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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评价及空间阈值分析
万慧琳ꎬ王赛鸽ꎬ陈

彬 ∗ ꎬ夏楚瑜ꎬ苏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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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生态风险评价对区域自然资源保护及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ꎮ 以三江平原湿地为研究区域ꎬ基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 ４ 期土地利用数据ꎬ以城市扩张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道路建设等人类活动为风险源ꎬ景观生态格局、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为风险受体构建了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综合评价体系ꎬ分析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ꎮ 进而ꎬ利用距离
阈值确定空间距离权重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了不同时间尺度下生态风险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ꎮ 结果显示:从风险
源角度ꎬ人类活动风险源强度呈增加趋势ꎬ松花江、穆棱河、倭肯河地区一直处于中高风险水平ꎻ从风险受体角度ꎬ景观生态风险
的中高风险地区重点集中在湿地与水体分布区ꎬ生态系统服务低价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水田、旱田、建设用地以及东北部与东
南小范围的湿地区域ꎮ 综合生态风险结果显示ꎬ三江平原生态风险在时间上呈增加趋势ꎬ空间上由松花江河滩型湿地区与穆棱
河地区逐渐向四周蔓延ꎮ 此外ꎬ生态风险的强弱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显著ꎬ选取 ５ｋｍ 为自相关分析的距离阈值ꎬ土地利用与综
合生态风险的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ꎬ高￣高地区集中分布在研究区内的松花江流域及周围滩地地区ꎬ随着土地
利用变化及转移ꎬ空间关联逐渐增强且区域分布不断扩大ꎮ 研究结果可从人类活动控制、景观格局优化、生态服务价值提升等
方面为三江平原生态风险防控分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ꎮ
关键词:人类活动ꎻ景观生态风险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ꎻ距离阈值ꎻ 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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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２０００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０１０ꎬ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ｈｕａ Ｒｉｖｅｒꎬ Ｍｕｌ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ꎬ ａｎｄ Ｗｏｋｅｎ Ｒｉｖ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ｔ ａ ｍｅｄｉｕｍ￣ｔｏ￣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ꎬ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ａｒｅａｓ. Ｌｏｗ￣ｖａｌｕ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ｄｒｙ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ꎬ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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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ꎬ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ｘｉｓｔ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ꎬ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ｈｕａ Ｒｉｖ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ｌ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ꎬ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ｒｅａ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ｒｉｄ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ꎬ ５ ｋｍ ｗ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ｔｏ￣ｈｉｇｈ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ｈｕ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ｂｅａ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ꎬ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ꎻ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ꎻ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ꎻ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极大干扰 [１] ꎬ加之“ 零风

险” 环境管理弱点的暴露 [２—３] ꎬ使得许多区域面临严重的生态风险ꎮ 建设用地、耕地等对湿地、水系的侵占趋
势加剧了生态用地的减少ꎬ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变化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丧失的主要驱动力ꎬ而破碎化的景观
格局导致生态系 统 内 物 种 病 变、 栖 息 地 破 坏、 生 物 多 样 性 减 少 等 负 面 影 响ꎬ 严 重 威 胁 着 区 域 生 态 系 统 安
全 [４—５] ꎮ 生态风险评价是研究生态系统及其组分由于暴露于多种风险压力源而导致的生态效应可能性 [６—８] ꎬ
是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的有效工具 [９—１１] ꎬ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研究话题 [１２—１６] ꎮ
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开始兴起ꎬ经历了从环境风险、生态风险到区域生态风险的发展历

[１７—１８]

ꎮ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也由单一风险源、单一风险受体逐渐发展为利用空间要素表征多种风险源和多

种风险受体的影响 [１９—２０] ꎬ研究尺度由种群、群落等微观研究发展为区域水平的宏观研究ꎬ研究范围由局地扩

展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 [２１—２２] ꎮ 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一个分支ꎬ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是在区域尺度上综合集成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等多种胁迫因子对风险受体造成的影响及危害程度进行描述和评价ꎬ逐渐成为环境科学
研究的重要领域与前沿热点 [２３—２４] ꎮ

湿地生态风险评价作为一类区域生态风险评价ꎬ侧重于识别湿地面临的主要风险源( 自然灾害、人为因

素等) 对湿地风险受体(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等) 可能导致的危害 [２５—２６] ꎮ 三江平原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沼泽湿
地分布区ꎬ但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与人类活动大面积垦殖与过度开发导致三江平原湿地面积减少、景观
破碎化程度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严重的干扰破坏 [２７] ꎬ实现三江平原湿地资源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

