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２年６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６

Ｊｕｎｅ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０。

项目来源：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ＣＢ７２３９０５）；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２１０６１）；国家水利部水专

项资助项目（２０１００１０５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７１２６１）；西南大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７００４０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０６０７５０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壤侵蚀脆弱性评价

陈　萍１
，２
　王兴玲３　陈晓玲１

，４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市天生路２号，４００７１５）

（３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北京市广百东路６号，１００１２４）

（４　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昌市紫阳大道９９号，３３００２２）

摘　要：以遥感影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与统计年鉴为数据源，在ＧＩＳ技术支持下，选择１５个评价指标建立了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壤侵蚀脆弱性指数模型，并揭示了脆弱性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土壤

侵蚀脆弱性以中度和高度脆弱为主，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土壤侵蚀脆弱性与土壤侵蚀现状在空间分布

上存在明显不同。从土壤侵蚀驱动力、敏感度与响应能力这３个要素出发探讨了脆弱性空间分布形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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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针对土壤侵蚀脆弱性的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方法有限。目前的研究存在几方面

的不足：① 脆弱性在土壤侵蚀研究的背景中没有

被明确地定义，其本质属性未进行清晰的描述，没

有提出一个土壤侵蚀脆弱性的评价框架。只有在

一个抽象的脆弱性框架下进行研究，由此产生的

评价方法才具有普遍适用性。② 评价因子的选

择上更关注与土壤侵蚀相关的自然要素，对多样

化的人为驱动力因子重视不足。当人类活动强度

不断增大时，人为因素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不可忽

视。土壤侵蚀脆弱性是对土壤侵蚀的发展趋势或

潜在影响的预测，不仅建立在土壤侵蚀程度现状

的基础之上，而且社会经济要素对土壤侵蚀的放

大和缩小作用也需要综合考虑。

本文建立了一个土壤侵蚀脆弱性的概念框

架，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选择多个因子

生成综合的脆弱性指数，进行了土壤侵蚀脆弱性

的评价，揭示研究区脆弱性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形

成原因。

１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江西省北部，地处

Ｅ１１４°２８′～１１７°４２′、Ｎ２７°３０′～３０°５′之间，属于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区内平均气温１６．５～

１７．８℃，年降水量为１３４０～１８００ｍｍ，年际变化

很大，年内分配不均［１］。区内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其地势有规律地由湖盆向湖滨、冲积平原、阶地、

岗地、低丘、高丘变化，逐步过渡到低山和中低山

等地貌类型［１］。该区域是江西省重要的粮食生产

基地。长期不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使土壤侵蚀

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环境压力之一。

２　研究方法

土壤侵蚀脆弱性是指系统因暴露于土壤侵蚀

压力之下可能遭受到的损失。当系统面临压力

时，各部分对压力的暴露程度和敏感程度不同而

受到不同的影响，随后系统产生响应并采取适应

措施来降低压力的影响。脆弱性是系统面临压力

时，完成“驱动力影响响应”（可以视为“压力释

放响应”）这个过程后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特征。

这个框架与最常用的脆弱性评价框架“风险灾害

框架和压力释放”框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框

架中系统具有动态属性，对压力不是被动接受，而

是主动通过响应与适应措施来维持自身的动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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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状态。用此评价框架来分析脆弱性时，必须充

分考虑系统与水土流失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并据此来选择合理的评价因子。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土壤侵蚀脆弱性评价框架中，脆弱性由３个

