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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量化评价管理绩效能为湿地公园管理措施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 选取山东省 ６８ 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从自然
环境、社会经济角度出发，选择植被覆盖率、废水排放量等 ８ 个指标构建指标体系。 结合相关数据，基于熵理论定量评价国家级
湿地公园的管理绩效。 结果表明，（１） 山东省整体总熵流为负（ －０．３０１８） ，其中 ４１ 个湿地公园为负熵流，系统趋于稳定，管理绩
效提升；（２） 正熵流主要来自废水排放量（０．０８５４±０．０４３４） ，负熵流则主要来自环保投入（ －０．０８０２±０．０３９２） ；（３） 国民生产总值和

熵流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均和熵流呈现正相关关系。 综合经济发展和熵流评价结果，
２ 个市的湿地公园面临高管理风险，其中菏泽市需要引起注意；山东省近海和海岸湿地的管理绩效较低，且面临高管理风险，应
当优先制定、开展保护治理规划。

关键词：管理绩效评价；熵；山东省；国家湿地公园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ｇｕｏ １ ， ＹＡＮＧ Ｌｉ ２，∗ ，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 ３ ， ＷＥＩ Ｂｏｙａｎｇ １

１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２７５， Ｃｈｉｎａ

３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 ｂｙ 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６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 １）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ｌｏｗ ｏｆ ６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 ０．３０１８ ａｎｄ ４１ ｏｕｔ ｏｆ ６８ ｗｅ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ｌｏｗ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ｙ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ｈｉ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３）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ｌｏｗ ｗｅ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ＤＰ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ｗｏ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ｗｅ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Ｈｅｚ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２０１９Ｍ６５３１５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３２０００３５２）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１９ｌｇｐｙ１８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６；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１⁃ ０７⁃ ０５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ｌｉ５３＠ 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１ 期

赵志国

等：基于熵理论的山东省国家湿地公园管理绩效评价

８４５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湿地公园是湿地保护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保护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又是开展科普
教育、生态旅游的重要平台 ［１⁃ ２］ ，因此湿地公园对管理具有较高要求。 科学有效的管理需要定期开展管理绩
效评价，进而适时修订管理策略，在确保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价值。

早期研究倾向于将湿地公园认为是保护地，进而设计相关指标，并依托长期监测数据，运用专家评分、层
次分析法等方法对湿地公园开展具体管理评价 ［３⁃ ５］ 。 湿地公园的具体管理评价是推动该湿地公园有效管理
的重要手段，而区域尺度的管理评价则为区域合作、区域环境治理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基础信息。 随着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也以区域为单位进行规划，区域尺度的评价越发重要。 但是，区
域尺度的评价仍受制于数据缺乏，因为不同湿地公园的试点时间、湿地类型、监测系统等存在差异，导致搜集
的数据内容、时间尺度等存在差异，难以统一 ［６⁃ ８］ 。 随着 ３Ｓ 技术推广，已有学者利用卫星影像等数据，将景观
尺度变化纳入指标体系，量化人类活动对湿地景观的影响 ［９］ ，或者揭示湿地植被覆盖变化 ［１０］ ，为宏观尺度上
湿地保护和管理提供支持。 近年来，相关学者逐渐重视在湿地公园相关评价中纳入管理因子，比如旅游业、牧
业 ［８］ 、湿地管理能力 ［１１］ 、各管理部门投入 ［１２］ 等因子。 因为湿地公园同时具有保护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科普宣
教功能和经济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将湿地公园视为保护地 ［１２］ ，应当综合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构建
涉及保护和利用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对湿地公园的管理绩效开展评价。

熵理论主要用于研究系统组成问题， 是量化系统无序程度的有效工具， 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产业评
价

［１３］

、经济系统韧性研究 ［１４］ 、水资源承载力评估 ［１５］ 、富营养化评价 ［１６］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 ［１７⁃１８］ 、管理绩效评

