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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1985、2000、2017年 猿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模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方法，对
松嫩平原东部 30年间土地利用转型时空变化特征及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1985~2015年，松嫩平原东部地区土地利
用以耕地和林地为主，分布界线清晰. 土地利用强度持续增加，前期增加较快，后期趋缓. 土地利用转型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用地
持续增加，生态用地持续减少，建设用地小幅增加，前期变化剧烈，后期趋缓. 土地利用转型方向较为稳定. 重心转移轨迹变化较
大，其中变化最大的是 1985~2000年，水域的转移轨迹向西北方向偏移 76.34 km. 松嫩平原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 1985年的
0.395持续下降至 2017年的 0.361，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2017年空间分布以中质量区和中低质量区为主，农业生产用地与草
地、未利用地之间的相互转变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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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引言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蕴哉悦悦）是全球气候变
化、环境变化研究内容的重点. 地球系统科学的原理
告诉我们，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土地资

源数量与质量的变化是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特征，生

态环境信息也反映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 只
有掌握土地资源数量、质量和可持续利用的综合信息，

才能为区域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 一些学者构
建“生产原生态原生活”主导功能的“三生用地”土地利
用分类体系，将土地利用转型与区域功能协调发展相

结合，研究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2-5］.
基于遥感技术（砸杂）并利用图像处理系统完成并

提取土地资源数量、质量信息，目前已经比较成熟［6-9］.
尤其是综合应用 砸杂、郧陨杂、郧孕杂技术，以及多元统计技
术，光谱分析技术等. 目前，基于土地资源监测指标的
信息挖掘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10-12］，基于光谱特

征的土地资源监测指标定量反演模型应用与推广研究

目前也在积极开展［13-16］. 遥感土地生态系统信息综合
调查具有调查范围广、获取信息丰富、提取信息快速等

特点，因此，应用遥感等综合技术进行土地利用转型调

查，有利于快速解析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

进地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松嫩平原地区土质肥沃，黑土、黑钙土占 远园豫以

上，盛产大豆、小麦、玉米、甜菜、亚麻、马铃薯等，是全

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是黑龙江省中北部重要经济带.
本研究基于 员怨愿缘、圆园园园、圆园员苑 年 猿 期土地利用遥感
监测数据，构建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对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 年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及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定量

分析，以期为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实现

地区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决策支持.

员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处于小兴安岭及东部山地西侧山前冲积洪

积台地区，海拔 员愿园耀猿园园 皂，北起嫩江，经德都、北安、
克山、拜泉、明水、望奎、绥化，南至哈尔滨、双城等县

市，南北长约 源缘园 噪皂，东西宽约 猿源园 噪皂，面积约 员园伊
员园源 噪皂圆. 从遥感影像图上看，该地区地面波状起伏，形
态复杂，现代侵蚀严重，多冲沟，水土流失较明显. 同
时，影像中的色调差异反映出东南部植被覆盖较好，中

部、南部植被覆盖程度较低，耕地与草场较为发育. 西
北、东南方向河流湖泊发育，主要发育有诺敏河、甘河、

逊河、纳谟尔河、乌裕尔河等河流（图 员）.

图 员 松嫩平原地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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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遥感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晕粤杂粤）陆地卫星数据，包括 员怨愿缘 年 蕴葬灶凿泽葬贼原缘（栽酝）
影像，圆园园园年 蕴葬灶凿泽葬贼原苑（耘栽酝）影像以及 圆园员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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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燥灶贼蚤灶怎燥怎泽 凿藻贼藻则蚤燥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藻糟燥鄄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择怎葬造蚤贼赠援 陨灶 圆园员苑，贼澡藻 泽责葬贼蚤葬造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蚤泽 凿燥皂蚤灶葬贼藻凿 遭赠 皂藻凿蚤怎皂 葬灶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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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葬灶凿泽葬贼原愿（韵蕴陨）影像，成像时间为当年 远耀怨月，云量控
制在 缘豫以下，影像经过辐射定标以及基于 云蕴粤粤杂匀
的大气校正等预处理 . 数字高程数据为 晕粤杂粤 的
粤杂栽耘砸郧原阅耘酝，栅格大小为 圆愿援缘 皂 伊 圆愿援缘 皂. 研究中
用到的 猿期土地利用数据是基于遥感影像进行人机交
互解译获得. 员怨愿缘、圆园园园、圆园员苑年解译结果经野外调
查和历史高空间分辨率影像检验，通过随机抽样方法，

分别在各期土地利用分类图上随机抽取 圆园园样点，经
与上述参考数据进行比较，总体精度均高于 怨缘豫，能
较好地满足研究需求.

