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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地学信息图谱的基础上，针对土地利用的特殊性，提出了县级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的研究方法与

技术路线。以余姚市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库为依托，利用ＧＩＳ技术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图谱，并对该

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实例证明，这是一条有效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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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地理学研究

的前沿与热点，早期受限于调查技术与资料来源，

大多以文字或图面的描述来表达土地利用的空间

分布。目前，国内外多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

立数学模型及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土地利用进行模

拟和解释。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了地学信息图

谱的理论和方法［１～５］，不少学者已将信息图谱应

用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方面的研究，但主要侧重

于较大区域范围的土地覆盖方面，对小尺度的土

地利用变化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对县级土地

利用信息图谱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并对余姚市

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

１　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的探讨

１．１　理论基础

地学图谱是分类化、系统化的各种地理要素的

一种抽象数学形态表达。图谱是以一系列经过分

析综合的地图、图像或表格形式来表达内容、传递

信息的［２，５］，是反映事物和现象空间结构特征与时

空序列变化规律的一种信息处理与显示手段。

地学信息图谱由陈述彭院士首次提出，它是

形、数、理的有机结合，是以多学科为支撑发展起

来的一种时空复合分析方法论［１，２，６］。在地学研

究中，面对海量数据，要了解其内部机理，传统的

数学方法以及 ＧＩＳ现有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有

时就显得力所不及［２，７］。而信息图谱通过对数据

的分析、处理，运用图形语言的形象表达能力，进

行时间与空间的综合分析，能直观、简洁地表达所

描述的复杂现象［８］，反映其不同时间的状态和不

同条件下的形态特征，从而通过外部表象来揭示

其内部规律。

１．２　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的研究方法

利用信息图谱来进行土地利用研究，就是将

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及强度、利用范围和空间属

性用图谱形式表示，即土地利用信息图谱是分类

化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一种抽象数学形态表

达，它所反映的是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土地利用

在空间上的属性和特征以及在时间上的变化过

程。图谱是以地图、遥感影像、调查统计资料为

主，而土地利用信息图谱具有极其丰富的数字化

的信息来源，它以数据库为依托，可通过查询检索

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与各种数据［５］。

在土地利用研究中，精确地进行土地利用分

类及其边界的确定极为关键。过去受各种条件的

限制，进行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研究的数据来源主

要以小比例尺的遥感影像为基础，通过对遥感影

像的判读来了解其土地覆盖类型，并判断其土地

利用的类型，这种方法有很多缺陷。就遥感数据

而言，由于受判读人员的实践经验与知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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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误差甚至误判或过于简单的解

译。近年来，土地利用类型越来越复杂，如果仅根

据土地表面覆盖物影像来判定土地利用类型，可

能会产生误判。本文提出的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的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　县级土地利用图谱的建立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以余姚市为例分析县级土地利用图谱的

建立，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宁波

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示范项目。首先对余姚市

１９９０年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数字化，并结合当时

的详查统计数据建立１９９０年土地利用数据库。

余姚市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进行了土地利用更新调

查，利用２００２年航摄图像制作正射影像图并数字

化，再结合实地调查和历年土地利用资料建立起

２００３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在本次调查中，对

近几年因农业结构调整，在耕地上临时种植其他

经济作物或进行其他农业活动但并未破坏耕作层

的仍调查为耕地，这种土地利用数据能真实地反

映区域内耕地的数量，为分析本地区的土地利用

变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为便于比较分析，将余

姚市土地利用分为耕地、园地、林地、居民点及工

矿、交通、水域、未利用地等７大类。余姚市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见表１。

２．２　余姚市土地利用信息图谱的建立

本研究拟由耕地、园地、林地、建设用地、水

域、未利用地的变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处理后

的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３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导入 Ａｒｃ

ＧＩＳ软件中，利用 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分别建立

２００３年余姚市土地利用类型分布格局信息图谱

（图２）和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余姚市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变化信息图谱（图３）。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余姚市土地利用现状一级分类面积统计表／ｈｍ２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ｒｅａｏｆＹｕｙａｏ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１９９０ａｎｄ２００３

年份 耕地 园地 林地
建设用地

居民点及工矿 交通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１９９０ ５３６８１．２ ６７０４　 ５０６１２．９ １０２８７　 ３１２．５ ９３８５．５ ３３９３．９

２００３ ４７４６１．５ ６０５７．２ ５２６６８．５ １７５０８．４ ８６６．８ ９０７２．５ ７４３．７

　　图２、图３表明，２００３年余姚市现有土地资源

的主要特点是耕地和林地面积较大，其他地类占

地面积相对较少，尤其是未利用地数量极少。耕

地有４７４６１．５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３５．４％，主要分

布在中北部平原地区；林地有５２６６８．５ｈｍ２，占总

图２　２００３年余姚市土地利用分布格局信息图谱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Ｙｕｙａｏ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２００３

面积的３９．１％，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低山丘陵地

区；建设用地占地１８３７５．２ｈｍ２，占总面积的

１３．７％，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北部。园地相对较

少，有６０５７．２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４．５％，主要分

图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余姚市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图谱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ＹｕｙａｏＣｏｕｎｔｙ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０３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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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南部低山丘陵地区和郊区的东部，市郊区的

园地为余姚市的蔬菜基地。平原地带河网密布，

水域主要分布在西北一带，最大的河流为姚江，余

姚市境内长度约５５ｋｍ，境内有牟山湖、陆埠水

库、梁辉水库、四明山湖水库。

利用 ＧＩＳ的叠置分析功能，将１９９０年和

２００３年的余姚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叠置，产生土地

利用变更图及相应的属性集。表２是利用 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法获得的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余姚市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相互转化的结果。