价 ［１９］ 等方面。 本文将湿地生态系统看作具有层次结构的开放性复合体，以具体的湿地公园视为子系统；来自
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有利因子和不利因子对系统的影响可以认为是负熵流和正熵流的输入，以总熵流的正
负来度量系统变化 ［１７， １９⁃２０］ 。 如果总熵流为正，则系统趋于无序，管理绩效低；反之，则系统趋于有序，管理绩
效较高。

山东省位于华北生境脆弱区，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区域，也是黄河流域及海岸带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的重要区域。 截止 ２０１７ 年年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批准山东省国家级湿地公园 ６８ 处，数量仅次于湖北
省（７０ 处） 。 不仅如此，山东省既是经济大省（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全国第三，山东省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ｔｊｊ．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ｇｏｖ．ｃｎ ／ ） ，也是人口大省（２０１９ 年年末常住人口全国第二，山东省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ｔｊｊ．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ｇｏｖ．ｃｎ ／ ） ，湿
地公园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突出。 因此，本文选择山东省国家级湿地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将山东省所有国家湿
地公园作为子系统，提取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绩效评价关键因子，结合长时间尺度的空间生态数据和社会经济
指标，开展该区域的湿地公园管理绩效评价，为未来区域性湿地公园管理结构优化和政策引导提供理论支持。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
山东省地处中国黄河流域下游区域，为温带季风气候；气温 １２．９—１６．０℃ ，年降雨 ５９６—１１１２ ｍｍ（ 山东省

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 ／ ／ ｔｊｊ．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ｇｏｖ．ｃｎ ／ ） 。 本次研究包括山东省全部国家级湿地公园（ 图 １） ，
共计 ６８ 处，涉及山东省全部 １７ 个市。 所有湿地公园中 ６１ 个湿地公园范围信息完整，剩余 ７ 个仅有中心点。
按湿地类型分河流湿地 ３２ 处、湖泊湿地 ６ 处、人工湿地 ２１ 处、沼泽湿地 ２ 处、近海与海岸湿地 ７ 处。

１．２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考虑指标代表性、数据可获得性 ［４， １４， １７⁃ １９， ２１］ ，本文选择八个因子构建指标体系，开展山东省国家级湿

地公园生态管理绩效评价（ 表 １） 。 首先，本文认为湿地是一个开放系统，受到自然因素、宏观管理投入的影

响。 有利因子中，年降雨量会直接影响河流湿地、库塘湿地的水量，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的碳收支等一系列生态
功能 ［２２］ ；植被覆盖率主要通过 ＮＤＶＩ 值反映，代表区域系统生产力水平，而生态系统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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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国家级湿地位置示意图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 垦利天宁湖国家湿地公园； ２ 兰陵会宝湖国家湿地公园； ３ 平邑浚河国家湿地公园； ４ 武河国家湿地公园； ５ 汤河国家湿地公园； ６ 沂南汶
河国家湿地公园； ７ 沂水国家湿地公园； ８ 沂沭河国家湿地公园； ９ 莒南鸡龙河国家湿地公园； １０ 威海五垒岛湾国家湿地公园； １１ 乐陵跃
马河国家湿地公园； １２ 夏津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 １３ 德州减河国家湿地公园； １４ 禹城徒骇河国家湿地公园； １５ 齐河黄河水乡国家湿地公
园； １６ 日照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 １７ 日照傅疃河口国家湿地公园； １８ 日照西湖国家湿地公园； １９ 月亮湾国家湿地公园； ２０ 东平滨湖国
家湿地公园； ２１ 泰安汶河国家湿地公园； ２２ 肥城康王河国家湿地公园； ２３ 济南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 ２４ 济西国家湿地公园； ２５ 黄河玫瑰
湖国家湿地公园； ２６ 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２７ 曲阜孔子湖国家湿地公园； ２８ 梁山泊国家湿地公园； ２９ 泗水泗河源国家湿地公园；３０ 金乡
金水湖国家湿地公园； ３１ 博山五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３２ 博兴麻大湖国家湿地公园； ３３ 滨州秦皇河国家湿地公园； ３４ 黄河岛国家湿地公
园； ３５ 安丘拥翠湖国家湿地公园； ３６ 峡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３７ 昌邑滨海国家湿地公园； ３８ 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 ３９ 潍坊禹王国家湿
地公园； ４０ 青州弥河国家湿地公园； ４１ 高密胶河国家湿地公园； ４２ 王屋湖国家湿地公园； ４３ 莱州湾金仓国家湿地公园； ４４ 东阿洛神湖国

