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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预测及权衡分析

———以张掖市为例

白羽萍１，２，∗ ， 王佳斌１ ，刘

恋１ ， 杜昱东１ ， 邓祥征２ ， 陈建成３

１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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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３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土地利用变化将改变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稳定供给能力，进而对区域生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中国西部地区快
速城镇化背景下，扩张的经济发展需求对土地利用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重要节点城市张掖市为例，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均衡分析（ ＣＧＥＬＵＣ） 模型及土地利用动态模拟（ ＤＬＳ） 模型，模拟了多情景下张掖市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的土地利
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ＥＳＶ） 估算、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并预测了 ＥＳＶ 及其时空演变特征，集
中分析了多情景下 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 ＥＳＶ 各项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结果表明：（１）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土地利用格局变化
显著，建设开发情景下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最为剧烈，建设用地增长 ７．４１％，耕地面积减少 １１．０５％；生态保护情景下城镇扩张最
为和缓，同时未利用地减少明显，面积降低 １０８８ｋｍ２ ，主要向林地、草地、水域等生态用地发生转化。 （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
ＥＳＶ 在基准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下分别增长 ６．４３、１３．１６ 亿元，建设开发情景则整体仅增加 １．５３ 亿元。 （ ３） 供给、调节、支持与
文化 ４ 种单项 ＥＳＶ，基准和生态保护情景下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建设开发情景下有 ３ 项呈现缓慢的增长趋势，且该情景下供
给服务则始终呈现下降趋势。 （４） 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关系明显，东南—西北轴线南北两侧区域表现为协同关系，仅有少
数区域表现为权衡关系，且供给—文化服务的权衡关系较为明显。 本研究可为西部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区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提供科学方案。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土地利用变化； 多情景模拟； 权衡与协同关系； 张掖市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
ＢＡＩ Ｙｕｐｉｎｇ

１，２，∗

，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ｂｉｎ １ ， ＬＩＵ Ｌｉａｎ １ ， ＤＵ Ｙｕｄｏｎｇ １ ，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２ ，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ｓ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ｏｏｋ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ｏｄ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ｐｌａ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７１８０４１７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４１７７１５６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 ０９⁃ ０１；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１⁃ １１⁃ ０９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ｂａｉｙｐ＠ ｃｕｇｂ．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５１８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Ｃｈａｎｇｅ （ ＣＧＥＬＵＣ ）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 ＤＬＳ ） ．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 ＥＳＶ）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３０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ＳＶ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３０，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Ｓ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３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７．４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１．０５％；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１０８８ ｋｍ２ ，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 ２ ）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３０， ｔｈｅ ＥＳＶ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６４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１． ３１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１５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 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ｌｌ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 ４） Ｅａｃｈ ｋｉ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ｘ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Ｏｎｌｙ ａ ｆ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人类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 ［１］ 。 生态系统作为承载人类生产与人类活动的重要枢纽，为实现社会福
祉提供稳定、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 ［２］ 。 联合国已将食品、能源、水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列为 ２０３０ 年要实现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 ［３］ 。 然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表明过去 ５０ 年中全球约 ６０％的生态系
统服务退化 ［４］ ，而这多是由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和功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５］ 。 随着城市化、工
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理念等都在不断改变，由此影响着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格
局 ［６⁃７］ 。 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而如何权衡社会发展所谋求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追求的生态效益是当前城市发展亟需考虑的问题。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特殊性，它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无形价值难以评估。 若能对区域内部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进行有效估价，并建立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基于价值量的评估指标，不仅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生
态效益方面更加具体、有说服力，还有利于进行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比较，引导生态系统资产化管理以及
生态补偿等政策的有效实行，从而对社会土地利用行为做出规范和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出于社会
发展的目的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货币化和资本化，但不可否认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衡量对象具有极高的价
值 ［８］ 。 谢高地等 ［９］ 基于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总结了单位价值量的核算方法并对我国
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 此后，我国学者开展系统研究工作，在价值评估方面多是在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的研
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改进 ［１０］ 。 傅伯杰等 ［１１］ 对前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后人开
展相关研究拓宽了思路。 谢高地等 ［１２］ 采取价值当量因子的方式，核算了中国 １１ 种生态服务类型价值，为我
国不同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打下了基础。 刘倩等 ［１３］ 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评价模型，从县域小尺度
揭示区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机制。 然而，目前有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多是基于历史时期的观测或统计
数据进行静态评价，而对于动态预测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未来精细栅格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损益的变化规律及协同权衡关系仍不明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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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情景分析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预测的研究基础。 目前，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方法主要
包括经验统计模型 ［１４］ 、元胞自动机模型 ［１５］ 、系统动力学模型 ［１６］ 和 ＣＬＵＥ⁃Ｓ 模型 ［１７］ 等，主要从土地用结构和
空间布局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与传统建模技术相比，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 ＣＧＥ） 模型 ［１８］ 是多部门和非线
性的，通过嵌入土地资源账户，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 而土地系统动态
模拟（ ＤＬＳ） 模型综合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自然条件及土地利用变化历史趋势，将土地系统的动态宏