是解决现存问题的基础ꎮ 从土地利用视角ꎬ一些学者分析了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ꎮ
如刘兴土等 [２８] 揭示了三江平原大面积开荒引发土地退化、动植物资源稀缺等环境变化ꎻ杨春霞等 [２９] 发现政
策和人口是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ꎬ土地利用变化进而导致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生
物多样性丧失、水环境恶化与农田土壤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ꎻ张彪等 [３０] 阐述草地退化、土地盐碱化等土地利
用空间格局变化现象导致生态系统基本结构和功能破坏或丧失ꎬ降低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ꎮ 从景观生态
视角ꎬ一些学者从景观空间格局出发分析其对三江平原湿地生态过程的维护和控制作用ꎮ 如刘吉平等 [３１] 基
于三江平原生物地理信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规划设计ꎬ通过计算鸟类物种运动阻力指数建立等阻力面ꎬ判别
景观生态安全格局ꎻ刘春艳等 [３２] 研究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动态变化规律ꎬ量化地形地貌、居民点建设
等驱动因子的影响ꎮ 从评价体系视角ꎬ湿地生态风险评价尚未形成统一体系ꎬ不同学者构建了不同的三江平
原湿地生态风险评价体系ꎮ 如廖玉静等 [３３] 从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环境、湿地服务功能、人类社会影响三方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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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ꎬ解释湿地稳定性的成因与机制ꎬ协调湿地保护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ꎻ
陈红光等 [３４] 基于风险分析对三江平原水稻灌区建立多水源联合调度模型ꎬ以地下水开采最小为目标ꎬ确定联
合调度优化方案ꎻＪｉａｎｇ 等 [３５] 从水资源短缺风险的角度ꎬ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ꎬ对三
江平原水资源短缺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和区域差异分析ꎻ王辉等 [３６—３９] 一系列研究分别从三江平原风险源与风
险受体的尺度依存性问题、点轴体系理论、土壤侵蚀及非点源输出分析产生的干扰对湿地风险的直接与间接
影响、构建压力￣资本￣脆弱性￣响应模型等方面评价了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ꎮ Ｆｕ 等 [４０] 基于压力￣状态￣
响应模型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对三江平原湿地植被生产力与多样性的生态风险等级评价ꎮ 综合来看ꎬ土地利用
变化、景观生态格局等方面的融入丰富了湿地生态风险评价体系ꎬ现有研究虽对空间格局已有分析ꎬ但较少分
析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在空间的集聚现象与辐射扩散特征ꎮ 本文通过构建三江平原生态风险评价体系ꎬ从
空间相关性角度ꎬ确定研究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空间关系的最佳阈值距离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
湿地生态风险的空间集聚特征ꎬ对加强三江平原湿地风险防控与区域管理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ꎮ
本文以三江平原为研究区域ꎬ基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 ４ 期遥感影像ꎬ从土地利用、道路密

度、夜间灯光等方面分析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风险源对三江平原湿地的影响ꎮ 其中ꎬ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密
切相关ꎬ不同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的生态影响可直接作用在区域生态系统变化上ꎬ并且具有典型的区域性和
累积性特征ꎻ道路密度代表道路建设对生态用地连通性的扰动ꎻ夜间灯光数据与人口分布密度呈线性相关关
系可用来表征人类活动强度ꎮ 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景观、生态系统服务等风险受体的影响显
著ꎬ综合考虑景观生态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两种受体ꎬ分析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强度并运用空间相关分
析法剖析生态风险空间差异特征及时间变化特征ꎬ基于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双变量选取合适的距离阈值确定
空间权重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ꎬ从而为降低局部生态风险ꎬ提高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防控提供理论依据ꎬ实
现三江平原湿地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ꎮ
１
１.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概况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东北部ꎬ地处 ４５°０１′—４８°２８′

Ｎꎬ１３０°１３′—１３５°０５′Ｅ 之间ꎬ涵盖佳木斯市、鹤岗市及鸡
西市等 ２３ 个县市( 如图 １) ꎮ 作为我国东北三大平原之
一ꎬ三江平原是由黑龙江、松花江及乌苏里江冲击而成
的低平原ꎬ总面积达 １０.８ 万 ｋｍ ２ ꎬ是中国淡水沼泽湿地
的集中分布区 [３２] ꎮ 气候类型属于温带湿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ꎬ夏季温暖而短促ꎬ冬季寒冷漫长ꎬ全年日
照时 数 ２４００—２５００ｈꎬ 雨 热 同 期ꎬ 总 降 水 量 的 ７５％—
８５％集中在夏季ꎬ主要土地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水
域、城乡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土地等ꎮ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 用 数 据 主 要 有 三 江 平 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期遥感影像数据ꎬ来源于地理
景观遥感组数据处理ꎬ得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
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６ 个一级地类以及 ２３ 个二级地类
的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数据( 如图 ２) ꎬ自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ꎬ２０００ 年耕
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２８.３４％ꎬ２０１５ 年较 ２０１０ 年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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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２０.１１％ꎬ草地面积由占比 １４.７１％减少到占比 １２.０１％ꎬ２０１５ 年林地面积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２.４５％削减了将
近一倍ꎬ２０１５ 年的农村用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城镇用地面积较 ２０００ 年扩大 ４ 倍ꎬ湖泊、滩地面积分别减少了

２２.３５％、４７.５２％ꎻ多等级道路数据ꎬ来自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数据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ｇａｄｃ. ｃｎ / ｗｅｔｌａｎｄ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ꎻＤＭＳＰ / ＯＬ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ｅｓｃ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夜间灯光数据来自地
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ｓａｃ.ｃｎ / 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ꎻ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及播种面积等统计数据出自
« 全国统计年鉴» 、« 全国农产品收益资料汇编» ꎻ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平台处理数据ꎬ将研究区划分为 ５ｋｍ ×
５ｋｍ 的单元网格ꎬ共有样区 ４６３６ 个ꎬ计算每一个风险小区内综合生态风险指数ꎮ