家湿地公园； ４５ 聊城东昌湖国家湿地公园； ４６ 茌平金牛湖国家湿地公园； ４７ 莱芜雪野湖国家湿地公园； ４８ 钢城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 ４９
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５０ 单县浮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５１ 成武东鱼河国家湿地公园； ５２ 曹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 ５３ 少海国家湿地公
园； ５４ 青岛唐岛湾国家湿地公园； ５５ 临沂云蒙湖国家湿地公园； ５６ 枣庄九龙湾国家湿地公园； ５７ 恒台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 ５８ 台儿庄运
河国家湿地公园； ５９ 牟平沁水河口国家湿地公园； ６０ 寿光滨海国家湿地公园 ６１ 邹城太平国家湿地公园； ６２ 沂沭河国家湿地公园； ６３ 莒
县沭河国家湿地公园； ６４ 诸城潍河国家湿地公园； ６５ 滨州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６６ 滕州滨湖国家湿地公园； ６７ 枣庄蟠龙河国家湿地公
园； ６８ 临 朐 弥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主 要 数 据 来 自 湿 地 中 国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ｉｄｉ． ｏｒｇ ／ ） 和 全 国 地 理 信 息 资 源 目 录 服 务 系 统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 ）

持、生态服务功能体现相关 ［１０， ２３］ ；湿地面积所占比例是湿地公园所在市县的湿地面积占市县面积的比例，该
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公园所处的湿地生态系统在当地生态系统的比重；节能环保支出主要涉及节能减
排、水域治理、污染防治等具体科目，该投入能够从水质维持、植被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降低湿地公园的生态
管理压力。 在不利因子中，最热月均温是气候变化的度量指标，高温通过影响植被演替过程和碳交换过程等
生态过程，最终影响湿地的生态功能 ［２４］ ；蒸发量不利于湿地保持水量；农田面积所占比例，农业活动涉及化肥
和农药污染，面积越大，潜在影响越大，对湿地公园的保护压力越大 ［１０⁃１１］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将直接

影响水质，不利于湿地保护。 其中，本文认为节能环保投入、农田影响和污水排放三个指标具备区域影响力，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１ 期

赵志国

等：基于熵理论的山东省国家湿地公园管理绩效评价

８４５９

故选取该湿地公园所在城市的数据（ 年鉴数据、地表覆盖数据） 开展分析。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湿地公园管理绩效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影响因子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年降雨量（ －）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植被覆盖率（ －）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湿地面积所占比例（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节能环保支出（ －）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最热月均温（ ＋）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ｍ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
蒸发量（ ＋）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农田面积所占比例（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废水排放量（ ＋）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熵流数值 （ 均值±方差（ 最小值－最大值） ）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ｌｏｗ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ｎ±ｓｄ （ ｍｉｎ－ｍａｘ）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Ｐ ［３０］

－０．０７６７±０．０４２４ （ －０．３７７２—－０．００８７）

ＭＣＤ１２Ｑ１ ｖ００６ ［２６］

－０．０７９１±０．０４９１ （ －０．３８５３—－０．００７８）

ＭＣＤ１２Ｑ１ ｖ００６ ［２６］

－０．０７２２±０．０５１９ （ －０．３８５３—－０．００７８）

年鉴数据

－０．０８０２±０．０３９２ （ －０．２７４３—－０．０１０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Ｐ ［３０］