观分析和栅格尺度的微观计量分析紧密结合，能够较好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系统中复杂的自组织过程和用地
类型间的竞争过程 ［１９］ 。 本研究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研究区，构建土地利用变化均衡分析（ ＣＧＥＬＵＣ） 模型及
土地利用动态模拟（ ＤＬＳ） 模型，模拟预测多情景下张掖市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并通
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ＥＳＶ） 估算、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预测并评估多情景下张掖市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的 ＥＳＶ

变化及其时空特征，分析多情景下 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 ＥＳＶ 各项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研究主要目的是预测

精细尺度下区域未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时空演变，从科学的角度提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方案，
支撑中、小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可持续目标实现。
１
１．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研究区概况
张掖，甘肃省省辖市。 旧称“ 甘州” ，位居甘肃省西

北部，河西走廊中段，地处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中
上游地带，位于 ９７°２０′—１０２°１２′Ｅ，３７°２８′—３９°５７′Ｎ 之
间。 张掖市下辖 ６ 个县区，分别为甘州区、临泽县、高台
县、山丹县、民乐县和肃南县 （ 图 １） ，区内拥有耕地约

４３ 万 ｈｍ ２ ，共有可垦荒地 ２０ 多万 ｈｍ ２ ；流域内含河流 ２６

条，年平均径流量可达 ２６．６ 亿 ｍ ３ ，储存有十分丰富的地

下水资源，森林覆盖率达 ９．２％；拥有丰富的矿物、土地、
水利、太阳能和劳动力资源。 张掖市属于典型大陆性气
候，干燥是气候的显著特点，年均温 ６℃ ， 年日照可达

３０００ｈ。 张掖市 ２０１２ 年生产总值达 ２９１． ９２ 亿元，同比

图１

研究区位置及行政区划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增长 １３．６６％，相比于 ２０００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 ３ 倍。 产业结构呈现出服务业与工业比例增加的趋
势，服务业与工业所占比例在 ２０１２ 年均达到了 ３６％。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规划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
张掖市经济发展十分迅猛，特别是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获得持续的调整优化。 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变化与预测研究对开展生态建设、现代农业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建设具有典型意义。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土地利用模拟使用的基础数据为张掖市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两期的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及自然环境、

气候、区位条件、社会经济驱动因子栅格数据（ 空间分辨率） ，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空间分辨率尺度为 １ｋｍ × １ｋｍ；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 《 中国粮食年鉴》 （ ２０１６
年） 、《 张掖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年） 和张掖市 ２０１２ 年投入产出表 ［２０］ 。
２
２．１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预测
（１） 土地利用变化均衡分析模型

本研究 基 于 传 统 单 区 域 静 态 ＣＧＥ 模 型 ＯＲＡＮＩ⁃Ｇ 模 型 （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 ［２０］ ，构建了张掖市土地利用变化均衡分析模型（ ＣＧＥＬＵＣ） 。 在该模型分析框架下，土地被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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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要素归入生产函数中。 模型建立了动态递归机制，主要服务于未来土地系统结构动态的情景预测与
分析。 该模型以 Ｇｅｍｐａｃｋ 软件作为模型运行环境。

模型基础与投入产出模型类似，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模型，遵循着一般均衡的规则。 在生产模块中，

