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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州市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ＴＭ影像为数据源，通过分析斑块和景观两个层次的格局指数变化，研究

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广州市土地利用格局的时空特征。利用马尔柯夫模型和元胞自动机模型，对广州市２０１０

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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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柯夫（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建

模中有广泛应用［１，２］，但传统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难以预

测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变化。元胞自动机（ＣＡ）

模型具有强大的空间运算能力，可以有效地模拟

系统的空间变化［３］。近年来，ＣＡ模型在土地利

用变化的模拟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

果［４６］，但它主要着眼于元胞的局部相互作用，存

在明显的局限性。ＣＡ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综合了 ＣＡ

模型模拟复杂系统空间变化的能力和 Ｍａｒｋｏｖ模

型长期预测的优势，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类型转化

的预测精度，又可以有效地模拟土地利用格局的

空间变化，具有较大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景观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已应用到土地格局

研究中，为土地利用格局研究提供了新视角［７］。

土地利用格局具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在空间上

表现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斑块的镶嵌，反映了土

地生态过程的作用结果［８］。开展土地利用格局研

究，了解其成因与机制，理解人类社会影响下不同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社会和生态效应，可以

为制定更科学、有效的土地利用管理策略提供支

持和借鉴。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处理

选择广州市为实验区，土地利用数据的原始

信息源为广州市 １９９０ 年与 ２０００ 年的 Ｌａｎｄ

ｓａｔＴＭ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３０ｍ×３０ｍ。经过

辐射纠正、几何纠正及 ＲＧＢ假彩色合成，参照

１∶１０万地形图数据，以土地的用途、利用方式和

覆盖特征为主要分类依据，对遥感影像进行目视

判读，得到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土地利用矢量数据。

根据研究目的，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

建设用地、耕地、林地、园地、水域和未利用地６

类。

１．２　犆犃犕犪狉犽狅狏模型

１）马尔柯夫模型。若随机过程在有限的时

序狋１＜狋２＜狋３…狋狀中，任意时刻狋狀的状态犪狀只与其

前一时刻狋狀－１的状态犪狀－１有关，称该过程具有马

尔柯夫性（无后效性），具有马尔柯夫性的过程称

为马尔柯夫过程。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可以

将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视为马尔柯夫过程，将某一

时刻的土地利用类型对应于 Ｍａｒｋｏｖ过程中的可

能状态，它只与其前一时刻的土地利用类型相关，

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面积数量或比例即

为状态转移概率。因此，可用如下公式对土地利

用状态进行预测：

犛（狋＋１）＝犘犻犼×犛（狋） （１）

式中，犛（狋）、犛（狋＋１）分别表示狋、狋＋１时刻土地利用系

统的状态；犘犻犼为状态转移矩阵。

２）元胞自动机模型。ＣＡ 模型的特点是时

间、空间、状态都离散，每个变量都只有有限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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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且状态改变的规则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表现

为局部特征。ＣＡ模型可用下式表示
［９］：

犛（狋＋１）＝犳（犛（狋），犖） （３）

式中，犛表示元胞有限、离散的状态集合；狋、狋＋１

表示不同时刻；犖 表示元胞的邻域；犳表示局部空

间的元胞转化规则。

３）ＣＡＭａｒｋｏｖ预测模型。根据 Ｍａｒｋｏｖ模

型与ＣＡ模型的特点，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在

土地利用栅格图中，每一个像元就是一个元胞，每

个元胞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元胞的状态。模型在

ＧＩＳ软件的支持下，利用转换面积矩阵和条件概

率图像进行运算，从而确定元胞状态的转移，模拟

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１）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矢量图转换为栅格格