图２
Ｆｉｇ.２

２
２.１

三江平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研究方法
生态风险评价
基于相关研究 [４１—４５] ꎬ本文从风险源与风险受体两个维度分别选取人类活动强度为风险源ꎬ景观生态格局

与生态系统服务两方面为风险受体构建生态风险评价体系ꎬ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评价 [３５] :
Ｒ ＝ Ｈ ( ｘ ) × ＥＶ ( ｘ ) × ＥＳＶ ( ｘ )

(１)

式中ꎬ Ｒ 代表综合风险值ꎻ Ｈ 是人类活动风险源强度ꎻ ＥＶ 是景观脆弱性ꎻＥＳＶ 是各生态系统类型服务价值ꎮ

风险源是指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来源ꎬ包括自然风险源与人类活动导致的风险源 [４６—４９] ꎮ

本文参考王辉等选取土地利用强度、道路密度、ＤＭＳＰ / ＯＬＳ 夜间灯光分布以及受人为与自然干扰引发的土地
转移强度赋予权重 ０.２、０.３、０.３、０.２ [３５] 以评价风险源强度ꎬ公式如下:
Ｈ＝

ｎ

( ｗｉ
∑
ｉ＝１

× ｆｉ )

(２)

式中ꎬ ｗ ｉ 表示第 ｉ 个因子权重ꎬ ｆ ｉ 为第 ｉ 个风险源归一化数值ꎬ ｎ 为风险源个数ꎮ 参考庄大方等的土地利用强
度将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人为活动划分为 ４ 个等级 [５０] ꎻ依据人类活动程度ꎬ利用各等级道路数据将其进行加权
叠加计算道路密度 [５１] ꎻ以 ＤＭＳＰ / ＯＬＳ 夜间灯光数据表征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 [５２] ꎻ综合考虑近年来耕地垦殖
开发、湿地退缩及城镇化等现象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失衡问题ꎬ构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受人为与自然干扰
引发的土地利用转移强度ꎮ
景观生态风险是指受人为或自然因素的作用ꎬ景观格局和景观生态过程产生的累积性后果ꎬ是生态风险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６ 期

万慧琳

等: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评价及空间阈值分析

６５９９

评价在区域尺度上的重要分支 [３０—３１] ꎮ 依据谢花林等的景观生态风险将其分为景观干扰度指数与景观脆弱度
指数ꎬ景观干扰度指数 Ｅ ｉ 是表示不同景观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受外界干扰( 主要是人类活动) 的程度ꎬ通过景观
破碎度指数、景观分离度指数、景观分维度指数赋予权重叠加获得 [４２] ꎮ

(３)

Ｅｉ ＝ ａ Ｃｉ ＋ ｂ Ｎｉ ＋ ｃ Ｆｉ

式中ꎬ Ｃ ｉ ꎬ Ｎ ｉ ꎬ Ｆ ｉ 分别代表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分离度指数、景观分维度指数ꎻａ、ｂ、ｃ 分别表示不同景观指
数的权重ꎮ 表 １ 为景观格局指数的生态学意义及计算公式ꎬ结合三江平原实际情况及谢花林等的研究 [４２] ꎬ将
景观破碎度指数 Ｃ ｉ 、景观分离度指数 Ｎ ｉ 、景观分维度指数 Ｆ ｉ 的权重( ａ、ｂ、ｃ) 分别赋值为 ０.５、０.３、０.２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景观格局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景观格局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生态学意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景观破碎度指数 Ｃ ｉ

描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ꎬ表示景观内部稳定
性及人类活动的干扰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景观分离度指数 Ｎ ｉ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景观分维度指数 Ｆ ｉ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表示景观类型的斑块在空间上的分离程度

Ｃｉ ＝ ｎｉ / Ａｉ

ｎ ｉ 为景观类型 ｉ 的斑块数ꎬ Ａ ｉ 表示景观类型 ｉ 的面积
ｎｉ

Ｎｉ ＝

Ａ

×

Ａ
２ Ａｉ

Ａ 表示所有景观的总面积ꎮ

表示景观斑块的形状复杂程度和空间稳定
程度

Ｆｉ ＝

２ｌｎ(

Ｐｉ

４
ｌｎＡ ｉ

)

Ｐ ｉ 表示景观类型 ｉ 的周长

景观脆弱度指数 Ｖ ｉ 用以反映不同景观类型抵御外部干扰能力的大小ꎮ 基于 ６ 种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

系统ꎬ结合谢花林等研究以未利用土地最脆弱赋值为 ６ꎬ其次水域为 ５、耕地为 ４、草地为 ３、林地为 ２ꎬ城乡建设
用地最稳定设置为 １ꎬ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ꎬ得到景观脆弱度指数 Ｖ ｉ [４２] ꎮ 通过景观干扰度指数 Ｅ ｉ 和景观脆弱
度指数 Ｖ ｉ 构建景观脆弱性评价模型ꎬ考虑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综合效应ꎬ以此反映景观脆弱性问题ꎮ 公式
如下:
ＥＶ ｉ ＝ Ｅ ｉ × Ｖ ｉ

