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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江西省万安县生态
脆弱性时空演变及驱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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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江西省万安县生态脆弱性近３０ａ的脆弱性进行定量研究，为县级土地脆弱性定量评价

提供借鉴方法，以此促进县级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方法］运用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和２０１５年３期遥感

影像数据，在分析生态脆弱性概念与评价方法的基础上，依循“压力—状态—响应”评估框架，选取景观分

维数、破碎度、优势度、景观适应度４个景观格局指数，以及人类活动干扰指数、植被覆盖度指数、地形指

数、景观类型指数，从生态压力度、敏感度、恢复力３个方面出发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法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

模型，基于格网尺度对万安县生态脆弱性进行动态评价和分析。［结果］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万安县生态脆弱性

不断加剧，其中存在６８．７２％的样本区生态脆弱度指数增大。通过万安县生态脆弱性分布图和趋势图可

知，全县生态脆弱度高值区域集中在中北部地区而低值区集中于南部和西北部。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分析万安县土地生态脆弱性指数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和显著性，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万安县土地生态脆弱性存在

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自相关性呈现上升趋势。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表明万安县生态脆弱性主要驱

动因素是乡镇人均纯收入、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和非农业人口比重。［结论］研究区生态环境严峻，亟

需针对万安县资源、气候、地形、土壤等条件，合理规划用地，科学系统划分生态功能区。

关键词：景观格局；生态脆弱性；空间自相关；万安县；地理探测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８８Ｘ（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０７－０８　 中图分类号：Ｘ１７１．１

文献参数：张莹，张学玲，蔡海生．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江西省万安县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及驱动力分析
［Ｊ］．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１８，３８（４）：２０７－２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６１／ｊ．ｃｎｋｉ．ｓｔｂｃｔｂ．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４．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ｌｉｎｇ，Ｃａｉ　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ｇ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３８（４）：２０７－２１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ｇ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１，２，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ｌｉｎｇ１，２，ＣＡＩ　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１，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ｉｎ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Ｕ，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４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ａ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ｏｏｋ　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wjf
高亮

wjf
高亮



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ａｎｄ　２０１５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ｉｄ　ｓｃａ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　１９８７—２０１５ａｎｄ　６８．７２％ｏｆ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ｉｎ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　ｌｏｗ　ｖａｌｕ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ｄ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８７—２０１５．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ｗｅｒ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ｆ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ｓｅｖｅｒｅ．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ｅｒ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ｏｆ　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ｇ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Ｗａ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人类活动的加剧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生
态脆弱性问题尤为突出。生态脆弱性已成为全球环
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１－３］。开展
生态脆弱性研究不仅对环境保护十分重要，而且对合
理利用土地资源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开发利用过程中，县级的自然
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为保证生态系统的连
续性，迫切需要开展县级生态脆弱性研究。通过对生
态脆弱区实施生态修复和优化农业资源利用等手段，
实现县域可持续发展。脆弱性概念起源于对自然灾
害的研究，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１年）首次在地学领域提
出了脆弱性概念，１９８８年第７届ＳＣＯＰＥ（环境问题
科学委员会）大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生态脆弱带”
的概念，之后全球范围内相关生态脆弱性的研究便逐
渐铺展开来。中国对生态脆弱环境的研究源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有关生态脆弱性的概念国外学者Ｂｏ－
ｇａｒｄ，Ｄｏｗ等［４－６］以及国内学者赵越龙、赵平、周劲松
等［７－１０］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总体而言，生态脆
弱性是由于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受到人类
干扰所表现出的敏感性，以及生态环境受到外界损害
时所表现出的恢复能力，是自然属性和人类行为共同
作用的结果。目前，在区域生态脆弱性评价方面，国
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评价方法多样，主要采
用ＳＲＰ模型、ＡＨ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综合评价
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近年来，一些学者［８，１１－１６］开
始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深度挖掘景观格局变化和生
态环境脆弱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此来建立更加全

面、科学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为区域生态环
境脆弱性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景观格局指景观组
成单元的类型、数目以及空间分布和配置，反映了自
然、人为、生物与非生物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涉及多
种生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１６］。此外，从宏观景观格局分析县级生态脆弱
性的研究仍很少见，指标赋权重的方法更多采用主观
分析法，如：特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人为因素影响
较大。因此，为了全面反映区域生态脆弱性的时空演
变规律，本文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构建生态压力度、
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恢复力指标体系，运用景观指数评
价法、熵权法、灰色关联法、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等方
法，采用ＲＳ／ＧＩＳ技术，对万安县生态脆弱性近３０ａ
的脆弱性进行定量研究，旨在为县级土地脆弱性定量
评价提供借鉴方法，以此促进县级社会—经济—生态
可持续发展。