０．０７３４±０．０３８９ （０．３３３５—０．００８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Ｐ ［３０］

０．０７１３±０．０３４３ （０．２７７５—０．００８４）

ＭＣＤ１２Ｑ１ ｖ００６ ［２６］

０．０７３５±０．０５１９ （０．３８５３—０．００７８）

年鉴数据

０．０８５４±０．０４３４ （０．３７３３—０．００７９）

－表示负熵流，为有利因子；＋表示正熵流，不利因子

１．３

数据获取
湿地公园的管理应当关注公园区划范围和周边环境。 因此本文以湿地公园范围或中心点生成 １０ ｋｍ 缓

冲区，并以湿地公园及其缓冲区作为样本研究范围，对环境数据进行提取。 对于气候数据（ 年降雨量、最热月
均温和蒸发量） ，本文在区域内部生成 ５０ 个随机点，在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Ｐ 中提取气候数据 ［２５］ ，最终计算各年度各个
湿地公园气候数据的平均值。

对于其他环境数据，本文均以市为单位进行提取或者获取，各市的范围来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

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 ） 。 其中，地类数据来自 Ｅａｒｔｈｄａｔａ Ｓｅａｒｃｈ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ｄａｔａ．ｎａｓａ．ｇｏｖ ／ ， 数
据产品为 ＭＣＤ１２Ｑ１ ｖ００６，空间分辨率为 ５００ ｍ） ［２６］ 。 本文利用 Ｒ（ ｒａｓｔｅｒ 包） 对数据进行提取，计算各个湿地
所在市的植被覆盖率、湿地面积所占比例和农田面积所占比例。 节能环保支出和废水排放量则来自年鉴数
据。 年鉴数据主要来自山东省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ｔｊｊ．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ｇｏｖ．ｃｎ ／ ） 及各市统计局网站，部分来自中国知
网年鉴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 ／ ） 。 所有数据的时间尺度均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

１．４

数据缺失

其中日 照 市、 德 州 市 和 聊 城 市 的 年 鉴 数 据 存 在 部 分 缺 失。 本 文 利 用 Ｒ 软 件 ｍｉｃｅ 包， 依 托 ＭＩＣＥ

（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ａｉｎ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的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 ［２７］ 。

１．５

数据分析

１．５．１

计算年际间熵流、总熵流的变化

参考前期研究的计算方法 ［１７， １９］ ，本文计算单个湿地公园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的年际间熵流、总熵流。 结合各

个湿地公园试点时间，计算试点前后湿地公园总熵流。 同时计算山东省的年际间熵流、总熵流。
１．５．２

熵流与经济的关系

本文搜集湿地公园所在市域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人

均 ＧＤＰ。 利用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 去除部分因子，防止过度拟合影响，该统计在 Ｒ 环境下利用 ｕｓｄｍ 包进行计
算 ［２８］ 。 最终，仅选择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用于计算。

本文将各个湿地公园十年来的年际间熵流作为因变量，三个经济特征作为自变量，湿地类型和城市作为

随机变量，运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了解熵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 Ｒ 环境下利用 ｌｍｅ４ 和 ＭｕＭｉｎ 包进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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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基于 ＡＩＣ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对模型结果进行筛选；仅选择 ｄｅｌｔａ＜２ 的模型进行模型
平均，得到最终结果 ［２９］ 。 湿地公园的管理受所在城市宏观管理政策影响，而同一类型的湿地公园则通常遵循
类似的管理手段，因此本文将 ６８ 个湿地公园的总熵流为基础，计算不同城市或湿地类型的总熵流。 本文将总
熵流结合经济因子，综合评价不同城市或不同湿地类型的管理绩效，并将评价结果可视化。
２
２．１