式中ꎬ ＥＶ ｉ 代表景观脆弱性ꎻ Ｅ ｉ 是景观干扰度指数ꎻ Ｖ ｉ 是景观脆弱度指数ꎮ

(４)

本研究以三江平原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ꎬ从供给服务、调节服

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 ４ 方面依据谢高地等的价值当量因子换算方法 [５３—５４] ꎬ结合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类型的

特征ꎬ将土地利用类型与最接近的生态系统类型相对应( 如表 ２) ꎬ城乡建设用地包括城镇用地与农村居民点
等ꎬ取其 ＥＳＶ 为 ０ 值ꎮ 测算得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ꎬ计算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公式如下:

ＥＳＶ ＝

∑ Ｃ ｊｉ

× Ａｉ

(５)

式中ꎬＥＳＶ 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ꎻ Ｃ ｊｉ 是土地利用类型 ｉ 的第 ｊ 项生态系统价值系数ꎻ Ａ ｉ 是土地利用类型 ｉ 的面
积ꎮ 表 ２ 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土地利用类型对应表ꎮ

２.２

生态风险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空间权重矩阵能够定量表达地理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ꎬ是度量空间自相关的基础ꎬ分为邻接权重矩阵和

距离权重矩阵 [５５] ꎮ 邻接权重矩阵是指根据多边形的邻居关系确定ꎬ包括以共边为邻接的车权重矩阵( Ｒｏｏｋ)

和以共边或共点为邻接的皇后权重矩阵( Ｑｕｅｅｎ) ꎮ 距离阈值定义了距离权重矩阵ꎬ距离权重矩阵决定了空间
自相关指数的大小ꎮ 本文分别设置 ５、６、７、８、９、１０、２０、５０ｋｍ 不同的距离阈值计算权重矩阵ꎬ通过空间自相关
指数的大小变化确定最优距离阈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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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二级分类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生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分 类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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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土地利用类型对应表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未利用地
Ｂａｒｒｅｎ ｌａｎｄ

水田 旱地

高覆 中覆
有林 灌木 疏林 其他
水库
沼泽 盐碱 裸土
盖度 盖度 河渠 湖泊
滩涂 滩地
地
林
地 林地
坑塘
地
地
地
草地 草地

裸岩
石砾
地

水田 旱地

针阔 灌木 阔叶 针叶 灌草
草甸 水系 水系 水系 湿地 湿地 湿地 荒漠 裸地
混交林 林
林
林
丛

裸地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是表示事物或现象之间具有对空间位置的依赖关系ꎬ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
间自相关两方面ꎬ常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表示ꎬ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介于正负 １ 之间ꎬ０ 值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ꎬ大于 ０

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ꎬ反之为空间负相关 [５６] ꎻ生态风险与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人类活动的动态发展等因素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关联ꎬ空间自相关模型在生态风险方面已有大量研究ꎬ本文利用 Ｇｅｏｄａ 软件计算全局
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揭示三江平原生态风险的空间聚集现象ꎮ
全局空间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计算公式 [５７] :
ｎ

Ｉ＝
局部空间自相关计算公式 [５７] :

ｎ

ｎ∑ ∑ ｗ ｉｊ( ｘ ｉ － ｘ
) ( ｘ ｊ － ｘ
)
ｉ＝１ ｊ＝１
ｎ

( ｘｉ
∑
ｉ＝１

－ ｘ
) ( ∑ ｉ ∑ ｊ ｗ ｉｊ )

(６)

ｎ

Ｉｉ ＝

ｎ( ｘ ｉ － ｘ
) ∑ ｗ ｉｊ( ｘ ｉ － ｘ
)
ｎ

ｊ＝１

( ｘｉ
∑
ｉ＝１

－ ｘ
)

(７)

式中ꎬ ｎ 为网格单元总数ꎻ ｘ ｉ ( ｘ ｊ ) 为网格单元 ｉ ( ｊ ) 的风险值ꎻ ( ｘ ｉ － ｘ
) 为第 ｉ 个网格单元上风险值与平均值的
偏差ꎻ ｗ ｉｊ 为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ꎮ

可用标准化统计量 ｚ 来表征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ꎮ 计算公式为 [５７] :
ｚ＝

Ｉ － Ｅ( Ｉ)

ＶＡＲ( Ｉ)

(８)

式中ꎬ Ｅ( Ｉ) 为 Ｉ 的期望值ꎻ ＶＡＲ( Ｉ) 为 Ｉ 的方差ꎬ当 ｜ ｚ ｜ >１. ９６ꎬ ｜ Ｐ ｜ <０. ０５ 时ꎬ拒绝无效假设ꎮ
３

结果与讨论
图 ３ 展示了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风险源强度等级时空分布变化情况ꎮ 从时间尺度看ꎬ

三江平原风险源强度呈增加趋势ꎮ 其中ꎬ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风险水平虽变化不大ꎬ但 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源强度
等级愈加严重ꎬ从网格水平均值统计得中高风险地区占总面积的 ７０.９２％ꎬ较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１３.５２％ꎮ 从空间
尺度看ꎬ松花江、穆棱河、倭肯河一直处于中高风险水平ꎬ且高等级道路网格分布与河流分布相对一致ꎬ风险源
等级与道路密度拟合度高ꎬ随着道路密度的增加而增加ꎬ高等级道路中心地所在网格风险等级高ꎮ ＤＭＳＰ /