本文根据 蕴哉悦悦分类体系（参考中国科学院分类
标准），将研究区土地类型分为 远个一级地类：耕地、草
地、林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运用方法包括
数理统计、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重心模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

数. 其中，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用来定量分析研究区
各地类的变化频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用来分析研究

区土地利用类型转出和转入的动态转化过程；综合土

地利用动态度用来反映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剧烈程

度；重心模型用来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空间格局

转化方向；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主要用来表征研究

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猿 时空分析

猿援员 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研究区各地类面积空间分布统计结果（图

圆），松嫩平原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林地用
地面积最大. 农业生产用地主要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中
西部，林业用地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山地、丘陵区.
水域资源分布不均衡，地表水大多集中在研究区南部.
未利用地主要以大型冲沟形式东西向分布，且占土地

总面积比例逐年减小，圆园员苑 年占比仅 源援猿怨豫（表 员），
表明研究区土地开发程度处于较高水平，未来开发利

用的后备土地资源较为贫乏.
猿援圆 数量变化分析

猿援圆援员 土地利用结果变化

员怨愿缘、圆园园园、圆园员苑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有很大
变化.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期间，研究区内耕地、建设用地的
面积逐渐增加. 尤其是耕地的面积增加较为显著，由
员怨愿缘 年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缘缘援源圆豫增加至 圆园员苑 年的
远缘援愿缘豫. 未利用地、草地、林地的面积逐渐减少，其中
未利用地由 员怨愿缘年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员园援猿远豫减少至
圆园员苑年的 源援猿怨豫，总计减少 缘 怨怨怨援远圆 噪皂圆. 草地由 员怨愿缘
年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愿援源圆豫减少至 圆园员苑年的 缘援源怨豫，
总计减少 圆 怨源源援愿远 噪皂圆. 林地由 员怨愿缘 年占研究区总
面积的 员怨援远怨豫减少至 圆园员苑 年的 员苑援愿源豫，总计减少
员 愿缘缘援员猿 噪皂圆（表 员）.
猿援圆援圆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主要用于定量描述土地利用的变化

速度，采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研究区的每种土

地利用类型在某时间段前后的数量变化情况，量化该

时间段内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便于了解土地利用状

图 圆 研究区 猿期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图
云蚤早援 圆 蕴葬灶凿鄄怎泽藻 贼赠责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皂葬责 燥枣 贼澡藻 泽贼怎凿赠 葬则藻葬 蚤灶 猿 责藻则蚤燥凿泽

员—建设用地（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造葬灶凿）；圆—未利用地（怎灶怎泽藻凿 造葬灶凿）；猿—林地（枣燥则藻泽贼 造葬灶凿）；源—水域（憎葬贼藻则 葬则藻葬）；缘—耕地（糟怎造贼蚤增葬贼藻凿 造葬灶凿）；远—草地（早则葬泽泽 造葬灶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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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松嫩平原研究区 猿期土地利用情况统计及结构变化表

态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17］. 计算公式如下：
L= Ub-Ua

Ua
伊 1

T 伊100% （员）
式中 蕴 为研究时段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哉葬
表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起始的面积总量；哉遭表示某种
土地利用类型末期的面积总量；栽为时间段.

从单一地类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结果（表 圆）来
看，员怨愿缘耀圆园园园年期间，变化速度最快的是水域，平均
每年减少 猿援缘怨豫；变化速度最慢的是建设用地，平均每
年增加 园援源豫. 圆园园园耀圆园员苑年期间，变化速度最快的是
水域，平均每年增加 猿援缘员豫；变化速度最慢的是林地，
平均每年减少 园援园源豫.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期间，变化速度最
快的是未利用地，平均每年减少 员援愿园豫；变化速度最慢
的是林地，平均每年减少 园援圆怨豫.

表 圆 松嫩平原研究区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猿援圆援猿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程度是在某个时间内由自然因素和人为

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

度. 研究采用土地利用程度的综合分析方法，按照土
地对社会的影响情况将其分为 源个级别，并赋予相应
的分级指数（表 猿）. 通过这种方法，得出土地利用程度
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15］.