模型描述了各个经济部门的生产机制。 该机制由多层次生产函数嵌套构成，描述了各个生产阶段的最优组
合，从而保证生产成本的最小化。 其中，顶层的嵌套基于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函数刻画商品、生产要素以及其他成本间的
最优化组合；第二层嵌套则基于 ＣＥＳ 函数刻画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间的商品组合以及劳动力、资本与土地等
生产要素组合。 最后，基于双层嵌套的 ＣＥＴ 函数刻画总产出在出口与国内市场间的分配组合。 其中，土地（
ＬＮＤ ｉ ） 、资本（ ＣＡＰ ｉ ） 、劳动力（ ＬＡＢ ｉ ） 之间的组合以如下函数描述：
é ＰＰＲＩＭ ｉ ùú
ＬＮＤ ｉ ＝ ｓｌｎｄ ｉ · êê
ë ＰＬＮＤ ｉ úû
é ＰＰＲＩＭ ｉ ù
ú
ＬＡＢ ｉ ＝ ｓｌａｂ ｉ · êê
ú
ë ＰＬＡＢ ｉ û

ＰＰＲＩＭ ｉ ＝ [ ｓｌｎｄ ｉ ·ＰＬＮＤ ｉ

é ＰＰＲＩＭ ｉ ùú
ＣＡＰ ｉ ＝ ｓｃａｐ ｉ · êê
ú
ë ＰＣＡＰ ｉ û

１ －σｐｒｉｍ ｉ

＋ ｓｌａｂ ｉ ·ＰＬＡＢ ｉ

σｐｒｉｍ ｉ

（１）

σｐｒｉｍ ｉ

（２）

σｐｒｉｍ ｉ

１ －σｐｒｉｍ ｉ

（３）

＋ ｓｃａｐ ｉ ·ＰＣＡＰ １ －σｐｒｉｍｉ ]

１
１ －σｐｒｉｍ ｉ

（４）

式中， ＰＰＲＩＭ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主要生产要素（ 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以下简称主要生产要素） 组合价格，
ＰＬＮＤ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土地价格， ＰＬＡＢ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的劳动力价格， ＰＣＡＰ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资本价
格， ｓｌｎｄ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土地投入份额， ｓｌａｂ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劳动力投入份额， ｓｃａｐ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
资本投入份额， σｐｒｉｍ ｉ 表示生产部门 ｉ 中主要生产要素替代弹性。
模型的其他模块和运行机制详见白羽萍等 ［２１］ 。
（２） 土地系统动态模拟模型 （ ＤＬＳ）

在此基础上，选用土地系统动态模拟模型 （ ＤＬＳ） 模拟预测张掖市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三种不同情景下的土地

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与 ＣＬＵＥ⁃Ｓ、ＣＡ、ＡＢＭ 等传统模型相比，ＤＬＳ 模型依据空间分配原则和土地供需平
衡，对自然控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综合考虑，能实现精细栅格尺度上的土
地系统动态模拟。 在 ＤＬＳ 模型中，土地供需的变化是一个总量保持平衡的动态收敛过程。 通过考虑每个栅
格内部的局部驱动因子的作用及其周围栅格的驱动因子对中心栅格的邻域作用，准确的描述了各土地利用类
型间动态竞争的过程。 其核心是微观尺度上土地需求的空间分配过程。
假定基于局部作用因子栅格 ｉ 出现第 ｋ 种用地类型的概率为 ｐ ｋｉ，Ｌｏｃａｌ ，基于邻域作用因子栅格 ｉ 出现第 ｋ 种

用地类型的的概率为 ｐ ｋｉ，ＮＢＨ ，则土地利用的组合概率 ｐ ｋｉ ＝ ｆ ( ｐ ｋｉ，Ｌｏｃａｌ ，ｐ ｋｉ，ＮＢＨ ) ，反映了土地系统演化过程的自组织
过程。 ｐ ｋｉ，Ｌｏｃａｌ 和 ｐ ｋｉ，ＮＢＨ 由栅格尺度用地类型分布非线性约束模型得到：

ｋ
æ ｐｉ ö
ｋ
ｋ
ｋ
ｋ
ｋ
ｋ
ｌｎ ç
÷ ＝ ａ ０ ＋ ａ １ ｘ ｉ１ ＋ ａ ２ ｘ ｉ２ ＋ … ＋ ａ ｌ ｘ ｉｌ ＋ …ａ Ｌ ｘ ｉＬ ＋ ｒ ｙ＾ ｉ
ｋ
－
１
ｐ
è
ｉ ø