要素构成：驱动力、敏感性和响应能力。驱动力包

括土壤侵蚀的自然与人文驱动因素，敏感度反映农

业系统中的土地与农户容易受压力影响的程度，响

应能力反映系统应对压力的能力和从压力影响中恢

复的能力。本文选择了１５个变量作为评价指标。

表１　土壤侵蚀脆弱性评价指标及其描述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

要素 评价因子 变量 评价指标解释

土壤侵蚀程度 降雨侵蚀力因子

坡度坡长因子

土壤侵蚀力因子

驱动力 植被与管理因子

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人类活动 人口密度 总人口／行政面积

城镇面积比 城镇面积／行政区面积

公路网密度 公路总长度／行政区面积

人均占有耕地 耕地面积／总人口

敏感度
土地质量与数量 单位耕地面积产出率 农业产值／耕地面积

土地产出率 国内生产总值／土地面积

收入 农民纯收入

政府
财政收入

响应能力 退耕还林因子 耕地转林地的面积占耕地的面积比例

群众 文盲率
１５岁及以上的文盲半文盲的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例

２．２　指标数据的处理

本文收集了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的 ＨＪ１Ａ

ＣＣＤ２影像（行列号为４５４８４）与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

日的ＨＪ１ＢＣＣＤ２影像（行列号为４５３８０）。利用

江西省１∶２５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数字线划图

对遥感影像进行了几何校正，并进行了影像的配

准、镶嵌与裁切，对研究区的遥感影像进行解译，

获得了土地利用与覆盖专题图。研究区的土地利

用与覆盖的类型主要分为林地、灌林地、草地、水

体、水田、旱地、城镇用地与未利用地。对研究区

的影像首先采用非监督分类分出了前５种不易混

淆的地物，对于旱地、城镇用地与未利用地这３种

易混淆的地物用掩膜方法单独提取出来后，结合

光谱、ＮＤＶＩ与其他识别特征采用决策树分类方

法进行分类。最终得到的土地利用与覆盖专题图

的总体分类精度为８０．３％，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７８５。

该分类精度能够满足本文的精度需求。

降雨量数据为研究区内２７个气象站点２００７

年的日降雨量数据，用于计算降雨侵蚀力因子；地

形数据采用美国 ＮＡＳＡ 免费提供的ＳＴＲＭ 数

据，空间分辨率为９０ｍ；土壤数据为中国西部环

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１∶１００万中国土

壤类型数据；相关统计数据来自《江西省２００７年

统计年鉴》；文化水平数据为２０００年第５次中国

人口普查数据。

２．２．１　驱动力要素

１）土壤侵蚀程度。选用修正的通用土壤流

失方程计算土壤侵蚀量，表达式为［２］：

犃＝犚·犓·犔·犛·犆·犘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２］。

本文采用降雨量计算降雨侵蚀力因子犚
［３］：

犚＝４．１７·∑
１２

犻＝１

狉２犻／犘－１５２

式中，狉犻为第犻月的降雨量；犘为年降雨量。计算

出２７个站点的犚值后，采用克里金插值得到９０

ｍ分辨率的犚因子栅格图。

土壤可蚀性因子表征某类土壤对侵蚀力分离

与搬运作用的敏感程度。采用文献［４］建立的符

合中国土壤可蚀性的估算模型为：

犓ＥＰＩＣ＝ ｛０．２＋０．３ｅｘｐ［０．０２５６ＳＡＮ（１－
ＳＩＬ

１００
）］｝·

（ ＳＩＬ

ＣＬＡ＋ＡＩＬ
）０．３（１．０－

０．２５犆
犆＋ｅｘｐ（３．７２－２．９５犆）

）·

（１．０－
０．７ＳＮ１

ＳＮ１＋ｅｘｐ（－５．５１＋２２．９ＳＮ１）
） （１）

犓 ＝－０．０１３４＋０．５１６犓ＥＰＩＣ （２）

式中，ＳＡＮ、ＳＩＬ、ＣＬＡ、犆分别为砂粒、粉砂、粘粒

和有机碳的含量（％）；ＳＮ１＝１－ＳＡＮ／１００。通过

１∶１００万的土壤类型栅格图，计算并生成了９０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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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分辨率的犓 因子栅格图。

采用文献［５］的坡度坡长因子计算方法：

ＬＳ＝ （
λ
２２．１

）
犿

·

（６５．４１·ｓｉｎ２α＋４．５６·α＋０．０６５）

式中，ＬＳ为坡度坡长因子；$为坡长；α为坡度；犿

为随坡度变化的量。当α＜０．５７时，犿 为０．２；

０．５７≤α＜１．７２时，犿 为０．３；１．７２≤α＜２．８６时，

犿为０．４；%≥２．８６时，犿为０．５。

犆值的直接计算非常困难。目前，大多数的

研究是根据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来对犆取值。犘

因子是采用专门措施后的土壤流失量与顺坡种植

时的土壤流失量的比值。无任何水土保持措施的

土地类型犘值为１。本文根据参考文献［６］，对研

究区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犆值、犘 值赋值（见

表２）。

表２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犆值与犘 值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ｒｏｐ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类型 林地
灌林