表 猿 土地利用强度分级赋值

员）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是一个呈连续性分布

的综合指数，其大小反映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程度.
计算公式如下：

Li=100伊
n

i=1
移A iCi L沂［员园园，源园园］ （圆）

式中：L i表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A i表示第 蚤级
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Ci表示第 蚤级的土地利用
类型面积百分比；灶为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数. 通过该
公式可以得到，土地利用综合量化指标是在 员园园耀源园园
区间内连续变化，综合指标的大小反映土地利用程度

的高低.
圆）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
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各个土地利用类

型在研究时间段内变化所造成的. 研究区的土地利用
综合情况及其变化趋势通常用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量

土地类型
面积/km2

1985年
耕地 55 720.92
林地 19 793.95
草地 8 466.82
水域 2 304.30

建设用地 3 846.37

2000年
63 168.45
18 059.78
7 479.59
1 064.17
4 074.84

2017年
66 211

17 938.82
5 521.96
1 700.02
4 760.22

未利用地 10 414.90 6 700.49 4 415.28

占研究区比例

1985年
55.42%
19.69%
8.42%
2.29%
3.83%
10.36%

变化面积/km2

2000年 2017年 1985~2000年 2000~2017年 1985~2017年
62.82% 65.85% 7 447.53 3 042.55 10 490.08
17.96% 17.84% -1 734.17 -120.97 -1 855.13
7.44% 5.49% -987.23 -1 957.63 -2 944.86
1.06% 1.69% -1 240.13 635.85 -604.28
4.05% 4.73% 228.48 685.38 913.85
6.66% 4.39% -3 714.41 -2 285.22 -5 999.62

土地利用类型 1985~2017年
草地 -1.09%
耕地 0.59%

1985~2000年
-0.78%
0.89%

2000~2017年
-1.54%
0.28%

未利用地 -2.38% -2.01% -1.80%
水域 -0.82%-3.59% 3.51%

建设用地 0.74%0.40% 0.99%
林地 -0.58% -0.04% -0.29%

分级
未利用
地级

城镇聚落用
地级

分级指数 1 4

林地/草地/
水用地级

2

农业用
地级

3
土地利用类型

未利用地/
特殊用地

林地/草地/水域 耕地 建设/交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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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18］，计算公式如下：

驻蕴遭原葬=Lb-La=100伊（
n

i=1
移A iCib-

n

i=1
移A iCia） （猿）

式中 蕴遭和 蕴葬分别为 遭时间和 葬时间的区域土地利用
程度综合指数；粤 蚤 为第 蚤 级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
数；悦蚤遭和 悦蚤葬分别为某区域 遭时间和 葬时间第 蚤级土地
类型利用程度面积百分比. 如 驻蕴遭原葬跃园，则该区域土地
利用处于发展时期；驻蕴遭原葬约园 则表示该区域的土地利
用处于衰退期.
从研究区 员怨愿缘、圆园园园、圆园员苑年的土地利用综合指

数（表 源）来看，发现松嫩平原研究区内的土地利用程
度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并在持续增高. 从 员怨愿缘耀圆园园园
年、圆园园园耀圆园员苑年这两个时期内的土地利用程度变化
量可以看出，这两个时期内，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处于都

发展期，且后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前一阶段.
表 源 松嫩平原研究区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及土地利用

程度变化量

猿援猿 土地类型转移分析

通过对研究区 猿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 缘）进行
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员怨愿缘耀圆园园园年期间，各地类之间相互转化情况非常
明显，其中按照变化率排列如下：水域（远愿援员园豫）跃未利
用地（缘猿援园猿豫）跃草地（缘员援园猿豫）跃建设用地（猿猿援愿缘豫）跃林
地（员圆援愿缘豫）跃耕地（圆援员怨豫）. 按照变化面积排行前五的
如下：由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转变面积约 猿 猿圆猿援缘苑 噪皂圆；
由草地转变为耕地，转变面积约 圆 怨源猿援园远 噪皂圆；由未利
用地转变为草地，转变面积约 员 愿远园援远猿 噪皂圆；由林地转
变为耕地，转变面积约 员 缘员员援怨怨 噪皂圆；由林地转变为草
地，转变面积约 愿愿远援缘远 噪皂圆. 值得注意的是水域的大
量减少，研究期间水域共减少 员 缘缘苑援怨苑 噪皂圆，约有
远苑源援园猿 噪皂圆转化为耕地，苑源愿援圆愿 噪皂圆转化为未利用地.