结果
指标熵流的变化
各个湿地公园熵流计算结果表明，正熵流指标中废水排放量总熵流最大，其次为农田面积占比。 最近十

年间山东省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平均增幅为（ ２２．９８ ± ２２．８１） ％；农田面积占比逐年减少，平均下降幅度为
（５．３５±６．１９％。 负熵流则主要来自环保投入，其次为植被覆盖率。 最近十年间山东省环保投入力度不断加
大，增幅（７１．９５±１２．５１） ％；植被覆盖率则呈现增长趋势，平均增幅（３１．９０±３８．９９） ％。 从不同湿地类型上看，河
流湿地、人工湿地的负熵流主要来自植被覆盖率；湖泊湿地、沼泽湿地的负熵流主要来自年均降雨量；河流湿
地 ＆ 人工湿地、近海和海岸湿地的负熵流主要来自环保投入。 所有湿地类型正熵流主要来自废水排放量。

２．２

不同湿地公园熵流变化

山东省 １０ 年整体总熵流为 － ０．３０１８；其中，２００９ 年总熵流最高为 ５．９７８５，２０１５ 年总熵流最小为 － ６．４９５５。

有 ４１ 个湿地公园为负熵流（ 平均值±标准差： － ０．２９０１±０．２２） ，２７ 个为正熵流（０．３２０９±０．１８） （ 图 ２） 。 随着时
间推移，负熵流的湿地公园数量逐渐增多（ 图 ３） 。

图２
Ｆｉｇ．２

２．３

山东省各个国家级湿地公园过去 １０ 年总熵流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ｐ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湿地公园生态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模型平均结果显示，ＧＤＰ（ 估算值 ＝ － ０．２７４８，ＳＥ ＝ ０．０４９，Ｐ ＜ ０．０１） 与总熵流负相关，而第一产业 ＧＤＰ 比

重（ 估算值 ＝ － ０．７１０７，ＳＥ ＝ ０．２１４，Ｐ ＜ ０．０１） 和第二产业 ＧＤＰ 比重（ 估算值 ＝ － ０．２７０，ＳＥ ＝ ０．１０３，Ｐ ＝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５） 与总熵流正相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１ 期

赵志国

等：基于熵理论的山东省国家湿地公园管理绩效评价

图３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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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年际间熵流变化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某个城市或者某种类型的湿地公园所处区域具有较高的 ＧＤＰ（ 高于均值） 、较低的第一产业（ 低于均值）

和第二产业比重（ 低于均值） ，则管理风险较低（ 图 ４ 绿色三角区域） ；反之，则具有较高的管理风险（ 图 ４ 红色
三角区域） 。 图 ４ 显示，在涉及 １７ 个市中，７ 个为正熵流，其中临沂市和泰安市为高管理风险地区（ 正熵流主
要来自废水排放） ，应当予以重视。 在负熵流的城市中，淄博市面临较高管理风险，而济南市风险低，可以作
为管理绩效示范区域。 沼泽湿地、近海和海岸湿地为正熵流（ 主要来自废水排放） ，其中近海和海岸湿地存在
较高管理风险。 剩余四种类型均为负熵流，其中湖泊湿地具有较低的管理风险。
３

讨论
本文采用熵理论对山东省国家级湿地公园的管理绩效开展定量评价。 相比前人研究，本研究注重（１） 对

湿地公园开展时空尺度上的管理绩效评价；（２） 构建管理绩效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不仅如此，本研究采
用地方统计年鉴和开源数据库，结合湿地公园矢量数据进行提取、筛选、校对，数据可获得性强，可以作为规
划、区域管理方案等政策制定的参考。
３．１

基于熵理论的评价体系
运用熵流评价管理绩效需要关注两方面问题，（１） 由于本文用熵的正负来衡量系统状态，需要对选择的

因子进行正熵和负熵的定义，不能存在中性因子。 本文无法忽视某个指标对管理绩效同时存在正面和负面影
响，仅能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定义因子。 本研究涵盖山东省所有国家级湿地公园，搜集数据涉及自然生态系统
和社会因素，且时间尺度长达十年，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具备代表性。 后续研究可以关注指标选择以及不同指