ＯＬＳ 夜间灯光数据较好的表征了行政区域多等级中心地的分布ꎬ鹤岗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与鸡
西市 ５ 个地级市为高等级灯光值分布区ꎬ其次县级所在地灯光等级较高ꎬ灯光值与居住点的匹配有利于较好
反映风险源的空间特征ꎮ 土地利用变化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密不可分ꎬ由于土地利用转移的频率和强度
加大ꎬ２０１５ 年河流两侧水田旱田面积明显增加ꎬ２０１５ 年较 ２０００ 年湿地面积减少了 ２１.９３％ꎬ导致河流流域高
风险突出ꎬ出现以河流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趋势ꎬ占用湿地过度围垦是风险源强度严重的重要原因ꎮ

图 ４ 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结果ꎮ 由图 ４ 可知ꎬ景观生态风险分布随着时间变化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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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Ｆｉｇ.３

等: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评价及空间阈值分析

６６０１

三江平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人类活动风险源强度等级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表现为增加趋势ꎮ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中高风险地区面积占比分别为 ２６.９４％、４６.４６％、６１.８６％、６３.８３％ꎬ中高风

险地区从网格水平上 ２０１５ 年较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３６.８９％ꎬ景观斑块破碎化程度高是导致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
呈加剧趋势的重要原因ꎬ并且较高风险和高风险等级面积持续增加ꎮ 空间上ꎬ景观生态中高风险地区重点集
中在湿地与水体分布区ꎬ景观自身稳定性被破坏ꎬ受人为干扰后易损程度大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ꎬ景观生态风险
以低风险水平为主ꎬ除低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有所减少外ꎬ其他风险等级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ꎬ中风险
区、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面积分别增加了 ６.８８％、３.３７％、３.１３％ꎬ且集中分布在松花江、穆棱河、挠力河等区
域ꎬ此部分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水体和湿地ꎬ受人为干扰易损程度大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景观生态风险以中高
风险为主ꎮ 高风险区面积有所增加ꎬ其他生态风险等级区域面积均有减少ꎮ 其中ꎬ高风险区增加 １７.１５％ꎬ增
加幅度大ꎬ研究区内松花江、挠力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其周围湿地区高风险区突出ꎬ受人类活动对湿地区的
干扰程度加剧ꎬ景观类型转移频率加大ꎬ景观斑块破碎化程度高ꎬ导致景观生态风险严重ꎮ

图４
Ｆｉｇ.４

三江平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风险受体￣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呈负相关关系ꎬ图 ５ 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标准化后取负的生态风险等级结

果ꎮ 如图所示ꎬ从时间上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稳定趋势ꎮ 虽波动幅度较小ꎬ但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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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高风险区 域 为 主ꎬ 且 重 点 集 中 在 中 部 地 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中 高 风 险 面 积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６７. ５４％、

６６.４６％、６６.５２％、６７.９５％ꎮ 土地利用变化是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与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ꎬꎬ且生态系统一旦
遭到破坏ꎬ短时间内难以快速恢复ꎬ因此ꎬ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风险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总体变化幅度
较小ꎬ且突出表现为中高风险ꎮ 从空间格局上看ꎬ生态系统服务低价值区即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中部水

田、旱田、建设用地以及东北部与东南小范围的湿地区域ꎬ由于城市扩张与耕地开垦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ꎬ
湿地、水体等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的地区被占用ꎬ生态用地面积减少导致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ꎬ生态系统服务低价值区域扩散分布ꎬ中高风险等级区域出现集中化趋势ꎮ

图５
Ｆｉｇ.５

三江平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风险受体－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风险评价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６ 展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平原综合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ꎮ 时间上ꎬ生态风险呈现明显的

增加趋势ꎬ２０００ 年ꎬ 低风险、 较低风险、 中风险、 较高风险 及 高 风 险 等 级 网 格 数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３９. ６８％、

５１.５７％、４.８１％、２.７２％、１.２３％ꎮ ２０１５ 年ꎬ这一比例分别为 ３２.８５％、１５.５３％、１１.８２％、１４.５０％、２５.３０％ ꎮ 较低
风险区域下降了 ３６.０４％ꎬ与此相反ꎬ高风险等级网格数比例上升了 ２４.０７％ꎮ 从空间看ꎬ由于人为风险源干扰
频繁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湿 地 转 移 为 其 他 生 态 系 统 类 型 面 积 共 有 ３６３７. ９６ｋｍ ２ ꎬ 其 中 转 化 为 农 田 面 积 达

３２３５.１６ｋｍ ２ ꎬ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ꎬ加之较高的景观生态脆弱性和生态服务价值的损失造成高风险上升区域
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中部的穆棱河、倭肯河、挠力河、松花江区域ꎮ 随着水田与旱田面积增加ꎬ高风险区由松花
江河滩型湿地区与穆棱河的零星分布区逐渐向四周蔓延ꎬ扩散区域主要为被侵占的湿地、林地区域ꎮ 此外ꎬ生
态风险受城市扩张影响大ꎬ高风险区域行政中心具有极高的拟合度ꎬ鹤岗市、佳木斯市、鸡西市等城市显示为
高和极高风险水平ꎬ且辐射周边地区具有较高的风险水平ꎬ以桦川县、勃利县、穆棱市、友谊县最为突出ꎮ
使用 ３ 种空间邻接矩阵ꎬ计算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自相关的权重ꎮ 如表 ３ 所示ꎬ在 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１ 的显

