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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探索性数据分析在分析土地利用分布特征、土地利用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土地利用变化情

况等方面的应用。土地利用数据分析的实验结果表明，ＥＤＡ能够有效地从总体到个体、从详细分类到概括分

类、从普遍特征到局部特征、从现状特征到动态变化，多层次、多视角地发现土地利用数据集合内部隐含的深

层土地利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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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数据描述了某一区域内各地块的土

地利用类型、土地权属性质、权属单位、坡度和面积

等信息。土地利用数据最典型最直接的利用方式

是制作土地利用类型图、按照权属或用地类型统计

各类用地的比例以及为土地利用和土地资源评价

提供基础信息等，其结果通常是用地图、图表、表格

以及文字报告表现单一的数据处理结果。这种利

用方式主要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描述的最基本的、较

为浅层的信息，并没有充分有效地展示土地利用数

据分析处理的逻辑推理过程，因而不能深入发现蕴

含的更多视角、更深层次的土地利用信息。

探索性数据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ＤＡ）提供了观察数据、由数据自身阐述其涵义

的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 ［１］，它利用多种可视化技

术手段发现和表达蕴含在数据中的深层信息，告

诉人们数据所阐述的事实和意义，使数据更容易

被有效地理解。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ＥＤＡ技

术和方法被逐渐引入各种应用领域。

本文探讨了ＥＤＡ在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中的

应用潜力和方法的有效性，以提升土地利用数据

应用的层次和深度。

１　犈犇犃方法在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中

的主要应用

　　ＥＤＡ源于统计分析，但是不同于统计分析的

是它不需要先有一个假设和先验知识然后验证这

个假设，而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逐步地产生假设

（即问题），并逐步寻求其答案 ［１４］。文献［１］定义

了多种用于ＥＤＡ可视化的方法，如茎叶图、箱线

图、散点图、双向直方图等，以及传统统计分析中

常用的统计图表，如饼图、直方图、曲线图等，后续

的研究者又提出平行坐标系图等多种方法［３］。

１．１　分析土地利用的分布特征

土地利用数据的采集通常是以乡镇级别的行

政区域为采集单元，而数据的利用往往需要分析

较高级别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总体土地利用特

征，所以需要对已有数据进行聚合、抽象，发现和

提取反映总体特征的信息。

纵观全局是ＥＤ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２］，

追求在不损失数据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反映数据的

总体特征，所有的数据都参与分析，能够从多个视

角分析和展示土地利用分布的整体结构特征和空

间分布特征。ＥＤＡ和传统的描述性统计工具都

提供了相应的分析方法，常见的有以表达绝对数

据为主的直方图表和表达百分比数据为主的饼状

图表，它们都可以有效地表达一个区域范围内各

类用地的总体构成特征。

除了纵观全局掌握土地利用的总体分布特征

外，在一个区域中总是存在某些特殊的局部特征，

跟区域中其他部分或对象的特征相差较大，所以

要全面地反映土地利用分布特征，有必要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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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的区域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这些局部

区域的特殊性以及形成的原因。

１．２　分析土地利用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

影响土地利用的因子很多，有气候、土壤、地

形、地貌等自然因子，还有人口、人均经济收入等社

会因子。这些因子之间存在着或紧或疏的关系，它

们的不同组合决定着一个区域的土地利用分布特

征。此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地块在空间分布上

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例如水浇地对水体的依

赖关系，居民地和道路及水体之间的关系等。

传统的统计方法常采用散点图和曲线图分析

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不适用于分析多个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 ［３］。ＥＤＡ的平行坐标系图是进行