１　研究区概况

万安县位于罗霄山脉东麓，江西省中南部，吉安
市南缘，居赣江上游东西两岸，地跨东经１１４°３０′—

１１５°５′，北纬２６°８′—２６°４３′。县境东西宽约４７ｋｍ，
南北长约６５．５ｋｍ，总面积２　０３８ｋｍ２。赣江由南至
北纵贯该县，可上溯赣州市，下抵南昌市入鄱阳湖。
万安县具有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特征，由于南岭山系
罗霄山脉的中段脉系和武夷山脉的余脉逶迤入境，形
成了赣江两岸复杂多样的小地貌结构。近年来，万安
县人口快速增加、经济急速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问题
加剧，生态脆弱性问题明显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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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选取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８日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１９９５

年１０月２７日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影像和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８日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ＴＭ 影像（空间分辨率３０ｍ）作为数据源，

３０ｍ分辨率的ＤＥＭ 以及各年万安县社会发展统计
年鉴。景观类型的分类标准以２００７年８月颁布的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１７］为基础，根据研究需要和万
安县实际情况，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
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６个类型。采用

ＥＮＶＩ　５．３遥感处理软件对各年遥感影像进行大气
校正、几何校正、增强、裁剪等过程，采用监督分类和
目视纠正的方法，解译精度在８５％以上。本文以

３ｋｍ×３ｋｍ网格单元为研究尺度，共有２４３个网格。
每个网格中景观水平指数的计算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中

Ｐａｔ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插件获取［１８］。

２．２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循“压力—状态—响应”评估框架，基于景观格

局指数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内涵，从生态系统压力
度、敏感性、恢复力三方面出发构建万安县生态脆弱
性指标体系。

经过筛选，最终选取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扰动
指数２个指标来衡量生态压力度。面积加权平均分
维数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斑块形状的影响，受人类活动
干扰小的自然景观的分数维值高，而受人类活动影响
大的人为景观的分数维值低［１６］。扰动指数用来衡量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１５］，研究发现影响程度
与距离之间呈现一定的递减关系［１９］。因此以提取出
的建设用地为基础，设＜２００ｍ，２０～５００ｍ，５００～
８００ｍ，＞８００ｍ这４个缓冲区，分别赋值０．８，０．６，

０．４，０．３。
生态敏感因子包含景观破碎度指数、地形因子指

数、景观类型指数、植被覆盖度指数。景观破碎度指
景观被分割的破碎化程度，反映了景观空间结构的复
杂性，是区域生态脆弱性评价中最常用的指标。地形
地貌因子是影响生态系统脆弱性的重要因子，当环境
受到人类破坏后，地形坡度越大，景观越敏感，造成的
侵蚀退化程度越大。参照水利部颁布的《土壤侵蚀分
类分级标准（ＳＬ１９０－１９９６），根据万安县地形特征，设

５个坡度级，分别为：＜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
２５°，＞２５°。分别赋值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８。地形
指数越大，生态敏感性越高。结合万安县未利用地和
草地容易被改变、其次林地易改变、水体和建设用地
不易改变的特点。根据各个景观类型的易损度划分

为６个等级权重值，分别为：未利用地＝０．６，草地＝
０．５，林地＝０．３，耕地＝０．２，水体和建设用地＝０．１。
植被覆盖度指数是地表因子的组成部分［２０］。植被是
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部分，是衡量气候和人文因素对
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２１］。采用象元二分模型进行计
算植被覆盖度，具体步骤不做赘述，参考文献［２２］。

生态恢复力因子包含景观适应度指数和景观优
势度指数。脆弱性与系统的适应性有密切关系［２３］。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与生态恢复力联系密切，景观系统
的多样性越多，结构越复杂且分布均匀，系统越稳定。
因此，选取斑块丰度密度指数（ＰＲＤ）、香农多样性指
数（ＳＨＤＩ）和香农均匀性指数（ＳＨＥＩ）构建景观适应
度指数（ＬＡＩ）［２４］。最大斑块指数（ＬＰＩ）表示优势度，

