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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COLOGICAL RISK OF SPATIAL CONFLICTS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ARID AREAS: A CASE STUDY OF HONGSIBU IN NINGXIA
CHEN Xiao1,2, LIU Xiao-peng1,2, WANG Peng1,2, KONG Fu-xing1,2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2.Ningxia
(China-Arab)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rid Region,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immigration process is the process of recombination and restructure of various spatial elements in the immigration area. Theoretically, this region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exists the objective spatial conflict and ecological risk. The ecosystem in arid areas is very fragile, and systematically carrying out the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risk issues of spatial conflicts of ecological immigrants in this type of
area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scientific solutions for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gusty crisis caused by ecological risk of spatial confli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ettlement area of Hongsibu
Ecological Poverty- stricken immigrants in Ningxia as an example, adopts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1995,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of the region, measures the level of spatial conflict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atial conflict model, and explores dominant factor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ecological risks of spatial
confli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general, during the large-scale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process of ecological migrants from 1995 to 2015, the mean value of the spatial conflict index of the ecological settlements in
the Hongsibu District revealed a trend from high to low, which were 0.617, 0.625, 0.454, 0.476, and 0.459,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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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生态移民过程是各种空间要素在迁入区地
域范围内重新组合与再结构化过程。理论上，这种区
域空间重构过程客观存在空间冲突及生态风险。旱区
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系统开展该类型区生态移民空间
冲突的生态风险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为空间冲突生态
风险突发危机状态下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调控科学方
案。本文以宁夏红寺堡生态扶贫移民安置区为例，采
用该区域 1995、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五期遥感
影像，通过构建空间冲突模型，测算空间冲突水平，
探测了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及其主导因素与机制。结
果表明：总体上，在 1995—2015 年生态移民大规模集
中安置过程中，红寺堡区生态移民空间冲突指数均值

呈 前 高 后 低 的 特 点 ， 分 别 为 0.617、 0.625、 0.454、
0.476 和 0.459，属可控范围，生态风险程度较低，其
中稳定可控区的面积比例增加 2.1 倍。但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的空间冲突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的水域、林地、
耕地、草地的空间冲突程度较低，而未利用地、沙地
和建设用地的空间冲突程度相对较高。地理探测显
示，该地区的景观脆弱度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
维数指数、斑块凝聚度指数、聚合度指数和斑块密度
指数是影响区域空间冲突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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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冲突 （spatial conflict） 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七

态安全及空间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参考。

十年代福柯[1]、列斐伏尔[2]、哈维[3]和吉登斯[4]等研究者对空
间的分析与研究，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重视，成为近年

1 研究区概况

来社会地理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方向） 之一。虽然至今
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对空间冲突概念的统一解释，但其核心

红寺堡区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山间盆地区域，其东经

要义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各区域要素的重构与再结构化

105°43'—106°42'E，北纬 37°28'—37°37'N （图 1）。全区以

过程[5]。综合国内外空间冲突研究，主要包括通过构建指标

缓坡丘陵地形为主，平均海拔 1345m，属温带大陆性气

体系 、空间冲突指数 或空间冲突度模型 ，运用问卷调

候。年平均气温 8.4℃，年日照时数为 3036.4 小时，日照时

查 [8]、模糊综合评价 [9]、访谈 [9]、层次分析 [9] 或遥感和 GIS 分

数长，降水量小，较为集中，且年际变化大，平均降水量

析

等方法和手段，在城乡空间生产过程及特征 、城市

277mm。吴忠市红寺堡区在 1999 年开始开发建设，在 2009

化过程中区域剥夺与调控模式 、旅游地和城市商业发展空

年正式成立。该区域主要安置宁南山区 7 县 （区） 易地扶贫

间竞争[13]、城市管治与空间整合[14-16]，以及城市化地区空间

搬迁户。目前，区域总面积 2767km2，辖 3 乡 2 镇、1 个街

冲 突 测 度 [7]、 城 市 发 展 空 间 冲 突 [17,18]、 土 地 利 用 空 间 冲

道、61 个行政村、2 个城镇社区，自 1999 年开发建设以

突

来，已累积搬迁人数 20.5 万人。2015 年，全区生产总值

[6]