著性水平上ꎬ使用二阶皇后矩阵( Ｑｕｅｅｎ２) 所得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小于车矩阵( Ｒｏｏｋ) 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小于一阶皇后
矩阵( Ｑｕｅｅｎ１) 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ꎬ说明在空间邻接矩阵中使用一阶皇后矩阵( Ｑｕｅｅｎ１) 空间自相关效果好ꎮ 基于
距离的权重矩阵ꎬ图 ７ 表示分别选取 ５、６、７、８、９、１０、２０、５０ｋｍ 为距离阈值构造距离权重矩阵计算所得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和 Ｐ 值结果ꎮ 结果发现在 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ꎬ当 ５ｋｍ≤ｄ≤７ｋｍ 时ꎬ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均为最高值ꎬ分别是 ０.３３、０.３１、０.２４、０.２０ꎮ 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大ꎬ四年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均呈下降趋势ꎮ 由此说明ꎬ生态风险的强弱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ꎬ且距离阈值越大ꎬ以某一网格
为中心的相关区域越大ꎬ整体的相关性指数降低ꎮ 通过邻接权重矩阵与距离权重矩阵比较分析可知ꎬ 当
５ｋｍ≤ｄ≤７ｋｍ 时ꎬ所建立的矩阵能较好地表达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自相关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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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综合生态风险评价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空间邻接矩阵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ｍａｔｒｉｘ

年份
Ｙｅａｒ

一阶皇后矩阵
Ｑｕｅｅｎ１

二阶皇后矩阵
Ｑｕｅｅｎ２

车矩阵
Ｒｏｏｋ

年份
Ｙｅａｒ

一阶皇后矩阵
Ｑｕｅｅｎ１

二阶皇后矩阵
Ｑｕｅｅｎ２

车矩阵
Ｒｏｏｋ

２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０.２７

０.２１

０.２４

２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１９

２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２２

０.２７

本文对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三江平

原的生态风险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指数计算ꎬ并绘制了空
间集聚分布图ꎮ 基于前文分析ꎬ当距离阈值 ５ｋｍ≤ｄ≤

７ｋｍ 时ꎬ空间集聚性较高ꎬ因此本研究选取 ５ｋｍ 为局部
自相关分析的距离阈值ꎬ在 ｚ 检验的基础上( Ｐ ＝ ０.０５)

得到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三江平原综合
生态风险空间集聚分布图( 如图 ８) ꎬ三江平原土地利
用￣综合生态风险分布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表示土地利
用类型与其邻域生态风险均值间的相关性ꎮ 由图 ８ 可
知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两者的正相关型分布( 高￣高或低￣低)

较负相关型( 低￣高或高￣低) 分布比例较高ꎬ高￣高地区
由 ７％ 增 加 到 １３％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空 间 自 相 关 指 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呈现增加趋势ꎬ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其
中 ２０１０ 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最高为 ０.３３ꎬ这表示三江平原土

图７
Ｆｉｇ.７

基于距离阈值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地利用与综合生态风险的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
相关关系ꎬ即随着土地利用程度的增强ꎬ综合生态风险总体上呈现增强趋势ꎬ这主要是受人类活动干扰引起土
地利用的变化与转移ꎬ导致综合生态风险空间上出现集聚现象ꎬ综合生态风险分布范围有扩大趋势ꎮ
在空间演变上ꎬ土地利用与综合生态风险呈高￣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研究区内的松花江流域及周围滩地
地区ꎬ随着土地利用变化及转移ꎬ空间关联逐渐增强且区域不断扩大ꎬ到 ２０１０ 年ꎬ两者成团状由松花江流域及
周围滩地逐渐扩散到挠力河附近的水田及穆棱河中部地区ꎬ到 ２０１５ 年ꎬ区域扩大现象持续发生ꎬ倭肯河区域
的土地利用与综合生态风险的空间关联逐渐增强ꎬ耕地面积的增加导致湿地水域区域被侵占ꎬ生态服务价值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６６０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降低ꎬ景观脆弱性加剧ꎬ造成综合生态风险呈现空间集聚与扩散分布现象ꎮ 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呈低￣低的地
区主要分布在林地分布区ꎬ这些地区由于地势高ꎬ受人类干扰少ꎬ土地利用变化小ꎬ综合生态风险增加缓慢ꎮ
不同时间尺度上ꎬ负相关分布所占比例较少ꎬ呈零星分布ꎬ无明显的集聚特征ꎮ

图８
Ｆｉｇ.８

４

三江平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综合生态风险空间集聚图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风险源与风险受体两方面考虑了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变化、城市扩张、景观生态、生态服务价值

等因素构建了生态风险评价体系ꎬ并以三江平原湿地为研究对象ꎬ评价了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

的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ꎬ通过选取合适的距离阈值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三江平原湿地的生态风险空间集
聚效应进行了探究ꎮ 基于以上研究ꎬ本文得到的结论主要有:
(１) 从风险源角度ꎬ高等级道路中心地所在网格风险等级高ꎬ道路密度与风险源等级拟合度高ꎬＤＭＳＰ /