圆园园园耀圆园员苑年期间，各地类之间相互转化情况非

常明显，其中按照变化率排列如下：草地（缘猿援怨远豫）跃未
利用地（缘圆援缘怨豫）跃水域（员缘援愿圆豫）跃林地（缘援远园豫）跃耕地
（源援员圆豫）跃建设用地（猿援员怨豫）. 按照变化面积排行前五的
如下：由草地转变为耕地，转变面积约 圆 远圆缘援远猿 噪皂圆；
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转变面积约 圆 园员园援苑愿 噪皂圆；由耕
地转变为草地，转变面积约 怨缘圆援愿圆 噪皂圆；由草地转变为
未利用地，转变面积约 苑愿源援猿 噪皂圆；由林地转变为耕地，
转变面积约 苑远远援苑缘 噪皂圆.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期间，各地类之间相互转化情况非常
明显，其中按照变化率排列如下：草地（远怨援怨远豫）跃未利
用地（远愿援园园豫）跃水域（缘猿援愿猿豫）跃林地（员缘援园员豫）跃建设用
地（远援园愿豫）跃耕地（猿援员源豫）. 按照变化面积排行前五的
如下：由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转变面积约 源 猿苑圆援园远 噪皂圆；
由草地转变为耕地，转变面积约 源 猿缘愿援苑怨 噪皂圆；由林地
转变耕地，转变面积约 圆 猿源猿援源圆 噪皂圆；由未利用地转变
为草地，转变面积约 圆 园缘源援苑苑 噪皂圆；由草地转变为未利
用地，转变面积约 远远源援苑圆 噪皂圆.
猿援源 空间格局变化

土地利用功能空间转型分析主要利用重心模型来

实现. 重心模型通过对一定时期内不同功能类型重心
的转移方向、路径和距离的具体分析，直观反映土地利

用功能空间转型的时空变化特征，数学表达式为［19］：

X=
n

i=1
移X i Si /

n

i=1
移Si （源）

Y=
n

i=1
移Y i Si /

n

i=1
移Si （缘）

式中：X 和 Y 是某地类的重心坐标，载 蚤和 再 蚤为第 蚤个
空间单元的地理中心坐标，灶为空间单元的个数，杂蚤为
第 蚤个空间单元的某地类面积.

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统计图（图 猿）看出，各土地
利用类型分布重心位于研究区中偏西部，分布较不均

衡，尤其是林地与水域用地. 林地分布重心位于研究
区东北部，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林地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偏
移 愿援园源 噪皂. 草地分布重心位于研究区中偏北部，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草地分布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移 源源援愿圆 噪皂.
未利用地分布重心位于研究区中偏西部，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
年未利用地分布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 员苑援员源 噪皂. 耕地
分布重心位于研究区中偏西部，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耕地分
布重心向东北方向偏移 愿援苑园 噪皂. 建设用地分布重心
位于研究区中偏西部，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建设用地分布重

时间 2017年
土地利用综合指数 270.93

时段 1985~2017年

1985年
252.71

1985~2000年

2000年
264.27

2000~2017年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 11.56 6.66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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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单位：噪皂圆援

2000年
1985年 草地

草地 4116.19
耕地 421.06

建设用地 18.39
林地 886.56
水域 122.31

林地 193.42

未利用地 1860.63

建设用地 7.00

耕地

2943.06
54102.81

151.44
1511.99
674.03

766.75

3323.57

109.35

建设用地

23.35
351.94

3629.74
10.93
10.33
18.76

3915.93
26.39

总面积 5481.53 65727.56 4725.45

林地

574.25
155.27

4.66
17124.58

3.01

16924.76

66.48

2.98

17808.15

水域 未利用地 总面积 变化率

54.18 694.11 8405.15 51.03%
39.47 243.30 55313.85 2.19%
0.53 13.45 3818.22 4.94%

19.39 96.76 19650.21 12.85%
729.76 748.28 2287.73 68.10%
213.14 4855.61 10338.19 53.03%

5.90 3.88 4045.05 3.19%
7.35 9.58 17928.26 5.60%

1687.75 4382.90 99813.34 0%

水域 27.11 90.00 1.15 4.19 889.33 44.69 1056.47 15.82%
未利用地 882.36 2010.78 102.79 68.62 433.62 3153.34 6651.52 52.59%
总面积 5481.53 65727.56 4725.45 17808.15 1687.75 4382.90 99813.34 0%