标选择结果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管理评价偏差。 （２） 熵流仅能评价在某一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复合系统的整体
变化和各个子系统的相对变化。 因此，本研究结果中总熵流为正的湿地公园、城市或者湿地类型并非直接代
表管理绩效下降，而是和山东省其他湿地公园、城市或者湿地类型相比，管理绩效相对较低。
３．２

影响管理绩效的经济因子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ＧＤＰ 是积极因子（ 与总熵流负相关：ＧＤＰ 增长，总熵流下降） ，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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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行政区域评价：１．滨州市； ２．德州市； ３．东营市； ４．菏泽市； ５．济南市； ６．济宁市； ７．莱芜市； ８．聊城市； ９．临沂市； １０．青岛市； １１．日照
市； １２．泰安市； １３．威海市； １４．潍坊市； １５．烟台市； １６．枣庄市； １７．淄博市；湿地类型评价：１．河流湿地； ２．河流湿地 ＆ 人工湿地； ３．湖泊湿
地； ４．沼泽湿地； ５．近海和海岸湿地； ６．人工湿地；红色圆圈为正熵流，绿色圆圈为负熵流；红色三角区域为高管理风险，绿色区域为低管理
风险

比重为消极因子。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和产业结构升级，ＧＤＰ 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第三产业带
动 ［３１］ ；第三产业占比提升，有伴随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进而降低环境压力 ［３， １０］ 。 随着生态管理理
念的推广，经济增长也带动环保投入增加，最终提升区域湿地公园管理绩效 ［３１］ 。

３．３

管理建议

（１） 湿地公园的管理绩效评价需要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需要整合多数据来源，因此各个管理部门

之间数据共享尤为重要。 应当针对省内湿地公园的监测方案进行梳理，在本研究基础上提取并优化用于宏观
尺度评价的指标。 在此基础上，湿地公园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或者构建数据共享平台，推动相关
管理指标的数据在湿地管理的应用。 比如，利用数据共享平台提升河长制的区域化管理能力，包括识别管理
空缺区域和优先监测区域、定期对流域开展管理绩效评价等。
（２） 正熵流指标主要来自废水排放量，而负熵流则主要来自环保投入。 水污染仍是湿地公园管理面临的

最重要挑战 ［３２］ ，因此在“ 十四五” 规划中，山东各级城市仍然需要确保环保投入的持续稳定，同时环保投入需
要侧重水污染治理。

（３） 总熵流为正的 ７ 个城市需要密切关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对湿地公园管理的影响，尤其是东营市，需

要重点关注污水治理；菏泽市虽然总熵流为负，但是所处环境具有高管理风险，同样需要警惕经济发展带来的
影响。 近海和海岸湿地的管理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应当优先制定、开展全面保护治理规划（ 涉及污水治理和
加大环保投入） 。 不仅如此，黄河下游有两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具有较高正熵流（ 正熵流主要来自废水排放） ，
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及时开展调研，尽快开展全面保护治理。
４

结论
本文综合空间数据和年鉴数据，基于熵理论定量评价山东省国家湿地公园管理绩效。 结果显示，（ １） 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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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十年，山东省国家湿地公园的管理绩效提升（ 总熵为负） ；（２） 废水排放量是重要的不利因子，环保投入则是

重要的有利因子；（３） 国民生产总值提升有利于提升管理绩效，而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的提升则不利于管理绩效提升；（４） 综合经济发展和熵流评价结果，临沂市和泰安市（ 总熵流为正，需要重点
关注） 和菏泽市的湿地公园面临高管理风险；山东省近海和海岸湿地的管理绩效较低，且面临高管理风险，应
当优先制定、开展全面保护治理规划。 此外，本文的评价方法数据获得性强，适合开展较大空间尺度和较长时
间尺度的评价，可以作为规划、区域管理方案等政策制定的参考。
致谢：杨奋斌、赣南师范大学黄艳芳协助年鉴数据搜集和整理，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汪巧云博士、马长勇博
士帮助写作，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
［
［
［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 ２９］
［ ３０］
［３１］
［３２］