ＬＰＩ指数越大，抗外界干扰能力越强，生态脆弱性指
数越小。

２．３　指标的标准化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将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

理。对于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脆弱），需采用［２５］：

　　Ｙ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１）

对于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越脆弱），需采用：

　　Ｙ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２）

式中：Ｙｉｊ———标准化的指标值；Ｘｉｊ———原指标值；

ｍｉｎ（Ｘｉｊ）———原指标最小值；ｍａｘ（Ｘｉｊ）———原指标
最大值。

２．４　综合评价的方法

２．４．１　熵权法　为了克服主观因素对权值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熵权法对各指标赋权值。熵权法是一种
基于各个因素考虑计算综合指标的方法，极大程度上
有效、客观反映了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２６］。计算公
式参考文献［２７］。表１为万安县生态脆弱性评价指
标权重结果。

表１　万安县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权重

总目标层 指标类 指标项 权重
万
安
县
生
态
脆
弱
性
评
价

生态压力度
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倒数 ０．０６９　８
扰动指数 ０．４３９　０

生态敏感性

景观破碎度指数 ０．０８６　０
地形因子指数 ０．１７４　１
景观类型指数 ０．０３４　９
植被覆盖度指数 ０．０７８　７

生态恢复力
景观适应度指数 ０．００７　２
景观优势度指数 ０．１１０　３

２．４．２　灰色关联分析法　本研究参考邓聚龙提出的
灰色关联的计算模型和公式。运用灰色关联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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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县各个网格单元土地生态脆弱度指数。计算公
式参考文献［２８］。最终得到土地生态脆弱度指数，计
算公式为：

ＥＶＩ＝∑
ｎ

ｉ＝１
Ｗｉ·ε （３）

式中：ＥＶＩ———生态脆弱度指数；Ｗｉ———第ｉ项指标
的权重；ε———关联系数。

２．４．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来衡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和ＬＩＳＡｉ衡量局部空间自相
关。具体公式参考文献［２４］。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分析空间数据相关性和显著性
的方法［２７－２８］。将其与生态脆弱性评价相结合，可以更
好的揭示和阐述区域脆弱性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内在变
化规律。利用ＧｅｏＤａ设置空间权重时采用“车式”邻
接法，并以此进行空间自相关方面的分析和计算。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总体特征
从１９８７，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万安县生态脆弱度指数计

算结果（表２—３）表明，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万安县６８．７２％
的样本区生态脆弱度指数增大。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生态
良好区面积轻微减少，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生态良好区面
积急速减少，减少比例２７．５８％；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轻度
脆弱区面积略微增加，而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轻度脆弱
区面积快速减少，减少比例１１．５２％。中度脆弱区、重
度脆弱区和极度脆弱区面积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都有所
增加，增加比例分别是１０．２９％，１１．９３％，１９．７５％。从
柱状图中可以看出，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各个级别脆弱区
的面积存在轻微变化，而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各个级别
脆弱区的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增加或是减少。

表２　万安县生态脆弱性分级面积和比例

项目 １９８７年／ｋｍ２ 比重／％ １９９５年／ｋｍ２ 比重／％ ２０１５年／ｋｍ２ 比重／％
生态良好区 ９９０　 ４５．２７　 ９２７　 ４２．３９　 ３２４　 １４．８１
轻度脆弱区 ６４８　 ２９．６３　 ６５７　 ３０．０４　 ３９６　 １８．１１
中度脆弱区 ３４２　 １５．６４　 ３９６　 １８．１１　 ５６７　 ２５．９３
高度脆弱区 １５３　 ７．００　 １４４　 ６．５８　 ４１４　 １８．９３
极度脆弱区 ５４　 ２．４７　 ６３　 ２．８８　 ４８６　 ２２．２２

表３　万安县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各个级别区面积转移变化矩阵

项目 类型区
２０１５年

生态良好区／ｋｍ２ 轻度脆弱区／ｋｍ２ 中度脆弱区／ｋｍ２ 重度脆弱区／ｋｍ２ 极度脆弱区／ｋｍ２

生态良好区 ２７９　 ２３４　 ２２５　 １６２　 ９０
轻度脆弱区 ３６　 １３５　 ２３４　 １１７　 １２６

１９８７年 中度脆弱区 ９　 ２７　 ９０　 ９９　 １１７
重度脆弱区 ０　 ０　 １８　 ３６　 ９９
极度脆弱区 ０　 ０　 ０　 ０　 ５４

　　从趋势分布图（图１—３）反映出，万安县生态脆
弱度在自西向东、由南到北２个方向上均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其中，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的趋势线有略微
变化，而２０１５年的趋势线变化较明显。