ＯＬＳ 夜间灯光数据较好的表征了行政区域多等级中心地的分布ꎬ土地利用变化突出表现为湿地面积减少ꎬ耕
地面积增加ꎮ 三江平原湿地风险源强度呈增加趋势ꎬ松花江、穆棱河、倭肯河地区一直处于中高风险水平ꎻ从
风险受体角度ꎬ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景观生态风险的中高风险地区重点集中在湿地与水体分布区ꎻ生态系统服
务低价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水田、旱田、建设用地以及东北部与东南小范围的湿地区域ꎬ中高风险等级区域出
现集中化趋势ꎮ
(２) 综合风险源与风险受体的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可知ꎬ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湿地生态风险

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ꎬ高风险地区由松花江河滩型湿地区与穆棱河的零星分布区逐渐向四周蔓延ꎬ受较高的
景观生态脆弱性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的影响ꎬ高风险上升区域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中部的穆棱河、倭肯河、挠力
河、松花江区域ꎻ受城市扩张影响ꎬ鹤岗市、佳木斯市、鸡西市等城市显示高风险区域行政中心具有极高的拟合
度ꎬ且辐射周边地区具有较高的风险水平ꎮ
(３) 综合生态风险强弱受空间距离的影响ꎬ本研究选取 ５ｋｍ 为局部自相关分析的距离阈值ꎬ较好地表达

综合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自相关情况ꎮ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与综合生态风险
的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ꎮ 研究区内的松花江流域及周围滩地地区为综合生态风险突出热点
区域ꎬ随着土地利用变化及转移ꎬ空间聚集性增强且呈现扩散分布趋势ꎮ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ꎬ本文为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防控管理提出以下建议:提高重视湿地、水体等土地利
用类型的侵占式利用与高强度转移是导致生态脆弱性显著的重要原因ꎬ加强治理高风险区域集中分布的松花
江流域挠力河等水体和湿地区ꎮ 建议在城市路网规划与道路选址过程中加强分析道路建设与生态系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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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作用机制ꎬ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ꎻ严格把控城乡建设与耕地
扩张的生态红线ꎬ合理规划城市人口与道路建设ꎬ以降低局部生态风险ꎻ优化土地利用模式ꎬ增强区域各景观
间的连通性ꎬ恢复已破坏的景观ꎬ保护湿地水域等景观斑块的完整性ꎬ避免风险转移ꎻ明确三江平原湿地生态
系统的生产能力与经济价值ꎬ合理增加湿地与林地等高生态服务价值的面积ꎬ增强系统自身稳定性ꎬ提高三江
平原湿地生态风险防控化解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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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ｕｖｉｅｃｏ Ｅꎬ Ａｇｕａｄｏ Ｉꎬ Ｙｅｂｒａ Ｍꎬ Ｎｉｅｔｏ Ｈꎬ Ｓａｌａｓ Ｊꎬ Ｍａｒｔíｎａ Ｍ Ｐꎬ Ｖｉｌａｒ Ｌꎬ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Ｊꎬ Ｍａｒｔíｎ Ｓꎬ Ｉｂａｒｒａ Ｐꎬ ｄｅ ｌａ Ｒｉｖａ Ｊꎬ Ｂａｅｚａ Ｊꎬ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Ｆꎬ
Ｍｏｌｉｎａ Ｊ Ｒꎬ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Ｍ Ａꎬ Ｚａｍｏｒａ 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ｆｉｒ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２１(１) : ４６￣ ５８.

Ｃｈｅｎ Ｓ Ｑꎬ Ｃｈｅｎ Ｂꎬ Ｆａｔｈ Ｂ 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５０: ２５￣ ３３.

Ｄｅａｃｏｎ Ｓꎬ Ｎｏｒｍａｎ Ｓꎬ 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ｅ Ｊꎬ Ｒｅｕｂ Ｇꎬ Ｇｒｅｅｎｅ Ｇꎬ Ｏｓｂｏｒｎ Ｒꎬ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ｔｏ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ｃｉｔｒ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ｆｏ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０５: ７３２￣ ７３９.

Ｘｕ Ｘ Ｂꎬ Ｙａｎｇ Ｇ Ｓꎬ Ｔａｎ Ｙꎬ Ｚｈｕａｎｇ Ｑ Ｌꎬ Ｌｉ Ｈ Ｐꎬ Ｗａｎ Ｒ Ｒꎬ Ｓｕ Ｗ 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 ｔｏ ２０２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５４￣ ５５５: ７￣ １６.

陈辉ꎬ 刘劲松ꎬ 曹宇ꎬ 李双成ꎬ 欧阳华.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６(５) : １５５８￣ １５６６.

Ｄｏｍｅｎｅ Ｘꎬ Ｒａｍíｒｅｚ Ｗꎬ Ｍａｔｔａｎａ Ｓꎬ Ａｌｃａñｉｚ Ｊ Ｍꎬ Ａｎｄｒéｓ 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ｔｅｓ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５５(２) : ２２７￣ ２３６.