多变量分析特别是多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分析的

最有效方法之一 ［２，３］。从单个坐标轴上的数据点

位分布可以判断其相应变量的数据分布状况，从狀

个坐标轴之间连接直线的排列方式可以判断相邻

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如果两个变量

之间的大部分连线相互平行，则说明这两个变量

之间是线性正相关；如果大部分连线相互交叉成

Ｘ形时，说明这两个变量之间是线性负相关。

１．３　分析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类型及其

面积的变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层次反映不同细

节程度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除了用常规的直方

图和曲线图表达地块在不同时间段的数据状况

外，利用平行坐标系图既能够表达总体的土地利

用变化特征，同时也能清晰表达各时间段上各类

用地的分布状况。例如，用一个坐标轴表达各地

块在某个时间段上某种用地类型的面积值，一组

这样的坐标轴就可以表达各地块在不同时间段上

各类用地类型的面积分布。

２　应用实例

本文采用湖北省九峰县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的１∶

１００００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了实验。该数据依据

２００２年颁布实行的全国土地分类体系的第三层

分类记录了各地块的用地类型和相关属性信息，

包括权属性质、权属单位、坡度等，整体的土地覆

盖总面积约为５３ｋｍ２。本文主要以ＧｅｏＶｉｓｔａ为

数据分析平台，结合其他如Ｅｘｃｅｌ软件和ＡｒｃＩＩｎ

ｆｏ平台，实现ＥＤＡ分析方法的可视化展示。

２．１　总体土地利用特征与个体土地利用特征的

描述和对比分析

遵循ＥＤＡ由数据自己阐述其涵义的原则，

首先分析原始数据中记录的三级土地利用类型的

地块面积构成和空间分布（图１），图１（ａ）为个体

区域的各类用地类型的面积构成，图例中ＡＲＥＡ

后的数字是用地类型代码。为便于分析显示，对

属于同一个体区域的地块按用地类型进行汇总，

并用饼图分析每个区域拥有的各类用地的面积构

成。其中，有１２个区域的灌溉水田（１１１）（排在图

例的第一位）的面积超过个体区域面积２５％，而

且大部分分布在整个区域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图

１（ｂ）为整体区域的各类用地类型的面积构成，图

上标注的每组数字的前３位是用地类型代码，其

后是对应的面积百分比。为便于清晰阅读，一些

面积比率小于１％的用地类型没有标注在图上。

图１　三级土地利用类型的地块面积构成和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Ｐａｔｃｈ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ｉｒｄＬｅｖｅｌ

从上述分析可知，该区域农业用地类型的用

地面积占到大多数，居于重要地位，所以忽略掉与

农业用地关系不太密切的用地类型，聚焦分析农

业用地的构成情况。由于原始数据的土地利用分

类相对较细，图１还表明多种类型的农业用地占

地面积很小，所以根据国家土地利用类型标准分

类体系将三级分类转换为二级分类，并对各类型

的面积进行相应的归类汇总。图２（ａ）为整体区

域的各类用地类型的面积构成，分析了整体区域

在二级分类层次上用地类型面积构成。图２（ｂ）

为个体区域的各类用地类型的面积构成，分析了

农业用地在个体区域上的面积构成，除农业用地

类型外的其他类型通称为其他，超过４０％的个体

区域的耕地面积超过区域面积的５０％，尤其在南

部各区域耕地分布较广，而中部则相对较少。那

么耕地占地面积较大的个体区域中具体是哪种耕

地类型最为普遍呢？选择某个或某几个区域为样

区，进一步分析其农业用地的具体利用方式。

本文选择最西南端的个体区域作为样区，分

析该区域农业用地三级分类的面积构成。图３（ａ）

为该区域的各类用地类型的面积构成，其中，灌溉

水田（１１１）占了农业用地的５５％以上，旱地（１１４）

３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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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二级土地利用类型的地块面积构成和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占１４％，菜地（１１５）占地只有１％，园地中的果园

（１２１）和茶园（１２３）占地面积小于５％，属于林地

的有林地（１３１）和疏林地（１３３）占地面积不足

１５％，坑塘水面（１５４）占１３％。图３（ｂ）为个体区

域的各类用地类型的面积构成，描述了上述用地

类型在该区域的空间分布，其中空白区域是非农

业用地。图中点状符号填充的是大面积灌溉水田

（１１１），作为水源之一的坑塘水面（１５４）散布在灌

溉水田周围，在区域中部有部分旱地地块（１１４），

地块的坡度都在３°以上，而大部分灌溉水田地块

的坡度在３°以下。在该区域的最北端分布有大

块的有林地，其坡度都在１０°以上，不适于农作物

的机械化耕种。

此外，图２（ｂ）中有些区域显示出完全不同于

耕地区域的用地构成，例如在中部靠右侧的区域

中，林地（１３）占了该区域总面积的８０％以上，而

在位于北部中央的西北东南方向延伸的区域中，

其他类型的面积超过该区域总面积的７５％。可

以同样采用上述样本分析方法深入分析这些区域

中用地类型的细节分布特征，并通过其他辅助信

息如坡度、土壤、土质以及社会经济信息等分析形

成这些用地类型分布特征的依据。

图３　所选区域内三级土地利用类型的

地块面积构成和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Ｐａｔｃｈ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ｉｒｄＬｅｖｅｌ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２．２　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的相关关系

本文利用平行坐标系图分别从二级分类和三

级分类两个层次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是农业

用地）在用地面积上的相关性，以及各类用地自身

的面积分布特征。图４显示了三级分类的灌溉水

田（１１１）、坑塘水面（１５４）、旱地（１１４）、菜地（１１５）、

果园（１２１）、有林地（１３１）、疏林地（１３３）和苗圃

（１３６）的平行坐标系图。只有相邻的坐标轴所表

达的变量才能有效地显示其相关关系，通过调整

坐标轴的排列顺序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５］。总

体上看，图４中相邻排列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不

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只是在１１１和１５４之间、

１５４和１１４之间、１１４和１１５之间存在一些平行的

连线。从单个坐标轴上数据分布可以看出，１１１、

１４４、１５４类型的地块面积在对应的坐标轴中间部

位数据分布相对集中，而两端相对疏散，近似正态

分布；１１５、１３１、１３３类型的地块面积分布则呈现

明显的非对称右偏态分布，说明这几类用地在各

个区域内的分布面积差异不大，且地块相对较小，

而１２１类型的地块面积则有两个分布峰值。

图４　三级土地利用类型在用地面积上的相关性分析（坐标轴上的数字代表

相应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值，Ｍ代表１０６）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ａ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ｃｈ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ｉｒｄＬｅｖｅｌ