图１　万安县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土地生态脆弱性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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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万安县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生态脆弱性分布情况

　　由此可以得出，万安县生态脆弱度高值区域集中
在中北部地区而低值区集中于南部和西北部。具体
而言以“罗塘—芙蓉—百嘉”地区为生态脆弱度高值
区，而“沙坪—武术—宝山”以南以及“潞田—高陂”以

北为土地脆弱度低值区域，这一现象和万安县生态环
境、经济格局、植被覆盖分布相一致。１９８７年万安县
生态脆弱度呈现出较均匀分布趋势。主要是万安县
县政府所在地周边区域存在高值区域，其余区域基本
是低值区。相比于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的生态脆弱度存在
略微增加，但是增加幅度总体不大，分布基本遵循
１９８７年分布特点。而与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５年趋势图相比，

２０１５年的生态脆弱度分布特征明显不同。由１９８７
年主要以万安县县政府为主的高值区不断向外围拓
展，形成以“芙蓉—罗塘—窑头—韶口”为主的高
值区。
图４为万安县各个乡镇平均生态脆弱度，从图４可以
看出，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各个乡镇生态脆弱度均有不同
程度增加。

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芙蓉—罗塘”为中心的周
边区域。而低值区主要分布在高陂、顺峰、沙坪等
乡镇。

图３　万安县生态脆弱性趋势分布

图４　万安县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各乡镇生态脆弱性分布情况

３．２　空间集聚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表明全县生态脆弱度在空间上

的相似性。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和２０１５年３个时期的 Ｍｏｒａｎ
指数均为正数，分别是０．２２０　５，０．２２６　６和０．４０６　５，

表明万安县生态脆弱度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从各个年份数值可以看出３个时期依次升高，由此可
见全县生态脆弱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上升，空间分布
集聚度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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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空间自相关反映全县各个网格单元之间的
空间关联度，图５为万安县生态脆弱度 ＬＩＳＡ 集聚
图，反映３个时期生态脆弱度的空间集聚特征。

由图５可知：①高—高：具有显著的高值集聚区
主要集中位于万安县县政府所在地的周边区域，１９８７
和１９９５年的高值集聚区总体相差不大，而２０１５年的
高值集聚区以县政府所在地向西逐渐扩展。②低—
低：万安县生态脆弱度具有显著性的低值区主要分布

于高陂镇，１９９５年的低值集聚区相比于１９８７年有减
少趋势，而２０１５年位于高陂镇的低值集聚区向外围
扩展，且扩展较为明显。③低—高：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５年
主要分布于高值集聚区的北部区域，而２０１５年的
低—高区相比于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５年明显减少，但是仍然
主要分布于高值区附近，由此说明这些集聚区分布特
点主要是高值区附近，这些区域主要是过渡带，具有
较明显的低高区特点。

图５　万安县生态脆弱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

４　驱动力分析

区域生态脆弱性强弱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关

系。因此选取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各乡镇人口自然增长
率、非农业人口比重、乡村从业人口比重、乡镇人均纯
收入、地均粮食产出、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七个
影响因子，并计算３期平均值。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计
算１９８７—２０１５年各个乡镇生态脆弱度指数平均值，

并将社会经济因子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空间分析
处理。通过地理探测器法进行因子探测得到各个影
响因子对生态脆弱性强弱的解释力大小，其中具有显
著性影响的因子分别是：乡镇人均纯收入、地均粮食
产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非农业人口比重，ｑ值大小

分别是０．９０３　２，０．６６７　６，０．６６７　６，０．６６２　６，０．６１３１。

万安县属于典型丘陵地区，地区受海拔影响较为明
显。人口、交通、工业、服务业密集区主要分布在中北
部平原地区。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大、土地投入产出强
度大，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其中在
社会经济发展因子中，乡镇人均纯收入对区域生态脆
弱性的影响力最大。由此表明万安县的经济发展是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属于经济与生态不协调发
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对６个影响因子进行交互探测后得出１５对因子
对。结果表明任何两种因子的交互作用都比单因子
交互作用强。非线性增强因子对具有最强的协同作
用。根据表４，最强的非线性协同因子对是单位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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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化肥施用量与非农业人口比重。由此表明单位
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对区域生态脆弱性的增强直接
作用小，但与非农业人口比重因素交互所产生的间接
作用力很大。由此表明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合理
规划引导城镇发展，避免城镇“摊大饼式”盲目外延，
以及注重发展生态、绿色、循环农业，避免为快速获得
经济效益而牺牲生态环境。