2017年
1985年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总面积 变化率

草地 2525.28 4358.79 100.40 661.20 94.77 664.72 8405.15 69.96%
耕地 311.92 53577.26 851.35 294.52 142.78 136.03 55313.85 3.14%

建设用地 11.47 201.84 3586.22 6.30 5.65 6.74 3818.22 6.08%
林地 474.16 2343.42 39.81 16700.57 28.14 64.11 19650.21 15.01%
水域 103.94 874.20 39.13 10.65 1056.28 203.54 2287.73 53.83%

未利用地 2054.77 4372.06 108.55 134.91 360.14 3307.77 10338.19 68.00%

总面积 7425.15 62706.90 4045.05 17928.26 1056.47 6651.52 99813.34 0%
2017年

2000年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总面积 变化率

草地 3418.81 2625.63 71.34 414.58 110.49 784.30 7425.15 53.96%
耕地 952.82 60125.05 607.85 393.01 241.05 387.12 62706.90 4.12%

表 缘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松嫩平原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心向东南方向偏移 员圆援园怨 噪皂. 水域分布重心位于研究
区中偏南部，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水域分布重心向西北方向
偏移 苑远援猿源 噪皂.
猿援缘 生态环境响应分析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耘灾）是通过计算各区域
（单元）内生产用地、生态用地和生活用地不同的生态

质量水平和面积比例，定量描述各区域（单元）整体的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耘灾的计算基础是不同时期研究
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数据，并不是对区域生态

系统质量指标的直接观测［20］. 以行政区为生态单位对
耘灾进行空间化处理，通过计算每个生态单元的 耘灾，
以此作为样点中心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数学表

达式为：

EVi=
n

i=1
移A ij伊R j /TA i （远）

式中：耘灾蚤为东北地区第 蚤个生态单元的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蚤越员，圆，…，灶）；粤 蚤躁为第 蚤个生态单元内第
躁 种地类的面积；砸 躁为第 躁 种地类的生态环境质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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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猿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重心动态变化
云蚤早援 猿 阅赠灶葬皂蚤糟 糟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造葬灶凿鄄怎泽藻 贼赠责藻 遭葬则赠糟藻灶贼藻则 蚤灶 贼澡藻

泽贼怎凿赠 葬则藻葬 凿怎则蚤灶早 员怨愿缘原圆园员苑
员—员怨愿缘 年土地利用地理重心（造葬灶凿 怎泽藻 早藻燥早则葬责澡蚤糟葬造 遭葬则赠糟藻灶贼藻则 蚤灶
员怨愿缘）；圆—圆园园园年土地利用地理重心（造葬灶凿 怎泽藻 早藻燥早则葬责澡蚤糟葬造 遭葬则赠糟藻灶贼藻则
蚤灶 圆园园园）；猿—圆园员苑 年土地利用地理重心 （造葬灶凿 怎泽藻 早藻燥早则葬责澡蚤糟葬造
遭葬则赠糟藻灶贼藻则 蚤灶 圆园员苑）；源—土地利用类型分布方向（标准差椭圆）（造葬灶凿鄄怎泽藻

贼赠责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凿蚤则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 凿藻增蚤葬贼蚤燥灶葬造 藻造造蚤责泽藻）
数；灶为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数量；栽粤 蚤为第 蚤个生态
单元的土地总面积.

利用 粤则糟郧陨杂 计算了研究区各地区 员怨愿缘、圆园园园、
圆园员苑年 猿期 耘灾统计结果. 根据自然断点法将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划分为低质量区（耘灾约园援圆苑）、中低质量区
（园援圆苑臆耘灾约园援猿员）、中质量区（园援猿员臆耘灾约园援猿远）、中高质
量区（园援猿远臆耘灾约园援缘员）和高质量区（园援缘员臆耘灾约园援苑缘），
共 缘级（图 源）.
猿援缘援员 生态环境质量结构变化

研究区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近 猿园年期间整体生态环境
质量偏中上等，生态环境中高质量区在研究期内平均

占比 远远援苑豫. 低质量区是区域变化最为剧烈的类型，其
区域持续增加，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园 增长至
员愿豫；中低质量区属于前期增加后期减少，目前维持在
圆员豫，整体上没有变化；中质量区属于前期缓慢减少后
期保持稳定的趋势，整体上变化不大；中高质量区前期