表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余姚市各种土地分类面积流向表／ｈｍ２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ｒｅａｉｎＹｕｙａｏＣｏｕｎｔｙ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０３

１９９０年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３年土地利用类型

耕　地 园　地 林　地 居民点及工矿 交　通 水　域 未利用地

耕　地 － ６２２．９ １０５２．５ ７１２１．１ ５３５．７ ２５０．５ ２１．７

园　地 ８７２．４ － １０３２．６ ３３３．７ ９．３ ４８．０ １５．３

林　地 ９６８．５ ７４３．９ － ５８２．９ １４．０ １１５ ３７．２

居民点及工矿 ３５９．２ ８９．０ ５１８．８ － ７６．２ ４６．５ １１．３

交　通 ３４．４ ７．８ ４．７ ８１．４ － ２５．２ ０．１

水　域 ５０９．５ ４２．６ ２００．９ ６４．０ ６８．２ － １２．３

未利用地 ６４１．３ １５８．０ １７０７．７ １３９．１ ２．８ ９９．０ －

　　由于叠置分析得出的土地利用变更图包含所

有地类相互转化的情形，图形比较复杂，难以进行

分析，需要分别提取所需要的信息图谱。在余姚

市的土地利用变化中，耕地、建设用地和林地的面

积变化量较大，而且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是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研究的重点对象，因此，

通过查询分析，从土地利用变更图中分别提取耕

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和耕地转化为林地的变化图

谱，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变化图谱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信息图谱的分析

１）耕地的变化分析。从表１可知，耕地面积

从１９９０年的５３６８１．２ｈｍ２减少到２００３年的

４７４６１．５ｈｍ２，减少了６２１９．７ｈｍ２，平均每年减

少４７８．３ｈｍ２。表２显示耕地的减少主要是变化

为居民点及工矿、交通用地、林地和园地，其中转

化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面积最大，其次是林地。

图３、图４（ｂ）显示，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间，在余姚市的

耕地变化中，变为建设用地的耕地主要分布在交

通线、居民点以及姚江沿线附近，在空间分布上存

在相对集中的趋势，表明耕地的减少是建设用地

扩张的结果。图４（ａ）表明，转化为林地的耕地在

空间上呈现零星分散，主要分布在南部低山丘陵

地区，其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坡耕地不适宜耕作而

退耕返林。由于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的政策，

余姚市在大量占用耕地的同时，也大力进行土地

整治和造田，将其他地类改造为耕地。

２）林地的变化分析。与耕地的变化相反，林

地用地面积在这１３ａ间大幅度增加，面积从１９９０

年到２００３年增加了２０５５．６ｈｍ２，平均每年增加

１５８．１ｈｍ２。图３、图４（ａ）表明，增加的林地主要

分布在南部低山丘陵地区。林地的增加主要是由

于自然原因的变化，未利用地中的荒草地经过十

几年的变化已转变为林地；另外一个原因是退耕

返林政策的实施。表２显示，在１３ａ中，也有相

当数量的林地变为耕地、园地和建设用地。

３）园地的变化分析。１３ａ间，园地的面积减

少了６４６．８ｈｍ２。图２和图３表明，园地分布相

对集中，主要分布在南部低山丘陵地区和靠近余

姚市区附近的几个乡镇。表２显示，减少的园地

变化为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一部分园地由于种

植的效益不高，逐渐抛荒而退返为林地；另有一部

分园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主要是在农村居民点

用地扩张侵占园地的结果。

４）建设用地的变化分析。由建设用地转化

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极少，主要是由其他土地

利用类型转为建设用地，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建

设用地共增加７７７５．７ｈｍ２，每年增加 ５９８．１

ｈｍ２。表２、图３和图４（ｂ）表明，增加的建设用地

主要是占用耕地，主要分布在各城镇和农村居民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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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外围、交通线两侧以及姚江附近，在空间形态上

呈逐渐向外扩张的变化规律。林地变化为建设用

地主要是工业采石场用地。余姚市是我国县域经

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外开放度较高，产业结构

调整与农村城镇化的兴起，城乡一体化发展较快，

城市化发展需要更大的用地面积，从而导致建设

用地面积迅速增加。

５）未利用地的变化分析。未利用地面积在

１３ａ间共减少２６５０．２ｈｍ２，是所有地类中面积减

少幅度最大的。主要原因是经过１３ａ自然变化

或植树，未利用地变化为林地１４４４．７ｈｍ２；另一

部分是通过造地变化为耕地６４１．３ｈｍ２。图３表

明，余姚市现有未利用地数量已很少，说明该市土

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由以上分析得出，余姚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原

因主要是受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的影响。在１３ａ

期间，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余姚市土地

利用方式发生较大改变，主要的转变轨迹为耕地

面积逐渐减少，建设用地和林地面积增加，而且这

些土地利用变化的现象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化

情形。

４　结　语

土地利用变化是自然地理环境系统和人文社

会经济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学信息图谱作为

一种正处在探索阶段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为进行

土地利用变化机理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由于受已有资料的限制，本研究只利用了两个不

同时点的土地利用数据，但通过实例分析得出，利

用信息图谱来研究复杂的土地利用系统，能较清

楚地反映出土地利用变化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及

其主要趋势，可以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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