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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干旱区绿洲生态环境特点，建立了完整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ＧＩＳ和遥感技术，分

别从生态压力、生态敏感度和生态稳定度３方面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进行分析，并运用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

法得出综合评价结果。结果表明，研究区８０％以上的区域已达到中度脆弱级别，近１／６的区域为重度脆弱

区，在分布上呈现从东向西明显增加的特点。生态脆弱性表现出了显著的土地利用效应，随着脆弱度等级的

增加，荒漠化面积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进行荒漠化治理、保证生态用水是吐鲁番绿洲生态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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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对生态环境的越来越重视，生态脆

弱性评价也成为跨地学、生态学、经济学等领域的

热门问题。脆弱性是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和适应

性能力的函数［１］，其评价涉及各生态系统。吴绍

洪等［２］以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的减少来衡量

脆弱性，建立了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

中国２１世纪自然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

脆弱性进行了评价；庞小平等［３］基于ＧＩＳ和遥感

技术对南极无冰区进行了脆弱性评价；周永娟

等［４］从三峡库区消落带的生态环境实际出发，分

别进行了消落带崩塌滑坡脆弱性、水力侵蚀脆弱

性、污染脆弱性和景观脆弱性的评价。陈萍等［５］

选取１５个指标，对鄱阳湖土壤侵蚀性的脆弱性进

行了评价。

本文选取的研究区———新疆东部吐鲁番绿洲

是我国西北干旱绿洲生态脆弱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日益增

大，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正逐渐转变成现实的环

境灾害。选择该地区开展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

研究，可为因地制宜进行环境改造和生态环境恢

复工程提供科学的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

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行政

区划上分为吐鲁番市、鄯善县和托克逊县，地形主

要有山地和平原。吐鲁番盆地四周高山环抱，地

势低凹，太阳辐射强，年平均降水量仅为６．９～

２５．２ｍｍ，而蒸发却极为强烈，年平均蒸发能力为

２７２７～３８３７．８ｍｍ。目前，荒漠化特别是盐渍化

已成为吐鲁番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当地的

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

本文研究区选取的遥感数据为２００４年的

ＳＰＯＴ５，空间分辨率为１０ｍ；７０幅１∶５万吐鲁

番地形图，覆盖吐鲁番１４个乡镇；土壤类型图；与

遥感影像同期的地下水位数据、气象数据、水质监

测数据以及人口、ＧＤＰ等数据。

以１∶５万地形图为参考，完成对ＳＰＯＴ数

据的几何校正。采用决策树分类方法提取了研究

区土地利用／覆盖信息（图１为分类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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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４年吐鲁番土地利用／覆盖分类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ｖ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ｕｒｐａｎｉｎ２００４

２　吐鲁番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选取

生态环境脆弱性受生态系统内部组成结构、

外部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干扰等因素影响，是由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因而，生态脆弱性评价