[8,10]

[7]

[6]

[11]

[12]

、文化旅游活动空间冲突 、空间规划

[9,19]

[6]

[8.20,21]

等领域开展

156104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17875.4 元。红寺堡区 2015 年

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生态移民具有扶贫和生态建设的双重意义

[22-24]

，是一种

特殊的人口迁移过程[25,26]，其实质是区域空间组成的物质元

人口密度高达 71.32 人/km2，已超出干旱、半干旱区人口承
载力 7—20 人/km2 的范围[37]，红寺堡区人地关系逐渐紧张。

素、社会元素和制度元素等在区域空间 （迁入区） 的重构
过程，理论上，这种各种空间要素必然会在迁入区地域范

2 研究方法

围内的重组和再结构化过程中产生空间冲突。目前，生态
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安置规模[27-30]、迁入地选择[31]、移

2.1 数据源

民范围[32]、移民模式[33]、生态移民政策[34]、生态移民农户响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 1995、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应 及生态移民效益评估 等方面，却鲜有生态移民空间冲

五期空间分辨率为 30m×30m 的 Landsat/TM 遥感影像，在

突研究。

ENVI5.0 和 Arc GIS10.1 支 持 下 ， 对 遥 感 影 像 进 行 波 段 合

[35]

[36]

生态移民过程是生态压力空间转移的过程，形成了对

成、几何精矫正、裁剪、解译、矢量化等处理，根据全国

迁入区生态系统的扰动，生态风险客观存在。生态移民规

土地资源的分类系统，并结合红寺堡区地域特点及野外实

模大和集中安置的特点，导致迁入区自然地理过程与人类

地调查校正，在 Arc GIS 软件的支持下，采取人机交互解

活动过程之间发生激烈的交互作用，空间冲突十分复杂，

译，得到研究区 1995—2015 年 7 类土地利用类型矢量图，

其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机理及其促进迁入区空间有序性成

分别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沙地和未利

为亟待回答的科学问题，是一项具有重要科学研究和理论

用地。通过随机取样方法，得到了分类结果 Kappa 的检验

实践意义的探索性工作。本文以国内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

值，5 期遥感影像解译平均精度达到 80%以上，满足研究工

安置区——宁夏红寺堡区为例，构建研究区空间冲突模

作的需求。

型，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干旱区生态移民空间冲

2.2 空间冲突指数

突的生态风险分异机制，为空间冲突突发危机状态下的生

空间冲突是各方势力抢夺空间资源的博弈，其必然伴

图 1 红寺堡区区位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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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产生，而生态移民对迁入区
的强干扰介入，必定引起迁入区空间格局和空间功能的改
变。空间格局的变化对其空间生态功能所产生的效应 （负

人文地理

元稳定性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PD - PD min
S=1PD max - PD min

（4）

效应或正效应） 可反映空间冲突水平，即其空间生态功能

式中： S 为空间稳定性指数， PD 同上， PD max 和 PD min 为

产生的负效应越大，空间开发所造成的空间生态风险越

研究区内空间单元斑块密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大，区域的空间冲突水平越高。本文构建了基于景观生态
学理论的空间冲突生态风险模型[38]，绘制研究区的空间冲突
生态风险图，并根据测算结果来研究红寺堡 20 年来空间冲
突的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

“地理探测器”模型成功应用于探测地方性疾病形成原
因[31]，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研究领域，其模型如下：
m
P D,U = 1 - 1 2 ∑i = 1 n D,i σU2
（5）
nσU
D,i

根据风险源—风险受体—风险效应的风险评价模型 及
[39]