[１９]

Ｌａｎｄｉｓ Ｗ Ｇ.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Ｈｕｍａｎ

[２０]

杨娟ꎬ 蔡永立ꎬ 李静ꎬ 龚云丽ꎬ 王亮. 崇明岛生态风险源分析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６(５) : ６１５￣ ６１９.

[２２]

Ｘｕ Ｘ Ｇꎬ Ｌｉｎ Ｈ Ｐꎬ Ｆｕ Ｚ Ｙ.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２１]

[２３]

[ ２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９(５) : １３１７￣ １３２６.

Ｓｅｒｖｅｉｓｓ Ｖ Ｂ.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９(２) : １４５￣ １５４.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４ꎬ ７０(３) : ２５３￣ ２６２.

付在毅ꎬ 许学工. 区域生态风险评价. 地球科学进展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６(２) : ２６７￣ ２７１.

陈春丽ꎬ 吕永龙ꎬ 王铁宇ꎬ 史雅娟ꎬ 胡文友ꎬ 李静ꎬ 张翔ꎬ 耿静. 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关键问题与展望.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０(３) : ８０８￣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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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汤博ꎬ 李俊生ꎬ 罗建武. 湿地生态风险评价综述. 安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７(１３) : ６１０４￣ ６１０７.

[２７]

Ｗａｎｇ Ｚ Ｍꎬ Ｓｏｎｇ Ｋ Ｓꎬ Ｍａ Ｗ Ｈꎬ Ｒｅｎ Ｃ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Ｂꎬ Ｌｉｕ Ｄ Ｗꎬ Ｃｈｅｎ Ｊ Ｍꎬ Ｓｏｎｇ Ｃ Ｃ.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ꎬ

[２６]

蔡珍ꎬ 聂华. 湿地生态风险管理. 湿地科学与管理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４) : ５０￣ ５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５４￣ ２００５.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１(５) : ９４５￣ ９５４.

[２８]

刘兴土ꎬ 马学慧. 三江平原大面积开荒对自然环境影响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地理科学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０(１) : １４￣ １９.

[３０]

张彪ꎬ 刘万波ꎬ 张俊华.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研究.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ꎬ ２０２１ꎬ (２) : ５３￣ ５５.

[２９]
[３１]
[３２]

杨春霞ꎬ 郑华ꎬ 欧阳志云. 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变化、效应与驱动力. 环境保护科学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６(５) : ９９￣ １０４.

刘吉平ꎬ 吕宪国ꎬ 杨青ꎬ 王海霞. 三江平原东北部湿地生态安全格局设计.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９(３) : １０８３￣ １０９０.
刘春艳ꎬ 张科ꎬ 刘吉平.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及驱动力.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１１) : ６￣ １７.

[３３]

廖玉静ꎬ 宋长春ꎬ 郭跃东ꎬ 王丽ꎬ 王丽丽. 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３( １０) :

[３４]

陈红光ꎬ 李晨洋ꎬ 李晓丹. 基于风险分析的三江平原灌区多水源联合调度方案优化决策研究. 水土保持研究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０( ４) : ２７３￣ ２７６ꎬ

[３５]

８９￣ ９４.

２８１￣ ２８１.

Ｊｉａｎｇ Ｑ Ｘꎬ Ｃａｏ Ｙ Ｑꎬ Ｚｈａｏ Ｋꎬ Ｚｈｏｕ Ｚ Ｍ.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６: ５５６￣ ５６３.

[３６]

王辉ꎬ 宋长春ꎬ 宋艳宇. 三江平原湿地生态风险评价的尺度依存性及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方案制定. 湿地科学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６(２) : １０６￣ １１３.

[３８]

Ｗａｎｇ Ｈꎬ Ｓｏｎｇ Ｃ Ｃꎬ Ｓｏｎｇ Ｋ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３７]

王辉ꎬ 宋长春. 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８(６) : ８７２￣ ８８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２(５) : １９７４.

[３９]

Ｗａｎｇ 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ｅｎｇ￣Ｘｉｎｇｋ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４０]

Ｆｕ Ｊꎬ Ｌｉｕ Ｊꎬ Ｗａｎｇ Ｘ Ｗꎬ Ｚｈａｎｇ Ｍ Ｄꎬ Ｃｈｅｎ Ｗ Ｗꎬ Ｃｈｅｎ Ｂ.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 ４１]

Ｈｕｎｓａｋｅｒ Ｃ Ｔ.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３４ Ｓｕｐｐｌ １: ７７￣９５.

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３０(１) :１１１￣１２６.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７３: １１１１０８.

[４２]

谢花林. 基于景观结构和空间统计学的区域生态风险分析.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８(１０) : ５０２０￣ ５０２６.

[４４]

魏强ꎬ 杨丽花ꎬ 刘永ꎬ 佟连军ꎬ 吕宪国. 三江平原湿地面积减少的驱动因素分析. 湿地科学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２(６) : ７６６￣ ７７１.

[４３]
[４５]
[４６]

马喜君ꎬ 陆兆华ꎬ 林涛. 盐城海滨湿地生态风险评价. 海洋环境科学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９(４) : ５９９￣ ６０２.

刘吉平ꎬ 高佳ꎬ 董春月. １９５４—２０１５ 年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变化的区域分异及影响因素.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１３) : ４８２１￣ ４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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