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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生态服务价值结构的概念，并引入地学信息图谱，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利用 ＨＪ卫星数据，获得

了江西省各县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以修正的生态服务价值估算方法，计算得到了各县６种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利用 Ｗｅａｖｅｒ组合指数，对江西省县域生态服务价值进行类型划分；将生态服务价值类型与

地学信息图谱相结合，使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谱系化，依此分析了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图谱结构类型特征与组

合类型特征，为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低碳江西提供了参考建议，为生态经济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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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近年来极端天气的连续出现，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减少碳排放，构建低碳社会，是缓解气候变暖问题

的有效途径。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提供生命支持产

品和服务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为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１２］。国内外众多

学者从多个方面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研究，

但对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结构则鲜有研究［２８］。在

本研究中，将特定区域内、一定地域分异规律下的

各种生态环境类型面积所贡献的生态服务价值占

区域生态服务总价值的比重定义为区域生态服务

价值结构。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结构不仅能反映区

域生态系统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价值，而且能反映

区域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构成类型，相比于生态

服务价值，在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能否高效提供生

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直观地反映了区域

不同生态环境类型提供生态服务价值构成的合理

程度，并为制订碳减排措施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因此，研究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结构对缓解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构建低碳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北纬２４°７′～

２９°９′，东经１１４°０２′～１１７°９７′，全省面积１６．６９万

ｋｍ２。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其余三面环山，中

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

开口的巨大盆地。全省辖９９个县（市、区）。境内

的鄱阳湖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是长江的重要调

蓄湖泊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湿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２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１．２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提取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采用的是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的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系

统（ＨＪ卫星）犅星的宽覆盖多光谱（ＣＣＤ）影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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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包括ＤＥＭ 数据与江西省

行政界线矢量数据。

对 ＨＪＣＣＤ遥感影像数据的解译，首先计算

得到ＮＤＶＩ，然后通过设置ＮＤＶＩ不同的阈值区

间，将江西省分为非植被覆盖区、混合区、植被覆

盖区３个区域。对这３个区域的遥感影像分别采

用非监督分类，并借助ＤＥＭ 数据与其他更高分

辨率的遥感数据进一步细分为农用地、林地、草

地、水域、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未利用土地、湿地

等。然后将其与江西省县级行政界线图进行叠置

分析，提取各县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１．３　生态服务价值估算

针对江西省各县市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

务价值的评估，本研究以Ｃｏｓｔａｎｚａ方法为基础，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单价体

系［９］。

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结果中包括城乡工矿居民

用地和未利用土地，而文献［９］的生态系统服务评

估单价体系中只包含有荒漠，鉴于江西省的未利

用地主要为裸地，而裸地、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的生

态服务价值与荒漠较为相近，故以该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单价体系中荒漠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作为

未利用地与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的估算标准。

以提取的江西省各县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结合文献［９］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单价体系，求得

江西省各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

１．４　生态服务价值图谱结构

考虑到 Ｗｅａｖｅｒ组合指数是将实际分布与相

应的假设分布相比较，以求得一个最接近的近似

分布［１０１１］，对解决含有几个要素的分布问题具有

优势，本文采用威弗组合指数估算江西省生态服

务价值结构，其求算过程如下。

１）生态服务价值组合结构类型的求取过程

是按实际生态服务价值类型的组合比例与某种相

应假设的判定比例比较后得到的，因此，必须计算

实际的６种生态服务价值类型的组合比例，并对

所求得的一组数值按照由大到小的顺序构成相应

的指数序列。这里以县为基本单元，计算县域内

６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占县域总

生态服务价值的比例犜犻犼，并按从大到小顺序排

列：犜犻１，犜犻２，…，犜犻６。

２）建立组合结构类型假设比例分布矩阵。

为确定某县域生态服务价值组合结构的实际类

型，还需要按生态服务价值类型组合的假设百分

比分布来构建相关矩阵，从而对生态服务价值组

合结构类型的求取提供参考。本研究有６种生态

服务价值类型，故理论上最多可以建立６种组合

的生态服务价值类型，各假设的组合类型如

表１所示。

表１　组合结构类型假设比例分布矩阵

Ｔａｂ．１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ｙｐｅ

组合结

构分类
各类型的假设比例

第一类 １．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第二类 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第三类 ０．３３３３０．３３３３０．３３３３ ０ ０ ０

第四类 ０．２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２５００ ０ ０

第五类 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

第六类 ０．１６６７０．１６６７０．１６６７０．１６６７０．１６６７０．１６６７

　　３）计算县域各组合结构分类下的 Ｗｅａｖｅｒ组

合指数，本文采用最小距离法计算实际结构类型

与假设结构类型的差异。最小距离越小，反映实

际结构类型与假设结构类型越相近［７］：

犖犻＝∑
６

犼＝１

（犜犻犼－犜′犻犼）
２

式中，犖犻为县域内第犻类组合结构类型的 Ｗｅａｖ

ｅｒ组合指数；犜犻犼、犜′犻犼分别为县域内第犻类组合结

构类型各类别的实际比例与假设比例。

４）比较求取最合理组合结构类型。比较县

域内６类结构类型的 Ｗｅａｖｅｒ组合指数，找出最

小值。因为 Ｗｅａｖｅｒ组合指数越趋近于０，说明假

设的结构类型与实际的结构类型差异越小，也越

接近，故 Ｗｅａｖｅｒ组合指数最小的即为最合理的

结构类型。依此求得江西省县域生态服务价值结

构分类结果。

５）生态服务价值图谱结构的确定。分类结

果采用以下两层命名方式：① 第一层根据生态服

务价值的组合类型划分，江西省共包含有１９种生

态服务价值组合类型；② 第二层基于结构类型，

江西省共有４类结构类型。表２为江西省生态服

务价值结构图谱系统。

在ＧＩＳ技术的支持下，依据江西省生态服务

价值结构类型结果，结合江西省县级行政界线图，

可得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图谱结构类型分布图与

组合类型分布图（插页Ⅳ彩图１、彩图２）。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图谱组合类型分析