式，通过ＧＩＳ叠置分析，得到土地类型转移概率

矩阵、转移面积矩阵和一系列条件概率图像（这些

图像来自转移概率矩阵，代表每个像元在下一时

刻被某土地类型覆盖的概率）。

２）构造ＣＡ滤波器。根据邻居离元胞距离

的远近创建具有显著空间意义的权重因子，使其

作用于元胞，从而确定元胞的状态改变。本文采

用５×５的滤波器，即认为一个元胞周围５×５个

元胞组成的矩形空间对该元胞状态的改变具有显

著影响。

３）确定起始时刻和ＣＡ循环次数。以２０００

年土地利用格局为起始时刻，ＣＡ循环次数取１０，

以便模拟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

１．３　格局指数的计算

选择以下指数描述土地利用格局特征［７］。

１）斑块数目犖 和面积犃。斑块的数目和面

积大小是计算其他格局指数的基础。它们既是景

观要素特性的反映，同时也受局部自然环境和人

为因子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２）斑块形状指数犌。形状指数用以计算某

一斑块形状与相同面积的正方形（或圆）之间的偏

差程度，犌值越大，说明斑块（景观）周边越复杂或

形状越长。本文以正方形为参照几何形状来计算

形状指数：

犌＝
０．２５犘

槡犃
（４）

式中，０．２５为正方形校正常数；犃为斑块面积；犘

为斑块周长。

３）斑块分维数犉犱。分维数用来测定斑块形

状的复杂程度。犉犱 可以用下式求得：

犉犱 ＝２×
ｌｎ（犘／犽）

ｌｎ（犃）
（５）

式中，犽是常数，对栅格景观而言，犽＝４。

４）景观多样性指数 犎。多样性指数是基于

信息论原理，用来度量系统结构组成复杂程度的

指数，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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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ｅａｖｅｒ多样性指数：

犎 ＝－∑
狀

犻＝１

［（狆犻）ｌｎ（狆犻）］ （６）

式中，狆犻为第犻类地类所占的面积比例；狀为地类

的数目。

５）景观破碎度指数犆。土地利用过程中，土

地利用格局的破碎化状况是其重要的属性特征。

破碎度可以体现土地利用斑块的大小，从而揭示

人、自然环境与土地利用格局间的相互作用，它与

土地利用格局、功能和过程联系密切。其计算公

式为：

犆＝∑
狀犻

犃
（７）

式中，∑狀犻为景观中土地利用斑块的总个数；Ａ
为景观的总面积。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利用 ＧＩＳ空间叠置分析功能，将１９９０年与

２０００年土地利用矢量图叠置，统计得到１０ａ间土

地类型变化情况。其中面积变化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广州市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ｋｍ２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建设用地 耕地 林地 园地 水域 未利用地

１９９０年 ６８５．２３ ２１８５．９１ ２９３０．９７ ７５１．２９ ５０４．４６ １３３．９３

２０００年 ９７３．００ １９４６．５９ ２８８８．３８ ７５９．０１ ５０６．６９ １１８．１１

增加面积 ２８７．７７ －２３９．３２ －４２．５９ ７．７２ ２．２３ －１５．８３

变化幅度（％） ４２．００ －１０．９５ －１．４５ １．０３ ０．４４ －１１．８２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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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可以得出广州市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间土

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１０ａ间，建设用地增加了

４２％；耕地、林地、未利用地相应减少，其中耕地减

少幅度达到１０．９５％，反映耕地资源下降很快；未

利用地总面积较小，且减少了１１．８２％，说明研究

区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园地和水域总面积有少量

增加。

马尔柯夫转移矩阵不仅可以定量说明土地类

型之间的转化状况，而且可以揭示不同类型间的

转移速率。运用马尔柯夫模型得到１０ａ间的土

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广州市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概率矩阵／％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建设用地 耕地 林地 园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９８．０１ ０．４４ ０．６２ ０．８６ ０．０６ ０．００

耕地 ７．９６ ８７．２１ ０．２８ ４．０７ ０．０８ ０．４０

林地 １．２９ ０．４４ ９７．５３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２１

园地 ５．６７ １．７２ １．６１ ９０．４３ ０．２８ ０．２９

水域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０７ ９９．４４ ０．００

未利用地 １６．８３ ２．７５ ４．８３ ０．０５ ０．００ ７５．５５

　　从表２可以看出广州市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间土

地利用类型相互转化情况：耕地主要转化为园地

和建设用地，其中 ７．９４％ 转化为建设用地，

４．０７％转化为园地，说明城市化和农业结构的调

整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耕地的补充主要来

源于林地和未利用地；林地有１．２９％转化为建设

用地，０．５１％转化为园地，０．４４％转化为耕地，增

加部分来源于园地与未利用地；园地中有５．６７％

转化为建设用地，１．７２％转化为耕地，１．６１％转化

为林地，因此虽然园地总面积变化不大，但是有增

有减，在空间布局有明显变化；建设用地的增加主

要靠占用耕地、园地、林地和未利用地，转化为其

他类型较少；水域变化不大；未利用地主要转化为

建设用地和林地、耕地。

２．２　景观格局特征变化

利用ＧＩＳ空间统计功能和 ＡｒｃＶｉｅｗ软件的

扩展模块ＰａｔｃｈＡｎａｌｙｓｔ，根据前文提及的景观指

数计算公式，对研究区景观格局指数进行计算，结

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广州市土地利用格局指数变化

Ｔａｂ．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斑块数 平均斑块面积 斑块面积变异系数 形状指数 分维数 多样性指数 破碎度（个／ｋｍ２）