J. Peterseil[39]、陈利顶 [40] 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对空间生
态风险有深刻的影响的外部压力因子 （ P ）、空间脆弱性指
数 （ E ） 和空间单元稳定性指数 （ S ） 分别作为生态风险
源指标、暴漏性指标及风险效应指标[41,42]。对研究区空间冲
突的生态风险进行科学测算。本文根据研究区范围、空间
分辨率和斑块状况，以等间距系统采样法，将研究区划分
为 3km×3km 的样地对空间冲突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得到
372 个空间方格作为评估单元。计算各空间方格内的空间冲
突指数，以定量评估其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状况。据此，
本文将红寺堡区的空间冲突模型概括为空间冲突=外部压
力+空间暴漏性－空间稳定性，表达式为：
SC = P + E - S

2.3 空间冲突生态风险主导要素探测

（1）

式中： SC 为空间冲突指数； P 为空间外部压力、 E 为空间

式中： P D,U 为空间冲突生态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的探测指
数； n D,i 为下一级样本数量； n 为全区样本数量； i 和 m 为
影响因素的分类数（i = 1,···, m）；全区 σU2 为空间冲突的方

差； σU2 为下一级研究区的方差。假设 σU2 ≠ 0 ，模型成
D,i

D,i

立，其取值区间为[0, 1]， P D,U = 0 时，表明研究区空间冲突
随机分布。

3 结果分析
3.1 安置区空间冲突生态风险时间演变特征
通过对五期红寺堡生态移民安置区空间网格冲突生态
风险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并根据周国华等的倒“U”型空间
冲突演变轨迹规律及研究区空间冲突生态风险分布情况[40]，
将红寺堡安置区空间冲突划分为稳定可控 ［0.0，0.4）、基

暴漏性指数、 S 为空间稳定性指数。 SC 值在[0-1]之间，

本 可 控 ［0.4， 0.7）、 基 本 失 控 ［0.7， 0.9） 和 严 重 失 控

SC 值越大，空间冲突越不可控，生态风险越大。其中，利

［0.9，1.0） 4 个级别。应用 Arc GIS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得

用景观生态指数中的面积加权平均拼块分型指数，计算研

到 1995—2015 年红寺堡区的空间冲突生态风险图，从而对

究区景观的复杂性，用以表征由于移民迁入对研究区空间

研究区空间冲突水平进行分析。

单元的生态干扰程度[43]。
é2 ln(0.25P ij ) æ a ij öù
P =∑∑ê
ú
ln(a ij ) çè A ÷øû
i=1 j=1 ë
m

通过计算红寺堡移民区 1995—2015 年的空间冲突的生

n

（2）

态风险指数发现：红寺堡 1995、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空 间 冲 突 指 数 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0.617、 0.625、 0.454、

式 中 ： i 为 拼 块 类 型（i = 1,···, m）； j 为 拼 块 数 目

0.476 和 0.459，属于基本可控范围 （表 1、图 2）。其中，基

和斑块面积， A 为研究区总面积； P 为面积加权平均拼块

48.39%之间，稳定可控区的面积比例增加 2.1 倍，对红寺堡

分型指数，反映景观格局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

移民安置区空间冲突生态风险的调控起到重要作用。基本

（j = 1,···, n）； P ij 、 a ij 分别为分割的空间单元的斑块周长

本可控级别的空间单元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在 31.45%—

利用脆弱度指数来反映研究区空间单元暴露情况，用

可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三级的空间单元占比呈波浪递

来描述空间单元被外部破坏的程度，表明空间单元的稳定

增趋势，1995—2015 年红寺堡区严重失控级别的空间单元

程度 。根据研究区土地利用状况，采用 Delphi 法，对研究

增幅最大，增长了 1. 55 倍。表明红寺堡区部分地区空间冲

区土地利用的脆弱度进行排序，由高到低：建设用地 1、耕

突生态风险水平较为严重，并有逐步严重发展的趋势，也

地 2、草地 3、沙地 4、未利用地 5、林地 6、水域 7，标准化

是红寺堡移民安置区今后冲突调控的重点。

处理后得到各景观的脆弱度指数 E 。

3.2 安置区空间冲突生态风险分异特征

[44]