＝ ａ ０ｋ ＋ ａ ｋｉ Ｘ ｉ ＋ ｒ ｙ＾ ｋｉ

（５）

式中， ｐ 表示栅格 ｉ 出现第 ｋ 种用地类型的概率， Ｘ ｉｌ 表示栅格 ｉ 上第 ｌ 个驱动因子，可为局部作用因子或邻域
ｋ
ｉ

作用因子， ａ ｋｉ 为回归系数，模型还定义了空间自相关因子 ｙ＾ ｋｉ ， ｒ 为空间自相关因子的影响系数。

土地系统演化格局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土地利用的组合概率，还考虑了土地利用稳定性参数、不同用地类

型的竞争力指标等因素，构成了空间格局模拟的土地利用总概率 Ｌ ｉ，ｋ 。 通过模型内多次迭代，实现空间中用
地面积需求的分配。

Ｌ ｉ，ｋ ＝ ｆ（ ｐ ｋｉ，Ｌｏｃａｌ ，ｐ ｋｉ，ＮＢＨ ） ＋ Ｓ ｋ ＋ Ｃ ｋ

式中， Ｌ ｉ，ｋ 表示栅格尺度土地供需平衡空间分配过程中土地利用的总概率， 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ｋ
ｉ，Ｌｏｃａｌ

（６）

表示局部作用因子驱动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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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概率， ｐ ｋｉ，ＮＢＨ 表示邻域作用因子驱动下的土地利用概率， Ｓ ｋ 表示第 ｋ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稳定性参数，
Ｃ ｋ 表示不同用地类型的竞争力指标，取决于各种用地类型的需求面积与当前实际面积的差值。

本研究选取了 １８ 个影响用地类型分布的驱动因子，进行空间显性建模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参数估计，为 ＤＬＳ

模型模拟栅格尺度张掖市未来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提供参数，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驱动因子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地貌类型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ｔｙｐｅ

张掖市土地利用类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耕地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０．００２１０４３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０．００００１５１ ∗∗∗

土壤有机质含量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土壤厚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土壤 ｐＨ 值 Ｓｏｉｌ ｐＨ

灌溉条件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气温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日照时数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０℃ 以上积温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ｂｏｖｅ ０℃

－０．０６１１３２０ ∗∗∗

０．０６８０６７３ ∗∗∗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坡度 Ｓｌｏｐｅ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０．００３２０１５

－０．００１３０６５

∗∗∗

０．０００４８８７

∗∗∗

∗∗∗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６ ∗∗∗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０２６３７８６ ∗∗∗
－０．０００４４４８
－０．０００４９７６

∗∗∗
∗∗∗

－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

０．０９１４０９５ ∗∗∗

０．００８６４１４

∗∗∗

０．０２０１９４２

∗∗∗

０．００９３４０４

∗∗∗

０．０１８６８９０

∗∗∗

－０．５５１８３１８ ∗∗∗

－０．０６７０３４９８ ∗∗∗

０．０２３０５７４ ∗∗∗

－０．０１９１３５９

∗∗∗

０．０００２０９４

－０．０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６１６ ∗∗∗

－０．０２８５４９７ ∗∗∗

至省会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５８７８９２

∗∗∗

０．００１３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６９６９ ∗∗∗

－０．００４６１２３

∗

ＧＤＰ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Ｎ

０．０３９０９１１ ∗∗∗

－０．００１０９９３

０．００４２５８２ ∗∗∗

－０．００６６０６５ ∗∗∗

０．０００６８２７

∗∗∗

－２５．４３５１６１０ ∗∗∗
３９５３０

－０．０１８９７２９

∗∗∗

－０．００１５１４８

∗

０．０１１０９１３

∗∗∗

－０．０１４７７６８

∗∗∗

－０．００１１０７０

∗∗∗

－０．０２０６８０９ ∗∗∗

－０．０１３４２２０

∗∗∗

０．０１７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１２７２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７０３５