表４　生态脆弱性影响因子相互作用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１
Ｘ２ ０．８４５５
Ｘ３ ０．９３１１　 ０．９６３８
Ｘ４ ０．７７７２　 ０．８１６４　 ０．９３４９
Ｘ５ ０．５２９０＊ ０．９５３５＊ ０．９７５５　 ０．９２５２＊

Ｘ６ ０．９６５６＊ ０．８５９２　 ０．９４０８　 ０．８５６１　 ０．８１５０

　　注：①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 分别表示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

量、人口自然增长率、乡镇人均纯收入、地均粮食产出、乡村从业人口

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②“＊”表示因子ｘ和ｙ之间为非线性双协同

作用；未标注此符号表示因子ｘ和ｙ之间为双协同作用。

５　结 论

万安县近年来建设用地增加、经济快速发展以及
人类干扰的加强，引起耕地、林地退化，生态系统内部
平衡受到破坏，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当前要促进万
安县人地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需
要针对万安县资源、气候、地形、土壤等条件，并结合
万安县生态脆弱区特点，合理规划用地，科学系统划
分生态功能区，主要分为水土保持区、生态修复区和
生态防护区。

水土保持区主要位于地势比较高，人口分布稀
少，气候条件相对较差，对外界干扰较为敏感，生态环
境易于退化，由于坡度较大，山体易发生水土流失，在
合理开发利用时要特别注意保护水土状况，及时退耕
还林以及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并借助工程修复提高水
土保持能力，改善生态状况。生态修复区主要是针对
高度脆弱和极度脆弱区域，主要分布在万安县北部，
这些区域由于受外界干扰，生态环境已遭到破坏，尤
其是近几年万安县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快速扩张，
因此需要对这些区域重点修复，主要采用人为监控和
人工改良措施。在工业方面，降低工业污染，关闭或
是改造升级污染性极大的企业；在农业方面，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减少使用化肥量，用绿肥代替化肥，改善
生态环境。合理规划利用土地资源，特别是注重生态
过渡带（城镇向农村过渡的地带）的合理规划和保护，
以此提升城镇生存环境的同时又进一步保护郊区的

环境。生态防护区主要针对生态良好区、轻度脆弱区
和中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万安县南部区域。这部分
区域的人口密度小、交通网较稀疏以及植被覆盖较
好。因此要特别注重提高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达到
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目的。

目前，结合景观格局指数及影响生态脆弱性的重
要因子进行县级生态脆弱性研究分析还处于初步阶
段。本文依循“压力—状态—响应”评估框架构建万
安县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考虑了生态脆弱
性的内涵，并结合熵权灰色关联法的优点，构建生态
脆弱性评价模型，为今后探讨县级生态脆弱性提供一
套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然而，由于构建指标体系需
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测性，导致所构建的指标
体系并不全面概括生态脆弱性内涵，今后应进一步改
善。此外，本文针对脆弱性阈值划分主要采用自然分
裂法，对于阈值划分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并
且，本文主要是从景观水平的景观格局进行研究，未
考虑各个地类的脆弱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探
讨各个地类的生态脆弱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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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根据实地踏勘剥离区、存储区、回覆区地形
和地类情况，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耕地地力调查结果、耕地地力等级分布等资料，初
步判定耕作层厚度。根据耕作层土壤质量等级，参考
国家、各省市相关政策和耕作层剥离相关经验确定土
壤剥离深度。一级土壤质量，耕作层厚度为２０ｃｍ，
土壤剥离深度为３０ｃｍ；二级土壤质量，耕作层厚度
为２０ｃｍ，土壤剥离深度为２０ｃｍ；三级土壤质量，耕
作层厚度为２０ｃｍ，土壤剥离深度为１０ｃｍ。为后续
编制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方案，指导耕作层土壤的剥
离、运输、存储和回覆等工作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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