由表２与插页Ⅳ彩图１可以分析出，江西省

生态服务价值图谱的组合类型以林地、水体、农用

地３类为主。其中以林地为主的生态服务价值组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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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结构图谱系统

Ｔａｂ．２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组合类型 结构类型 面积／ｋｍ２ 占全省面积百分比／％ 县（市／区）个数
占全省县（市／区）

个数百分比／％

林地 单一结构类型 １２２２１０ ７３．１５ ６４ ６４．６５

林地农用地 双重结构类型 １８０７８ １０．８２ １２ １２．１２

林地水体 双重结构类型 ６２７６ ３．７６ ４ ４．０４

林地草地 双重结构类型 １３８７ ０．８３ １ １．０１

林地农用地草地 三重结构类型 １３１９ ０．７９ １ １．０１

林地水体农用地 三重结构类型 ６３ ０．０４ １ １．０１

林地水体湿地 三重结构类型 ２０１５ １．２１ １ １．０１

林地草地农用地 三重结构类型 ２５４６ １．５２ １ １．０１

农用地林地 双重结构类型 １２９２ ０．７７ １ １．０１

农用地水体 双重结构类型 １０５ ０．０６ １ １．０１

农用地林地水体 三重结构类型 １２４ ０．０７ １ １．０１

水体 单一结构类型 １４１ ０．０８ ２ ２．０２

水体农用地 双重结构类型 ２０５９ １．２３ ３ ３．０３

水体林地 双重结构类型 １９９４ １．１９ １ １．０１

水体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 双重结构类型 ３４ ０．０２ １ １．０１

水体林地湿地 三重结构类型 ７２１ ０．４３ １ １．０１

水体农用地湿地 三重结构类型 １９１７ １．１５ １ １．０１

水体湿地农用地 三重结构类型 ２４４３ １．４６ １ １．０１

水体湿地林地农用地 四重结构类型 ２３３９ １．４０ １ １．０１

合类型所占比例最大，水体次之，农用地最少。

林地为主的生态服务价值类型在江西省大部

分地区均有分布，水体为主的生态服务价值类型

主要分布在鄱阳湖环湖区，而农用地为主要的生

态服务价值类型，主要分布在鄱阳湖环湖区流域

周边的赣江中下游区、抚河区、信江区以及修水

区。除了３种主导的类型外，湿地、草地为主的生

态服务类型在江西省的分布也比较多，湿地主要

分布在鄱阳湖环湖区，草地为主的生态服务价值

类型主要分布在赣江下游区，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为主导的结构类型比较少，主要分布在南昌市区。

总的来说，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组合类型多样化，

且北多南少。

２．２　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图谱结构类型分析

由表２与插页Ⅳ彩图２可以分析出江西省生

态服务价值图谱结构类型中，单一结构类型所占

比例最大，主要以林地为主，此外，还有一小部分

的水体。双重结构类型所占比例次之，主要以林

地农用地、林地水体为主，此外，还包括有其他６

种类型。三重结构类型有８种类型。四重结构类

型所占比例最少，仅有水体湿地林地农用地这

１种类型。

江西省的生态服务价值各结构类型所占比例

依结构类型级别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其中，单一

结构类型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的南部、西北部以及

东北部。除单一结构类型外，其余几种组合类型

主要分布在江西省中部与北部的环鄱阳湖流域，

坡度大多在５°以下，是人类活动比较集中且频繁

的地区，土地开发强度比较大，各种土地利用类型

所占比例较单一结构类型区域要均衡，故生态服

务价值的贡献各种类型比较均衡。

２．３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结构图谱构建江西省低

碳社会的建议

当前，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热点是全球变

暖，全球变暖的根源在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

过量排放，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减少

碳排放主要有以下两条途径：① 直接减排；② 间

接减排，即通过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来

抵消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依据生态服务价值结构，江西省可以分为环

鄱阳湖平原区以及环湖区以外的山地丘陵区两大

区域。山地丘陵区主要有林地为主的单一生态服

务结构类型，对于这些区域，应加大生态环境的维

护，退耕还林，进行天然林资源保护。对于经济的

发展，一方面通过实施森林碳汇项目；另一方面，

发展林业经济。此外，还可以引进一些对环境质

量要求较高的企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环鄱阳湖平原区是江西省生态服务价值结构

最多样化的地区，对于这些区域，发展低碳经济和

生态经济是配合江西省实现绿色崛起的必由之

路。一方面需要淘汰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推进

资源消耗少、污染排放小、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另

一方面，通过调整土地利用类型调整区域生态价

值服务结构类型，使之朝有利于碳减排、碳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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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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