地
草地 水田 旱地

城镇

用地
水域

未利

用地

犆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００．００３ ０ １

犘值 ０．８ ０．８ １ ０．０８４ ０．１２ １ １ １

　　犆因子与犘 因子栅格图由土地利用与覆盖

专题图重编码得到，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需要将

它们的空间分辨率调整为９０ｍ。在ＡｒｃＧＩＳ下生

成研究区边界的９０ｍ×９０ｍ的网格多边形矢量

数据，在空间分析工具下以每个网格为区域对犆、

犘因子栅格图进行均值统计，用此平均值作为每

个网格的属性值将网格多边形转成９０ｍ×９０ｍ

的犆因子（或犘因子）栅格数据。

２）人类活动。人为因素主要是指人口的增

加、人类社会不合理的生产建设活动等。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江西省开发建设项目造成的人为水土流

失总面积占２０００年全省水土流失遥感调查总面

积的１５％，侵蚀强度均在强度以上等级
［７］。研究

区土壤侵蚀的人为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增长、城镇

化、工矿企业与交通等大规模建设的扩展。因此，

选择人口密度、城镇用地比重和公路网密度来反

映土壤侵蚀的人为驱动力的强弱。

２．２．２　敏感度要素

人口数量越多、土地压力越大的地区对土壤

侵蚀越敏感。当已开垦的土地产出不足时，农民

便会加大土地开垦的强度与范围，极易造成土壤

侵蚀。土壤侵蚀发生后将导致土地质量下降，土

地的产出因此进一步下降，农民的生产条件恶化，

收入下降。这种正反馈关系，使农业系统处于一

种脆弱的状态。因此，当土地的质量与数量较低、

农户的收入水平无法满足需求时，就容易受到土

壤侵蚀的影响继而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２．２．３　响应能力要素

响应主体包括各级政府与群众。政府制定的

土壤侵蚀治理措施都必须建立在充足的专项资金

的基础之上。因此，财政水平的高低与土壤侵蚀

治理的效果有直接联系。群众的文化程度对水土

保持工作的开展也有影响。在土地资源不能满足

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时，文化程度高的群体成功

获取其他就业途径的可能性更大，可以有效降低

土地的压力。

２．３　评价指标的量化与权重的计算

对土壤侵蚀栅格图进行区域求和统计，计算

出每个评价单元在２００７年的土壤流失总量，对土

壤流失总量采用自然断点法分级赋值（见表３）。

人均占有耕地参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设定的人均

耕地警戒值０．０５３ｈｍ２和研究区内评价单元的平

均人均占有耕地值０．０６６ｈｍ２来进行分级。其他

的评价指标采用等间距分级方法进行分级赋值。

与脆弱性呈正相关的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对照表

３进行，与脆弱性呈负相关的评价指标则从１０到

２反序赋值。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求得每个指

标的权重值（见表４）。

２．４　综合指数的构建

ＳＥＶＩ＝犉＋犈＋犚＝∑
１４

犻＝１

犞犻×犠犻

式中，ＳＥＶＩ为评价单元的土壤侵蚀脆弱性指数；

犉为驱动力指数；犈为敏感度指数；犚为响应能力

指数，它们分别是归属于这３要素的不同指标与

其权重之积的和；犞犻为评价指标犻的分值；犠犻为指

标犻的权重值。

表３　脆弱性指标的量化分级

Ｔａｂ．３　ＲａｎｋｓｏｆＳｏｉ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ｓ

脆弱性等级 无脆弱性 低度脆弱 中度脆弱 高度脆弱 极度脆弱

评分值 ２ ４ ６ ８ １０

土壤侵蚀程度／（１０４ｋｇ·ｋｍ－２ａ－１） ＜８．５ ８．５～２３．５ ２３．５～４２．０ ４２．０～６６．７ ６６．７～２０５

人均占有耕地／（ｈｍ２·人－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６～０．０８６ ０．０６６～０．０７６ ０．０５３～０．０６６ ＜０．０５３

