30 0.25

田市镇 1.34 0.74 0.48

下各镇 1.36 0.72 0.39

湫山乡 1.28 0.80 0.41

田市镇 1.38 0.70 0.47

下各镇 1.67 0.41 0.42

　　从表 1可以看到 ,在缓冲区 A 中 ,从上游到下

游 ,多样性指数逐渐降低 ,优势度有所增加;而在缓

冲区 B 和乡镇尺度中 ,变化趋势则正好相反。一

般来说 ,乡镇居民点面积最大的斑块所在地区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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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最剧烈 、最集中的地区 ,其多样性指数较

大 ,优势度较小。但在缓冲区 A 中 ,结论则相反。

如图2(a)、2(b)所示是在湫山乡和下各镇所建立的

缓冲区 A ,在下各镇建立的缓冲区几乎被耕地包

围 ,而在湫山乡 ,耕地分布较少 ,说明自然环境因素

可以显著影响人类耕作活动的范围 。在河流上游 ,

出现了人工景观与自然 、半自然景观相交错的景观

格局 ,除乔木林地(占总面积的 67%)外 ,其余土地

利用类型(占总面积的比例)均小于 10%。而在下

游 ,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使得土地利用以耕地和乔

木林地为主(占总面积的 89%),说明人类活动达

到一定程度后 ,农业景观多样性也有可能降低。当

把研究范围扩大到缓冲区 B 时 ,人类干扰活动相

对于缓冲区 A 有所降低 ,上游的乔木林地所占比

例由 A 中的 67%增加到 82%,区域内景观多样性

变小 ,优势度提高;而中下游河谷平原的边缘出现

了成片林地 ,较少受人为干扰的景观如水面 、未利

用地等有所增加(如图 2(b)和 2(c)),例如下各镇

未利用地占总面积的比例由 0.3%增加到 4%。在

缓冲区 B 和乡镇范围内 ,形成了人类干扰越强 ,多

样性指数越大 ,优势度越小的变化趋势[ 7] 。由此可

知 ,研究区域的尺度选择对于研究人类活动对景观

格局形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从不同的尺度出发可

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但破碎度指数在 3个尺度范

围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田市镇最大 ,下各镇

次之 ,湫山乡最小),即中等程度的干扰使得景观破

(a)　　　　　　　　　　在湫山乡建立的缓冲区 A　　　　(b)　在下各镇建立的缓冲区 A

(c)　在下各镇建立的缓冲区 B

图 2　缓冲区分析

Fig.2　Buffer Analy sis

碎度最大 ,这是与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的
[ 8]
。

　　此外 ,3个不同尺度的景观异质性指数间差

异的幅度也是不同的 。如在缓冲区 A 中 ,湫山乡

的多样性指数最大 ,下各镇最小 ,最大值与最小值

的差为0.1;在缓冲区 B 中 ,多样性指数最大值与

最小值的差为 0.58;在乡镇范围内 ,差值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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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优势度指数在缓冲区 A 、缓冲区 B 和乡镇

范围内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分别为 0.09 、0.58和

0.39。破碎度指数在缓冲区 A 、缓冲区 B 和乡镇

范围内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分别为 0.08 、0.23和

0.06。这些都说明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尺度范

围 ,以更好地表现典型小流域的区域特性。

3　结　语

景观空间格局是影响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一个

重要内容 。通过对永安溪流域景观生态的评价可

以看出 ,从永安溪上游到下游 ,人口密度 、土地利

用的主要方式都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 ,由此导致

了区域景观多样性指数 、优势度 、破碎度等的变

化 ,并在不同尺度范围内呈现不同的趋势和一定

的差异 ,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 ,仍有待进一步

研究。与当地景观相协调 ,按景观生态学理论逐

步解决不同尺度上的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问题 ,

对于小流域进一步综合建设和规划开发是有积极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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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Evaluation

in the Typical Small Watershed' s Land Use

SU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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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ea , fractal dimension ,elongation index and minimum distance index of patches in

three villages and tow ns ,which are located at up ,middle and down Yonganxi River basin , Xianju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were calculated with landscape ecological evaluation.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land use types change a lot from upriver to dow nriver.Otherwise the mean patch areas of

man made landscape types such as farmland and residential site become larger f rom upriver to

dow nriver.It indicated that , land cult ivating and farming level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

gions.In the three villages and tow ns , the minimum distance index of man made landscape is less

than that of forest and w aste land;buffer zones w ith 1 000m distance and 2 000m distance(buffer

A and buf fer B)are created in the three villages and tow ns , the buffer centers are three residen-

tial sites which are the largest residential si te in thei r villages and tow ns.It indicated that the frag-

mentation is the biggest in the middle river and smallest in the upriver.In buf fer B and villages

and tow ns region ,w ith an exception of buffer A , the diversi ty index increases w ith increased hu-

man disturbance ,while dominance decreases.

Key words:small w atershed;land use;landscape ecologic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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