　　从图４的每个坐标轴的最大值可以看出，各

类用地之间面积差异较大，通过将三级分类提升

到二级分类，将各地块面积进行归类汇总，去除小

面积三级用地类型的影响。图５是二级分类的耕

地（１１）、林地（１３）、其他农用地（１５）（实验数据中

主要指坑塘水面）和居民地（２０）４种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的平行坐标系图，其中 ＡＲＥＡ１５和 ＡＲＥ

Ａ１１坐标轴之间的大部分连线平行，说明大多数

个体区域上坑塘水面面积和耕地面积分布呈较为

明显的线性相关；ＡＲＥＡ１５坐标轴上值为１．４５×

４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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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而ＡＲＥＡ１１坐标轴上的值为０．０５×１０６ 的地

块是一个专业水产养殖场，因而异常地表现为与

大多数平行线反向的分布。除此之外，１１和２０

之间以及１３和１５之间都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１３的分布与三级分类的（１３１和１３３）分布一致，

呈现明显的非对称右偏态分布，１５也相同，而１１

的面积峰值则呈现轻微左偏态分布，地块面积大

于其他用地类型，２０的地块面积则从小到大分布

相对均匀，小面积的地块（０．０４～０．５１×１０
６）略多

于大面积地块（０．９７～１．４４×１０
６）。

图５　二级土地利用类型在用地面积上的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ａ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ｃｈＡｒｅａ

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２．３　不同年份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平行坐标系图不仅可以表达地块的分布状况

和土地利用的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还可以用

于表达不同年份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本文的实

验数据只有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两个年份，采用

图６中相邻坐标轴表达同种用地类型在不同年份

的面积分布数据，如坐标轴 ＡＲＥＡ２００２１１和

ＡＲＥＡ２００６１１代表２００２年的耕地（１１）和２００６

年的耕地（１１）面积，而相邻的同年份但不同用地

类型的坐标轴可以用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整体上，同类用地在这两个年份上差别不大，因而

大部分表现为较为水平的平行线，对于１１而言，

２００６年面积有轻微的减少趋势，而水域（１５）和林

地（１３）则基本保持不变，居民地（２０）则有上升趋

势，也就是说耕地的面积有一定程度缩减，而居民

地面积则在增加，也许预示着这个区域居民生活

区域在逐步扩大。

图７的双向直方图分析的总体土地利用变化

也说明了这一点，耕地面积减少了和居民地面积

增加了，但是由于图７只是显示了部分用地类型，

所以不能确定地说减少的耕地被用于居民地，但

是两者确实存在减少和增加的趋势。

图６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各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Ｆｉｇ．６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０６

图７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总体的土地利用变化

Ｆｉｇ．７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０６

３　讨论及结论

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的优势表现在以数据为

本，在没有先验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多种可视化分

析方法之间的组合和链接从多个角度分析和展示

数据内部最简单、最本质的特征和规律。本文旨

在探讨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在土地利用数据分析

中的应用潜力，利用实际的土地利用数据联合多

种分析方法从多个角度展示探索性数据分析在土

地利用数据分析中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第

一个应用示例为例，首先从原始数据着手分析土

地利用的整体分布特征；然后通过数据汇总去除

细节元素的影响，分析更高层次的整体特征；在掌

握整体特征的基础上，选择代表性区域深入分析

更加细致的内部特征，同时也可以选择具有明显

差异的个体区域深入分析其特征和形成的原因。

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ＥＤＡ的由数据驱动分析数

据特征，产生新的问题，继续分析寻找答案，逐步

推理、发现数据本质特征的思路和理念。

若干应用示例表明，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能够

从总体到个体、从详细分类到概括分类、从普遍特

征到局部特征、从现状特征到动态变化，多层次、多

视角地发现同一土地利用数据集合内部隐含的深

层土地利用信息；相同的分析方法用于不同的分析

目的，体现了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的多功效；多种

方法的联合体现了探索性数据分析的连续性和推

理性。但是由于本文实验数据内容限制不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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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探索性数据分析的更多优势，尤其是在多变量

分析方面，本文只是利用了同种类型的多个变量

（即多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占地面积）分析，事实上

探索性数据分析还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多个变量

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及用于大数据量的多变

量聚类分析 ［２，３］。此外，本文主要从逻辑上阐述

了多种可视化分析方法之间的链接，无法从视觉

效果上明确体现这种链接以及人机交互的运行模

式，还需要进一步软件开发的支持。尽管如此，本

文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探索性数据分析在土地利

用数据分析中应用具有很大潜力，为土地利用数

据的有效利用提供了新的模式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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