利用景观破碎度指数，反映了空间形态的破碎程度，
并表明研究区空间单元的稳定 [39]。随着移民工作的不断开
展，研究区空间斑块结构趋向破碎化、复杂化和异质性，
故用斑块密度来表示破碎度。公式为：
n
PD = i
（3）
A
式中： i 为拼块类型（i = 1,···, m）； n i 为研究区各空间单

通过计算得到各空间单元的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指
数，利用 Arc GIS 软件制作研究区空间冲突图，对研究区 20
年来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进行描述和空间分析 （图 2）。由
图 2 可看出，稳定可控区的空间冲突值最小，严重失控区的
空间冲突值最大，中间依次为基本可控区、基本失控区。
1995—2015 年，移民安置区各等级空间冲突的面积变化较
为显著，且以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及基本失控为主，冲突

元内斑块数， A 为分割空间单元的面积。 PD 为景观破碎度

风险状况由较高转向中度，整体趋于好转。从空间分布上

指数，反映研究区空间单元稳定性，利用下式将各空间单

看，严重失控冲突区逐步向西部转移，主要集中在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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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5—2015 年红寺堡区的空间冲突指数测算结果统计

Tab.1 The Calculated Result of Spatial Conflict Index in Ningxia Hongsibu During 1995—2015
冲突级别

空间单元个数/个

冲突值

空间单元百分比/%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稳定可控 0.0—0.4

40

52

150

118

125

10.75

13.98

40.32

31.72

33.60

基本可控 0.4—0.7

212

159

117

180

174

56.99

42.74

31.45

48.39

46.77

基本失控 0.7—0.9

111

142

88

69

50

29.84

38.17

23.66

18.55

13.44

严重失控 0.9—1.0

9

19

17

5

23

2.42

5.11

4.57

1.34

6.18

372

372

372

372

372

100

100

100

100

100

0.617

0.625

0.454

0.476

0.459

—

—

—

—

—

总计
冲突平均值

地变化扩张地区，其面积增长 12600hm2；基本失控冲突区

呈现降低趋势。草地的冲突强度呈逐步降低趋势，由于草

主要分布在红寺堡镇、太阳山镇、柳泉乡地区，且面积比

地是研究区的景观基质，所以草地的空间冲突生态风险水

例由 1995 年的 29.84%减少至 2015 年的 13.44%；基本可控

平构成中仍占据主要地位。水域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以稳

冲突区是研究区的主要冲突类型，所占比例下降 17.9%；分

定可控和基本可控为主，两者空间单元占比之和达到

布在罗山附近、柳泉乡南部、大河乡西北部的稳定可控区

76.91% ， 其 中 基 本 失 控 级 ， 在 1995—2005 年 期 间 增 加

面积增加 76500hm ，所占比例上升至 33.6%。近年来，红寺

11.31%，而在 2005—2010 年期间减少 76.59%。红寺堡地区

堡区空间格局变化较大，其中建设用地的综合开发与整

的限制开发条件是水域，扬黄灌溉工程解决红寺堡移民安

理、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研究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及移民生