雷昆． 对我国湿地公园建设发展的思考． 林业资源管理， ２００５， （２） ： ２３⁃ ２６．
刘国强． 我国湿地公园规划、建设与管理问题的思考． 湿地科学与管理， ２００６， ２（３） ： ２１⁃ ２４．
朱金峰， 周艺， 王世新， 王丽涛， 刘文亮， 李海涛， 梅军军． 白洋淀湿地生态功能评价及分区．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２） ： ４５９⁃ ４７２．
赵志江， 崔丽娟， 朱利， 李伟． 指标体系法在我国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湿地科学与管理， ２０１８， １４（４） ： ９⁃ １３．
Ｓｔｏｌｌ⁃Ｋｌｅｅｍａｎｎ 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１
（５） ： ３７７⁃ ３８２．
周记超， 张开峰， 马波涛， 蹇卫卫． 书院洲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科研监测技术研究． 绿色科技， ２０１９， （８） ： ３５⁃ ３８．
马晓伟． 湖南省湿地分类系统及监测指标体系研究．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２００９．
吴瑶， 孙治宇． 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及案例分析． 四川林业科技， ２０１６， ３７（４） ： ６９⁃ ７３．
陈柯欣， 丛丕福， 雷威． 人类活动对 ４０ 年间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的影响． 海洋环境科学， ２０１９， ３８（５） ： ７３６⁃ ７４４， ７５０⁃ ７５０．
杨楠， 莫文波， 张曦， 罗望军， 张灿明， 赵运林， 马丰丰． 近 ３０ 年来东洞庭湖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
（７） ： １９⁃ ３０．
朱锦， 朱卫红， 金日， 张达， 于瑶． 中国图们江流域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湿地科学， ２０１９， １７（３） ： ３４４⁃ ３５１．
张衢， 贺桂珍， 吕永龙． 基于 ＡＨＰ⁃ＤＥＡ 的滨海湿地保护利用管理效率评价．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１５） ： ５２１０⁃ ５２１９．
陈盛伟， 冯叶． 基于熵值法和 ＴＯＰＳＩＳ 法的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东岳论丛， ２０２０， ４１（５） ： ７８⁃ ８６．
孙才志， 曹强， 邹玮． 基于熵效率模型的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系统韧性研究． 宁波大学学报： 理工版， ２０２０， ３３（１） ： １０⁃ １８．
金菊良， 刘鑫， 周戎星， 崔毅， 张浩宇， 陈鹏飞． 联系熵方法在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中的应用．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０， ５０（ ３） ：
４４７⁃ ４５５．
宋景辉， 刘汉湖， 付博， 程涵宇， 张双圣． 基于熵权法的富营养化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以江苏九里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环境工程，
２０２０， ３８（９） ： １２６⁃ １３２．
李婧昕， 杨立， 杨蕾， 张超， 霍兆敏， 陈敏豪， 栾晓峰． 基于熵理论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流定量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２９（３） ： ９８７⁃ ９９６．
闫志刚， 李俊清． 基于熵值法与变异系数的大熊猫分布区生态系统评价．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２８（１２） ： ４００７⁃ ４０１６．
赵志国， 栾晓峰， 陈君帜， 叶菁， 李婧昕， 张超， 李苗苗， 王贺崐元， 杨立． 基于信息熵量化评价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成效． 生
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１１） ： ３８８５⁃ ３８９４．
刘涛． 基于耗散结构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动态熵模型研究．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２， （１２） ： １８５⁃ １８８．