应该是一项综合性的评价，包括生态环境系统所

受外界压力和干扰、在受到干扰后的反应和对于

干扰的易变程度，干扰后的自我恢复能力。最终

选取了１７个指标，构建了多目标、多层次的指标

体系（表１）。

表１　吐鲁番绿洲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及权重

Ｔａｂ．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ｒｕｐａｎＯａｓｉｓ

目标层 分目标层 本层权重 准则层 本层权重 指标层 本层权重

生

态

脆

弱

度

压力度 ０．３１３１

人口压力 ０．２３４０ 人口密度 １

土地盐渍化指数 ０．２８５７

生态环境压力 ０．３５７２ 土地荒漠化指数 ０．２８５７

水质污染指数 ０．４２８６

社会经济压力 ０．４０８８
人均ＧＤＰ ０．５５５６

土地利用程度指数 ０．４４４４

敏感度 ０．２２７５

沙漠化敏感度 ０．５ 干燥度 ０．２８９４

年均风速 ０．３３１３

土壤质地 ０．３７９３

盐渍化敏感度 ０．５ 地下水位 ０．５３４６

土壤类型 ０．２１３７

蒸发量 ０．２５３７

稳定度 ０．４５９４

结构 ０．２５ 景观多样性指数 １

功能 ０．２５
土壤有机质 ０．５

单位面积水资源量 ０．５

活力 ０．２５ 生物丰度 １

弹性 ０．２５ 植被覆盖度 １

各层一致性指标均满足ＲＩ＜０．１

３　吐鲁番生态脆弱性评价方法

３．１　评价模型

本文对吐鲁番绿洲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采

用综合评价法，即将生态稳定度、生态敏感度、生

态压力度３个分目标层数值进行加权求和，构建

生态脆弱度指数：

ＥＶＩ＝∑
３

犻＝１

犉犻×犠犻 （１）

式中，ＥＶＩ（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为生态

脆弱度指数；犉犻分别为生态敏感度、生态稳定度和

生态压力度分目标层指数；犠犻为第犻项分目标权

重值。

３．２　指标计算

３．２．１　生态压力度指标

１）土地荒漠化指数：评价单元内荒漠化面积

与单元内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２）土地盐渍化指数：土地盐渍化指数计算方

法同上。

３）水质污染指数：采集了吐鲁番绿洲泉、坎

儿井、河流以及水井的２４８个样品的ｐＨ 值和电

导率，应用ｐＨ 值、含盐量、ＳＯ４含量超标率建立

水质污染指数。

犃２３ ＝
犛ＰＨ犻＋犛ＴＤＳ犻＋犛ＳＯ

４
犻

３
（２）

式中，犛ＰＨ犻、犛ＴＤＳ犻和犛ＳＯ４犻分别为犻评价单元内水中

ｐＨ值、含盐量（ＴＤＳ）和硫酸根离子（ＳＯ４）含量超

标率。

４）土地利用程度指数：表征人类对土地破坏

程度，本研究中，土地利用程度的单因子脆弱度参

照庄大方［６］的无量纲标准。

３．２．２　生态敏感度指标

１）土壤质地荒漠化敏感度指标：反映土壤抗

风蚀能力，其标准化分值为：基质（１）、粘质（３）、砾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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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５）、壤质（７）、沙质（９）。

２）土壤类型：按照不同土壤类型对荒漠化的

敏感程度进行了赋值：石质土（０）、棕漠土（２）、风

沙土（３）、灌耕土（７）、盐土（９）。

３．２．３　生态稳定度指标

１）景观多样性指数：反映景观要素的多少及

各景观要素所占比例的变化［７］。计算如下：

犆１１ ＝－∑
狀

犻＝１

（犘犻×ｌｎ犘犻） （３）

式中，犘犻为犻类景观所占的面积比；狀为景观类型

数。

２）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是土壤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可以起到保持土壤水分和营养的功能。

参考相关资料对不同有机质含量赋予标准化分值

为：有机质含量＞１．５，指数为２，１．０％～１．５％为

４，０．８％～１％为６，０．６％～０．８％为８，＜０．６％为

１０。

３）生物丰度指数：可间接地反映被评价区域

内生物丰度的丰贫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生物丰度指数＝（０．３５×林地面积＋０．２１×