置区人畜的饮水问题。

2

产方式的粗放，使得红寺堡区沙地、未利用地变化频繁，

建设用地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以基本可控、基本失控

空间冲突水平增加，特别是生产生活用地与生态建设用地

与严重失控型冲突为主，其中严重失控级别占比呈上涨趋

间的相互竞争与剥夺形成的空间冲突问题是其生态风险问

势，1995—2015 年增加 13.42%。表明红寺堡移民安置区城

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区的扩建、弘德工业园区的建设等导致移民区严重失控等

3.3 安置区景观类型空间冲突生态风险差异

级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增强态势，为冲突调控的重点。沙

通过对红寺堡区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水平的测算，发

地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以基本可控和基本失控为主，两者

现不同景观类型之间的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间存在差异

比重之和达到 65%以上。其中严重失控级别呈增长趋势，

（图 3）。1995—2015 年，耕地的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水平以

1995—2015 年严重失控级别增加 17.83%。表明沙地受到人

基本可控、基本失控为主，比重之和达到 63.63%以上，稳

类活动影响较大。未利用地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以基本可

定可控上升 1.72%。林地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以稳定可控、

控和基本失控两个等级，两者空间单元占比之和达到

基本可控为主，其中基本可控级的空间单元占比呈上升趋

78.94%。其中稳定可控级别的未利用地空间冲突的生态风

势，且冲突水平最低，但其冲突强度逐步增加。至 2015 年

险比重在 2015 年有所增加，而严重失控级别的未利用地空

林地空间单元基本可控级别比重达 68.96%。草地空间冲突

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比重呈下降趋势，2005—2015 年严重失

的生态风险以稳定可控、基本可控为主，至 2015 年两者空

控级别下降 5.45%。

间单元占比之和达到 94.07%，而其他冲突级别所占比重，

整体而言，红寺堡区整体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变化幅

图 2 1995—2015 年红寺堡区的空间冲突指数变化

Fig.2 Index Variation of Spatial Conflict in Hongsibu in 1995—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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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寺堡生态移民安置区 1995—2015 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冲突指数

Tab.2 Ecological Land Use Patterns of Hongsibu Resettlement Area in 1995-2015 Landscape Spatial Conflict Index
年份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沙地

未利用地

冲突值 贡献率 冲突值 贡献率 冲突值 贡献率 冲突值 贡献率 冲突值 贡献率 冲突值 贡献率 冲突值 贡献率

1995

0.624

20.4

0.127

4.2

1.000

32.7

0.106

3.5

0.551

18.0

0.276

9.0

0.373

12.2

2000

0.773

23.4

0.222

6.7

0.979

29.7

0.112

3.4

0.520

15.7

0.405

12.3

0.291

8.8

2005

0.502

17.7

0.195

6.9

0.819

28.9

0.052

1.8

0.529

18.7

0.443

15.6

0.294

10.4

2010

0.534

19.4

0.170

6.2

0.782

28.5

0.049

1.8

0.538

19.6

0.381

13.9

0.291

10.6

2015

0.463

17.5

0.073

2.8

0.724

27.3

0.061

2.3

0.655

24.7

0.435

16.4

0.239

9.0

图 3 1995—2015 年红寺堡移民安置区不同用地类型的空间冲突等级变化

Fig.3 The Spatial Conflict Level Changes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Hongsibao Resettlement Area During 1995 to 2015
度为 13.3%，其中 1995—2000 年、2000—2005 年、2005—

上，本文选取能反映景观格局变化情况的 12 个指数，利用

2010 年 和 2010—2015 年 的 变 化 量 分 别 占 总 变 化 量 的

Arc GIS 软件对研究区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与各指数进行分

7.98%、14.12%、3.17%和 3.47%，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呈

级匹配，再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别计算各指标对区域

降低趋势。从表 2 可以看出，研究区 7 种土地利用类型中，

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的决定力 q 值，对影响红寺堡安置区空

草地的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贡献率最大，水域最小；草地

间冲突的生态风险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 （表 3）。1995—

的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在研究期间逐渐减小，耕地、林地

2015 年间移民安置区的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主要受景观脆

和未利用地的趋势呈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建设用地和沙

弱度指数、聚合度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指数、

地呈增长趋势，不同景观类型的平均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

斑块凝聚度指数和斑块密度指数的影响。其中，面积加权

分别为草地>耕地>建设用地>沙地>未利用地>林地 （水

平均斑块分维数指数反映景观要素镶嵌的复杂性和景观格

域）。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水平主要受到土地类型的综合生

局总体特征，用以表示其对空间单元的干扰效应，其值越

态效益影响，其与空间单元受到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成正

低，则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越大。景观脆弱度指数是衡量

比，与空间单元的生态服务价值及其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土地利用单元对外界干扰、压力的抵抗力的重要指标。景