剧烈减少后期平缓增加，整体上处于减少趋势；高质量

区属于前期没变化后期减少的趋势，整体处于减少趋

势（表 6）.
表 6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占比变化

（按行政区）

鄄

猿援缘援圆 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差异

研究区土地利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基本上表现出

东高原西低原中差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差异明显，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 年期间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图 源）.
圆园员苑年，生态环境质量的低质量区和中低质量区主要
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地带，包括拜泉县、望奎县、北林区、

道里区、双城区（低质量区），克山县、依安县、青冈县、

兰西县、呼兰县、道外区（中低质量区），地貌主要为冰

水洪积高平原和冲湖积沼泽低平原，地类主要为农业

生产用地. 中质量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地带，包
括讷河市、富裕县、林甸县、克东县、明水县、海伦市、肇

州县、肇东市、巴彦县，地貌主要为冰水洪积高平原和

冲洪积台地，地类主要为农业生产用地及少量未利用

地. 高质量区和中高质量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地
带，包括绥棱县、庆安县、铁力市（高质量区），五大连池

市、北安市、安达市、宾县（中高质量区），地貌主要为构

造剥蚀低中山地和丘陵，地类主要为林业用地和未利

用地.

源 结论和认识

本研究基于 3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从土地
利用格局调查及生态功能响应的角度出发，采用土地

利用转移分析模型和生态环境效应分析模型，对松嫩

平原东部地区 员怨愿缘耀圆园员苑 年土地转型特征及生态环
境效应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松嫩平原东部地区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

市化进程和农业开发进程基本保持一致. 员怨愿缘耀圆园园园

等级 高质量区 低质量区

1985年 18% 0%
中高质量区

21%

2017年 11% 14% 18%
2000年 18% 11%7%

中质量区

39%

36%
36%

中低质量区

21%
2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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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 研究区 圆园员苑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级及 猿期对比图
云蚤早援 源 郧则葬凿蚤灶早 燥枣 则藻早蚤燥灶葬造 藻糟燥鄄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 择怎葬造蚤贼赠 蚤灶凿藻曾藻泽 燥枣 贼澡藻

泽贼怎凿赠 葬则藻葬 蚤灶 圆园员苑 憎蚤贼澡 耘灾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猿 责藻则蚤燥凿泽
员—低质量区（造燥憎 择怎葬造蚤贼赠 葬则藻葬）；圆—中低质量区（造燥憎鄄皂藻凿蚤怎皂 择怎葬造蚤贼赠
葬则藻葬）；猿—中质量区（皂藻凿蚤怎皂 择怎葬造蚤贼赠 葬则藻葬）；源—中高质量区（皂藻凿蚤怎皂鄄
澡蚤早澡 择怎葬造蚤贼赠 葬则藻葬）；缘—高质量区（澡蚤早澡 择怎葬造蚤贼赠 葬则藻葬）；远—员怨愿缘、圆园园园、
圆园员苑 年 耘灾 水平对比（耘灾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员怨愿缘，圆园园园 葬灶凿 圆园员苑）
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水稻技术的突破，农

户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垦荒用地激增，大量生态及

闲置用地转变为农业生产用地，其中未利用地、草地、

水域面积大幅减少，转变率很高，同时城市扩张导致建

设用地大幅增加，土地利用强度增大，生态环境质量变

差，尤其是生态环境中低质量区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
的是，水域利用格局在 员怨愿缘耀圆园园园年间的变化很大，
可能与研究区中西部井灌水稻大面积增加有关系，水

稻灌溉减少了对南部松花江的依赖. 圆园园园耀圆园员苑年，研
究区农业开发进程放缓，随着相关生态保护政策的推

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方向，生

态及闲置用地转变为农业生产用地放缓，土地利用强度

增速减缓，水域面积出现反弹，低质量区数量增速减缓，

中低质量区数量出现反弹，中高质量区数量反弹增加.
本研究详细开展了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分析和生态

环境效应特征的划分，但由于缺乏针对这些土地利用

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分析，还不清楚它们如此变化的原

因；缺乏对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体系，不清楚土地利用

动态变化存在的综合价值.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社会经
济驱动因子、自然条件驱动因子调查，分析土地利用变

化与各驱动因子的关系，探索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驱

动机制；开展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体系的建设，包括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土地利用生态

效益，进一步定量化分析，形成评价标准，使研究成果

对区域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发展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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