草地面积＋０．２８×水域面积＋０．１１×耕地面积＋

０．０４×建设用地＋０．０１×未利用地）／区域面积。

４）植被覆盖度：植被覆盖度与植被的生产能

力具有正相关关系，其计算模型为［８］：

犆３２ ＝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ｍｉｎ
ＮＤＶＩｍａｘ－ＮＤＶＩｍｉｎ

（４）

式中，ＮＤＶＩ为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ｍｉｎ、ＮＤＶＩ

ｍａｘ分别为评价单元内ＮＤＶＩ最小值、评价单元内

植被覆盖度约为１００％时相对应的像元 ＮＤＶＩ

值。

３．３　指标标准化及权重

由于各个专题的数据性质不同，量纲各异，需

对不同参评因子的等级进行区分［９］。对于与生态

脆弱性呈正相关的评价因子，则有：

犛＝１０×（犡－犡ｍｉｎ）／（犡ｍａｘ－犡ｍｉｎ） （５）

而与生态环境呈负相关的评价因子，则有：

犛＝１０×（犡ｍａｘ－犡）／（犡ｍａｘ－犡ｍｉｎ） （６）

式中，犛为标准化值；犡 为脆弱性指标的原始值；

犡ｍａｘ为该指标最大值；犡ｍｉｎ为该指标最小值。采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结果见表１。

３．４　生态脆弱性分级

结合吐鲁番自然地理状况及绿洲生态系统脆

弱性的表现特征，将绿洲脆弱程度分为以下５级：

微度脆弱（０～２）、轻度脆弱（２～４）、中度脆弱（４～

６）、重度脆弱（６～８）、极度脆弱（８～１０）。

４　吐鲁番绿洲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

４．１　生态压力度评价结果

研究区压力度最小值为１．１２，最大值为

７．７６，平均压力度指数为４．７５。统计了各乡镇平

均压力度指数，结果显示，艾丁湖乡、郭勒布依乡、

博斯坦乡和２２１团４个乡的平均压力度指数都在

５以上，特别是艾丁湖乡，平均压力度指数达到

７．６５，９９．４６％区域处于重度压力区，已严重威胁

到了区域生态安全。

４．２　生态敏感度评价结果

吐鲁番绿洲生态敏感度指数最低为２．８３，出

现在园艺场；最高为７．４１，出现在夏乡，平均生态

敏感度指数为６．１７。轻度、中度、重度敏感区域

所占比例分别为０．３４％、３５．４９％、和６４．１６％，敏

感度等级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增加的特点。

４．３　生态稳定度评价结果

吐鲁番绿洲稳定度指数位于２．０６～７．６之

间，平均稳定度指数为４．９８，处于不稳定等级范

围，东部稳定度明显高于绿洲西部。绿洲东南部

的恰特克勒等４个乡，区域内植被覆盖相对较高，

景观多样性指数较大，，而绿洲西部克尔碱镇、郭

勒布依乡、博斯坦乡和依拉湖乡等４个乡镇土壤

有机质含量仅为０．３，景观多样性指数低，综合稳

定性低。

４．４　生态脆弱性综合评价结果

将压力度指数、敏感度指数和稳定度按照相

应的权重进行空间叠加，最后得出生态环境脆弱

度指数，吐鲁番绿洲生态脆弱性特征如表２。

表２　各乡镇平均生态脆弱度指数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ｉｎＥａｃｈＴｏｗｎ

压力度

指数

敏感度

指数

稳定度

指数

脆弱度

指数

二堡乡 ４．５４ ６．０６ ３．３９ ４．３５

吐鲁番市 ４．４５ ５．４１ ４．２７ ４．５８

克尔碱镇 ４．１９ ５．８９ ６．６８ ５．７２

郭勒布依 ５．９４ ６．３８ ６．０１ ６．０７

艾丁湖乡 ７．６５ ６．８７ ４．３７ ５．９７

恰特克勒 ４．２８ ６．６２ ３．２３ ４．３６

夏乡 ４．２０ ６．９９ ４．７１ ５．０７

依拉湖乡 ４．３９ ６．２２ ６ ５．５４

博斯坦乡 ５．３９ ６．１８ ６．２５ ５．９６

亚尔乡 ４．８１ ５．５２ ４．２９ ４．７３

园种场 ３．３８ ６．３０ ３．２７ ３．９９

三堡乡 ３．８３ ５．９０ ３．３４ ４．０８

园艺场 ４．６０ ４．７２ ５．２２ ４．９２

２２１团 ５．０９ ６．２９ ４．６１ ５．１４

　　１）吐鲁番绿洲生态环境表现出较强的脆弱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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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脆弱度最大值为６．５９，出现在博斯坦乡，