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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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脆弱性指标变量的权重

Ｔａｂ．４　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目标层 准则层Ⅰ 指标层Ⅰ 指标层Ⅱ 权重

土壤侵蚀脆

弱性评价１

驱动力０．４２４

土壤侵蚀程度０．６ ０．２５４

人口密度０．５００ ０．０８５

人类活动０．４ 城镇面积比０．２５０ ０．０４２

公路网密度０．２５０ ０．０４２

敏感度０．２９９

人均占有耕地０．５４７ ０．０８２

土地质量与数量０．５ 单位耕地面积产出率０．２６３ ０．０４０

土地产出率０．１９０ ０．０２８

收入０．５ 农民纯收入１ ０．１５０

响应力０．２７７
政府０．７

财政收入０．５ ０．０９７

退耕还林因子０．５ ０．０９７

群众０．３ 文化水平１ ０．０８３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土壤侵蚀程度现状分析

图１（ａ）图为研究区的土壤侵蚀程度现状栅

格图。根据水利部颁发的土壤侵蚀强度分类分级

标准，研究区内的土壤侵蚀强度以微度（＜５００

ｋｇ／（ｋｍ
２·ａ））和轻度侵蚀（５００～２５００ｋｇ／（ｋｍ

２

·ａ））为主。其中，东北部的武宁县、瑞昌市，鄱阳

湖东北部的都昌与余干等地侵蚀程度高于其他地

区。图１（ｂ）图是评价单元内土壤流失总量的分

级，呈现出明显的南北高中部低的空间差异。这

种差异与研究区的地形和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存在

密切联系。在鄱阳湖南部湖滨地区，赣江、抚河、

信江与饶河都于鄱阳湖南面入湖，该区域地势低

洼，主要以水田为主，土壤侵蚀程度很低。北部湖

滨以及未与鄱阳湖直接相连的其他地区地势逐渐

升高，以水田和坡耕地为主，未经过水土保持措施

的坡耕地极易引起土壤侵蚀。

图１　研究区土壤侵蚀程度栅格图与分级图

Ｆｉｇ．１　ＲａｓｔｅｒＭａｐ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Ｍａｐ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３．２　土壤侵蚀脆弱性要素分析

对驱动力指数、敏感度指数与响应能力指数

进行了等间距分级，以表示每个要素所造成的脆

弱性大小等级（见图２）。驱动力综合反映了自然

因素与人文因素对土壤侵蚀产生的推动力的大

小。驱动力指数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外

围。结合图１分析，这些区域的土壤侵蚀程度本

身较大，而且多数的评价单元都是县级市与市区，

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经济活动活跃，对土地资源开

发力度大，因此，人文驱动力也相对较大。

敏感度等级的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北部高、西

南部低的特征。其中，都昌县与余干县的敏感度

最高。都昌县位于鄱阳湖北岸，属滨湖丘陵地区，

土壤侵蚀面积达２８７ｋｍ２，是江西省土壤侵蚀的

重点县之一［８］。因地质构造、气候和人为因素的

影响，该县长期受到土壤侵蚀的威胁，县内生态环

境恶化，土地生产力下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

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农户不得不进一步开发不宜

生产的地区，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土壤侵蚀发生。

这种农民与土地间的恶性循环使农业系统对土壤

侵蚀压力极度敏感与脆弱。

图２　土壤侵蚀脆弱性三个要素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

响应能力是系统采取措施遏制土壤侵蚀以及

从土壤侵蚀的影响中快速恢复的能力。研究区总

体上响应能力都不高，主要以高度脆弱等级为主，

其中，研究区北部的响应能力最低。财政收入是

衡量政府响应能力高低的重要变量，除个别县市

的收入特别大外，各县差别不大。因此，文盲率与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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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因子是主导响应能力的重要变量。分析