孙平军， 修春亮， 张天娇． 熵变视角的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判别．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２５（３） ： ８７５⁃ ８８２．
初小静， 韩广轩． 气温和降雨量对中国湿地生态系统 ＣＯ ２ 交换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６（１０） ： ２９７８⁃ ２９９０．
张德君， 高航， 杨俊， 席建超， 李雪铭． 基于 ＧＩＳ 的南四湖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４， ３６（４） ： ８７４⁃ ８８２．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Ｇ， Ｒｅｄｍｏｎｄ Ｌ， Ｇｅｒｍａｉｎ Ｃ， Ｐａｌａｚｚｉ Ｅ， Ｔｅｒｚａｇｏ Ｓ， Ｗｉｌｌｍ Ｌ， Ｐｏｕｌｉｎ Ｂ．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ｌｙ⁃ｆｌｏｏｄ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９２： ５４６⁃ ５５５．
Ｗａｎｇ Ｔ Ｌ， Ｗａｎｇ Ｇ Ｙ， Ｉｎｎｅｓ Ｊ Ｌ， Ｓｅｅｌｙ Ｂ， Ｃｈｅｎ Ｂ Ｚ．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Ｐ：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ｏ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４（４） ： ４４８⁃ ４５８．
Ｆｒｉｅｄｌ Ｍ， Ｓｕｌｌａ⁃Ｍｅｎａｓｈｅ Ｄ． ＭＯＤＩＳ ／ Ｔｅｒｒａ ＋ Ａｑｕａ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 Ｙｅａｒｌｙ Ｌ３ 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ｍ ＳＩＮ Ｇｒｉｄ Ｖ００６ ／ ／ ＮＡＳＡ ＬＰ ＤＡＡＣ． ＵＳＡ：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ＰＳ ＳＩＰＳ， ２０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ｄａａｃ．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ｍｃｄ１２ｑ２ｖ００６ ／ ）
ｖａｎ Ｂｕｕｒｅｎ Ｓ， Ｇｒｏｏｔｈｕｉｓ⁃Ｏｕｄｓｈｏｏｒｎ Ｋ． ＭＩＣＥ：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ａｉｎ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１， ４５（ ３） ：
１⁃ ６７．
Ｄｏｒｍａｎｎ Ｃ Ｆ， Ｅｌｉｔｈ Ｊ， Ｂａｃｈｅｒ Ｓ， Ｂｕｃｈｍａｎｎ Ｃ， Ｃａｒｌ Ｇ， Ｃａｒｒé Ｇ， Ｍａｒｑｕéｚ Ｊ Ｒ Ｇ， Ｇｒｕｂｅｒ Ｂ， Ｌａｆｏｕｒｃａｄｅ Ｂ， Ｌｅｉｔãｏ Ｐ Ｊ， Ｍüｎｋｅｍüｌｌｅｒ Ｔ，
ＭｃＣｌｅａｎ Ｃ，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Ｐ Ｅ， Ｒｅｉｎｅｋｉｎｇ Ｂ， Ｓｃｈｒöｄｅｒ Ｂ， Ｓｋｉｄｍｏｒｅ Ａ Ｋ， Ｚｕｒｅｌｌ Ｄ， Ｌａｕｔｅｎｂａｃｈ Ｓ．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ｔ ａｎｄ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３， ３６（１） ： ２７⁃ ４６．
Ｂｕｒｎｈａｍ Ｋ 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 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２．
Ｗａｎｇ Ｔ Ｌ， Ｈａｍａｎｎ Ａ， Ｓｐｉｔｔｌｅｈｏｕｓｅ Ｄ Ｌ， Ｍｕｒｄｏｃｋ Ｔ Ｑ． ＣｌｉｍａｔｅＷＮＡ—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５１（１） ： １６⁃ ２９．
郭子良， 张曼胤， 崔丽娟， 杨思， 王贺年， 魏圆云， 李梦洁． 中国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现状及其趋势分析． 湿地科学与管理， ２０１８，
１４（１） ： ４２⁃ ４６．
赵广东， 王兵， 靳芳． 中国湿地生态环境质量及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 世界林业研究， ２００４， １７（６） ： ３５⁃ ３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