１９９０年 ４２３６ １．７０ １６２９．７１ １．７７ １．０８ １．６３ ０．５９

２０００年 ４３５２ １．６５ １６６０．３８ １．６１ １．０６ １．６５ ０．６０

　　从表３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０到２０００年，广州市

土地利用斑块数目增加，破碎度从０．５９上升为

０．６０，反映了在人类活动干扰下，土地利用景观呈

现破碎化。多样性指数从１．６３增加到１．６５，主

要原因是优势景观林地面积下降，优势度有所下

降，因此多样性指数相应上升。土地利用斑块平

均面积在１．７ｋｍ２到１．６５ｋｍ２之间，但是斑块面

积变异系数很大，说明研究区内既有很大的斑块，

也有细小的斑块。表现在具体土地利用类型上，

区内既有大面积的城镇建设用地，又有小而分散

的农村居民点，反映了研究区城乡交错的土地利

用格局。林地分布也有类似情况，既有大面积的

林区，也有小片绿化用地。

形状指数和分维数反映土地利用斑块的形状

的复杂性，斑块的几何形状越简单，表明受干扰的

程度越大。１０ａ间，形状指数从１．７７下降为

１．６１，斑块形状复杂程度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对

应，分维数也从１．０８下降到１．０６，表明广州市人

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逐步加强。

２．３　土地利用格局预测

以广州市２０００年土地利用类型格局为初始

状态，时间间隔为１０ａ，应用ＣＡ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对

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格局进行预测，元胞大小为６０

ｍ×６０ｍ，预测结果如图１所示。

根据预测，到２０１０年，广州市建设用地、耕

地、林地、园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分别为

１１８８．９７ｋｍ２、１７４６．１５ｋｍ２、２８８７．８６ｋｍ２、

７５９．９５ｋｍ２、５０５．２６ｋｍ２和１０３．６９ｋｍ２。预测结

果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土地利用格局继续保

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变化趋势———建设用地增

加、耕地减少。对比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土地利用

格局（图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建设用地的增加主

要是在原建设用地基础上扩张，相对２０００年，建

设用 地 面 积 净 增 加 了 ２１５．９７ｋｍ２，增 幅 为

２２．２０％，反映了２１世纪第１个１０ａ广州城市化

速度相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所放缓，但城市化趋

势依然强劲。预测１０ａ间耕地减少了１０．３０％，

相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减少速度没有明显放慢，表

明耕地保护任务仍十分艰巨。此外，未利用地持

续减少，减幅为１１．２１％。林地、园地和水域面积

基本保持稳定，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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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广州市土地利用格局变化预测

Ｆｉｇ．１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对预测的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模拟格局进行格

局指标计算，结果显示，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斑块数

为４５８１，斑块平均面积为１．５７ｋｍ２，斑块面积变

异系数为２５４１．８６；破碎度为０．６４个／ｋｍ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人类活动对广州市土地利用格

局影响进一步加剧，土地利用斑块数增加，破碎度

指数继续上升，土地利用格局进一步破碎化。多

样性指数为１．６４，基本维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水

平；形状指数下降为１．４７，分维数为１．０６，表明土

地利用斑块形状复杂程度降低。

３　结　语

在遥感与 ＧＩＳ 的支持下，本文采用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模拟了广州市土地利用格局变化，

模型结果比较可信。进一步提高模拟精度可以通

过以下途径实现：① 使用更高空间分辨率的土地

利用数据，元胞尺度越小，预测结果在数量和空间

上的预测精度越高；② 要正确评价各种土地利用

类型转变的难易程度，以此来确定元胞转换规则，

评价方式的合理性是决定预测结果是否符合土地

利用变化规律的关键。

对广州市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土地利用格局和

２０１０年模拟格局景观特征研究表明，破碎度、多

样性指数、形状指数、分维数等呈现规律性变化，

这些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推演到不同

时空尺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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