表明，响应能力低的评价单元的文盲率都超过了

１１％，而研究区（市辖区除外）的平均文盲率为

８％。退耕还林因子定义为耕地转林地的面积与

初期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分析发现，人均耕地面

积低的评价单元表现为低等级退耕还林因子，例

如鄱阳县、都昌县、彭泽县、湖口县、星子县等，它

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在０．０４～０．０６６ｈｍ
２之间。由

于耕地面积严重不足，若无有效的扶持政策，对这

些县实行坡耕地的退耕还林存在很大的困难。例

如，都昌县在２００２年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到２００５

年底坡耕地还林２９００ｈｍ２，仅占坡耕地面积的

２５％
［９］。因此，这些县对土壤侵蚀的响应能力严

重不足。

３．３　土壤侵蚀脆弱性分析

对土壤侵蚀脆弱性指数进行分级（见表５、

图３），研究区的土壤侵蚀脆弱性以中度脆弱为

主，其次为高度脆弱。脆弱性的空间分异特征明

显，中度脆弱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东南部，高度

脆弱区分布于研究区的北部与东北部的鄱阳湖湖

滨地区，呈现明显的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模式。

表５　脆弱性等级划分与各等级中评价单元的个数

Ｔａｂ．５　Ｒａｎｋｓ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

等级定义 无脆弱性 轻度脆弱 中度脆弱 高度脆弱 极度脆弱

ＳＥＶＩ数

值范围
（０，４） ［４，５） ［５，６） ［６，７） ［７，１０）

评价单

元个数
０ ２ １９ ９ １

　　图３中土壤侵蚀脆弱性的空间分布与图１中

土壤侵蚀现状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不同。后者主

要考虑自然要素造成的土壤侵蚀量，脆弱性分析

则考虑自然与社会要素综合作用下的潜在土壤侵

蚀的发展趋势。例如，武宁县的土壤侵蚀量在研

究区内最高，但是若考虑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

的人口密度很低，而且城镇面积小，城市化进程缓

慢，人类活动对地表的影响不大，同时积极开展水

土保持方面（如退耕还林）的工作，人为驱动力的

弱化使该县未来的潜在土壤侵蚀程度处于中等

水平。

结合图２以都昌县为例，分析研究区土壤侵

蚀脆弱性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都昌县主要以轻

度侵蚀为主，驱动力等级为低度脆弱，但是影响力

与响应能力等级都为极度脆弱。综合这３个要

素，该县对土壤侵蚀压力为极度脆弱。因此潜在

的土壤侵蚀量是由脆弱性的这３个要素决定的。

若要改变这种土壤侵蚀的趋势，政府在制定水土

图３　土壤侵蚀的脆弱性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

保持政策时需针对脆弱性３个要素的不同等级采

取相应措施。在系统无法改变由环境因子驱动的

土壤侵蚀压力的情况下，应尽量降低人类社会对

环境造成破坏，降低土地利用的程度，运用科技手

段提高土地的质量与生产能力，满足人类生活的

需要。例如，对于鄱阳湖东北部湖滨区域，土壤侵

蚀的高度脆弱性主要是由于该区域对土壤侵蚀极

为敏感，且缺乏有效的响应与应对机制。因此，在

积极开展退耕还林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响应措施

和适应措施，逐步改变当地居民的农业管理方式

与生活习惯；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指导与职

业技能培训，增加其就业渠道，降低对耕地的压

力，同时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４　结　语

１）研究区的土壤侵蚀脆弱性以中度和高度

脆弱为主。中度脆弱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东南

部；高度脆弱区分布于研究区的北部与东北部的

鄱阳湖湖滨地区。

２）土壤侵蚀脆弱性与土壤侵蚀现状在空间

分布上存在明显不同。脆弱性评价在综合了当前

土壤侵蚀程度和社会系统对该压力影响的响应能

力的基础上，揭示了潜在土壤侵蚀的发展趋势，更

加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土壤侵蚀风险程度。

３）土壤侵蚀脆弱性的３个要素———驱动力、

敏感度与响应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且各不

相同。从研究对象这３个要素入手，深入分析土

壤侵蚀脆弱性形成的原因，有助于政府针对各评价

单元３个要素的不同的脆弱性等级采取有效措施。

４）在选择脆弱性的评价指标时，应避免选择

过多的评价因子，尽量选择重要的具有该地特点

的因子，必要时应采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降低因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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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间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精

度，另一方面降低了数据量和收集难度，增加了此

方法的普遍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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