生态脆弱度最小值为３．０８，出现在三堡。整个区

域的平均生态脆弱度指数为５．１９，属于中度脆

弱。中度脆弱区包含的面积最大，占整个研究区

总面积的８１．８５％，轻度脆弱区和重度脆弱区分

别占总面积的４．１９％和１３．９５％。虽然无极度脆

弱区域，但整个吐鲁番绿洲的生态环境质量非常

不乐观，８０％以上的区域已达到中度脆弱级别，近

１／６的区域为重度脆弱区。

２）从空间分布来看，吐鲁番生态环境脆弱程

度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① 从东向西脆弱度明

显增加。东部的吐鲁番市、园种场、恰特克勒等乡

镇，脆弱度指数明显低于西部的克尔碱镇、依拉湖

乡等区域。② 绿洲内部生态脆弱度要明显低于绿

洲外围。在绿洲外围的荒漠系统中，植被稀少，蒸

散强烈，水分严重缺乏，加上强烈的沙流和大风侵

蚀，导致了生态与环境的严酷性、脆弱性和紧张性。

３）脆弱度是由压力、敏感性、稳定度３个指

标决定的。若某一个区域敏感度指数高，而这个

区域所受外界压力很小时，脆弱程度就显现不出

来。如绿洲东部的二堡乡，由于地下水位高，蒸发

强烈，敏感度指数达到６．０３，但同时由于水资源

相对丰富，使得植被覆盖度增加、景观多样性丰

富，系统的稳定性得到提高，进而抵消了敏感度导

致的脆弱性。在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稳定度都较高

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该生态环境系统

会向着逐渐稳定的状态演变，此时，外界干扰尤其

是人类经济活动对该生态系统演变的方向至关重

要，轻微的活动就有可能打破敏感性与稳定性的

平衡，从而使生态环境趋于脆弱化。

４）生态脆弱程度与土地利用类型关系密切。

统计了不同等级生态环境脆弱度下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百分比（表３），可以看出，脆弱程度由低到高

上升过程中，相应的荒漠化面积在各自等级所占

的比例由１７．７５％提高到９６．３１％。可见，土地利

用类型对脆弱度影响非常大，荒漠化土地面积与

区域生态脆弱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表３　不同生态环境脆弱程度下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百分比／％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ａｃｈ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Ａｒｅａ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轻度脆弱 中度脆弱 重度脆弱

耕地 ５５．７３ ８．６８ ０

城镇居民地 ０．４４ ０．３１ ０

荒漠化土地 １７．７５ ８０．８８ ９６．３１

水体 １０．３２ ０．１３ ０

林地 ２．００ ２．４９ ０

草地 １３．７６ ７．５１ ３．６９

５　结　语

１）在对反映和表征绿洲生态脆弱性的压力

指标、敏感度指标和稳定度指标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建立了３大类１７个指标的指标体系，特别是

提出建立荒漠化指数、盐渍化指数等，可突出吐鲁

番生态脆弱性的属性。

２）绿洲生态压力度、敏感度、稳定度具有不

同区域差异，三者综合可反映出研究区生态脆弱

性特点。研究区８０％以上的区域已达到中度脆

弱级别，近１／６的区域为重度脆弱区。在分布上

看，脆弱程度呈现自东向西、自内向外增加的特

点。

３）生态脆弱性表现出了显著的土地利用效

应。随着脆弱度等级的增加，荒漠化土地面积所

占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而其他类型土地面积所占

比例均出现缩减趋势。

４）吐鲁番绿洲生态脆弱性是以气候条件、地

质地貌条件为基底的原生脆弱性，加上人为活动

的胁迫性影响而导致的次生脆弱性交互作用的结

果。进行荒漠化治理、以最大程度保障生态用水

是绿洲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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