成反比。依据红寺堡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成果，7 种土

观聚合度指数与相似景观节点的聚集程度密切相关，即景

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效益由高到低分别为：草地>耕地>林地

观聚合度指数增大，则区域空间的脆弱性减小，空间冲突

（水域） >未利用地>沙地>建设用地。研究区空间单元的生

的生态风险对不同景观要素的生态效益存在差异，景观脆

态服务价值越高，抵抗人类活动干扰的能力越强，其空间

弱度指数可表征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对研究区生态空间的

冲突的生态风险程度越低，即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水平受

扰动程度。斑块密度可衡量土地利用的稳定性和表示人为

土地利用类型抵抗干扰能力的影响较强。红寺堡区草地与

对景观单元的干扰强度，斑块聚集度与斑块密度均表示斑

耕地面积之和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86%以上，说明研究区草

块水平异质性，即斑块聚集度越大，斑块密度越小，研究

地与耕地的破碎化分割对红寺堡安置区空间冲突潜在影响

区空间单元破碎度增加，抵抗外界干扰能力降弱，则空间

最大，而建设用地的整合与扩张对红寺堡安置区空间冲突

冲突表现增强，其生态风险也越大。这说明外界的干扰程

生态风险水平影响增强。

度增强、景观生态效益水平降低、土地斑块的复杂和破碎

3.4 空间冲突生态风险的主导因素

会导致空间冲突加剧。随着研究区移民不断迁入，耕地被

空间景观格局的变化影响区域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水

大量开垦、建设用地扩张使红寺堡区景观土地斑块复杂度

平的分异，在研究红寺堡区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水平基础

和破碎度增大，与此同时，“三北”防护林、城北生态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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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空间冲突影响因素探测值

Tab.3 Determin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Conflict Index Factors
序号

影响因素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x1

斑块数

0.7380

0.8464

0.8161

0.7308

0.7893

x2

斑块密度

0.8033

0.8464

0.8161

0.8748

0.8238

x3

景观破碎度

0.6404

0.2608

0.3969

0.3950

0.8283

x4

景观干扰度

0.5048

0.3604

0.3969

0.3950

0.8227

x5

景观脆弱度指数

0.8759

0.8649

0.8852

0.8639

0.8562

x6

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

0.8896

0.8905

0.8484

0.8534

0.8368

x7

面积周长分维度指数

0.1712

0.2031

0.1623

0.2401

0.4057

x8

边缘密度

0.6567

0.7905

0.4830

0.5335

0.3083

x9

面积加权平均斑块面积

0.6157

0.5180

0.5288

0.6166

0.3083

x10

聚合度

0.8639

0.8041

0.8159

0.8270

0.8609

x11

分离度

0.2200

0.0046

0.3969

0.3950

0.3861

x12

斑块凝聚度

0.8449

0.8800

0.8475

0.8596

0.8283

工程和退耕还林等措施的实施，积极改善了安置区的生态

他资源的开发。加强安置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加强未

环境，增加了区域空间的生态效益，其对红寺堡生态移民

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区域和已经遭到破坏的区域的生态

安置区空间开发和生态环境矛盾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管理和人工生态修复，以增强研究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因区制定不同的冲突管理策略，针对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

4 讨论与结论

区，管理的重点是合理规划城镇建设发展和产业结构调
整；针对稳定可控和基本可控区，管理重点应是营造防护

红寺堡安置区的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是其可持续发展

林生态体系和基本农田建设。

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 ENEI 和 Arc GIS 技术，基于景观生

生态扶贫移民安置区是一个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强介

态学原理，通过构建综合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模型，对移

入的双重影响的复杂区域，本文所构建的空间冲突的生态

民安置区 1995—2015 年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水平变化进行

风险模型、采用的格网技术及等级划分的确定等待进一步

描述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完善；此外，受评价单元内部异质性、遥感影像分辨率和

（1） 在研究期间，研究区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以稳定

土地景观类型划分不够细致等因素影响，本文今后应加强

可控和基本可控为主，主要以罗山为中心向周围区域呈扩

相关方面研究，提高数据精度，构建更为适合的评价模

散状增加。2005—2010 年，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面积比例

型，为移民安置区过程中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

增加，稳定可控和基本失控面积比例降低。1995—2005 年

更为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支持。

和 2010—2015 年，稳定可控和严重失控比例增长，其他等
级空间冲突比例均降低，表明红寺堡区空间冲突整体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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