∗∗∗

０．０１３４８９５

∗∗∗

－０．００２０２９１

∗∗∗

０．０２３３２４１ ∗∗∗

－０．００３４１１２ ∗∗∗ －０．００００３１０

－３３．８０５１４６７ ∗∗∗ －５１．０２００２２８ ∗∗∗
３９５３０

－０．０３４１０７９

∗∗∗

０．０００１８５８ ∗∗∗ －０．０００１８２８ ∗∗∗

－０．００１８５８９ ∗∗∗

０．００１４６１４

０．０１２６４５５

０．１７１１１４４ ∗∗∗ －０．２１７４３５８

３９５３０

１９．２０９３０８９ ∗∗
３９５３０

０．０４０６８７１ ∗∗∗

－０．００２１３４１

∗∗∗
∗∗∗

－０．０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２４０３ ∗

０．６５６６５３９ ∗∗∗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０．００２６３８２

０．０９２９３５７ ∗∗∗

－０．０００１４５９ ∗∗∗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００８９２

３．６４０７２１０ ∗∗∗ －３．７５７９６２８ ∗∗∗

－０．０００１６４０ ∗∗∗

至省道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ｏａｄ

０．０００６５８６

∗∗∗

７．１５８９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３７１ ∗∗

至高速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０．０５２３２５７ ∗∗∗

４．０５８３５１４ ∗∗∗

１０℃ 以上积温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ｂｏｖｅ １０℃
降雨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ｓ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００４９６７９ ∗∗∗
０．００１１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４４２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２７ ∗

２．３３５３３４５

－５．４５３６２７０ ∗∗∗

０．０５９７４３７

－０．０９５１２０４ ∗∗∗

０．００４６７２９

－０．０１８５７１４

∗

－０．０３４８７１６

０．１４３６３２７ ∗∗

－０．０１９８５７２ ∗∗∗
０．０１０４３５５ ∗∗∗

０．００４５５６２

－０．０２１６９０５ ∗∗∗

０．００００５５３

－０．０００２３８６ ∗∗∗

－０．００００５９６

０．０００２６４６ ∗∗∗

０．００１１１７３

－０．００２０１３３ ∗∗∗

－０．００５８９４２

０．０２１０８６３ ∗∗∗

０．００６６０６２

－０．０１４７２７２ ∗∗∗

０．００３１７２２

０．０００９５８２ ∗∗∗
０．００１９６５７

－２０．４８９５２４０

３９５３０

∗∗∗

０．０１７９７８０ ∗∗∗

－０．００３２２５７ ∗∗∗
－０．００８６０７４ ∗∗∗
６０．９８０８４５４ ∗∗∗
３９５３０

０、１、２、３、４、５ 分别代表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六种用地类型；∗∗∗表示在 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

（３） 情景设计

本文对张掖市的未来不同情景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模拟。 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综合了张掖市近
期出台的发展规划，研究构建了三种不同的情景模拟预测 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的土地利用情况。 参考以往研究的
经验值，通过对模型多次调试验证，确定了以资本增长率、劳动力技术进步、居民消费增长率、人口就业增长
率、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耦合的外生变量设定（ 表 ２） 。

１ 情景一：基准情景。 是以过去至当前相同的投资、出口、居民消费、资本投入、人口就业和劳动力技术进

步变化幅度预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用地需求，同时用于对比其他两种情景。

２ 情景二：生态保护情景。 重点考虑生态安全和生态恢复，以相比于基本情景较小变化幅度的投资、出

口、居民消费和资本投入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用地需求产生较小的冲击和作用，并假设人口就业和劳动力技术
进步速率保持不变。
３ 情景三： 建设开发情景。 重点考虑高速增长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相比于基本情景更大变

化幅度的投资、出口、居民消费、资本、人口就业和劳动力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用地需求产生更大的冲
击和作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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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３０

情景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基准情景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资本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４

劳动力技术进步 Ｌａｂ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建设开发情景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５

２．５

投资增长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居民消费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１２．２

０．３

０．５

６

出口增长率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生态保护情景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５

３

１０．８

人口就业增长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２．２

学

２０１３—２０３０ 年不同情景下各影响因素变化率 ／ ％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态

２．５
８．８

７．８

５

４．５
０．３

６．８

３．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本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基于谢高地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得出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 ［２２］ ，

并基于粮食价格和生物量对其进行修订。
（１） 基于粮食价格的修订

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本文首先依据张掖市 ２０１５ 年粮食作物平均价格以及粮食作物单产对单位

面积农田粮食作物的经济价值进行修正。 其结果为张掖市单位面积产出粮食作物平均市场价值的 １ ／ ７，修订
方法如下：

Ｅａ ＝

１
×Ｐ ×Ｑ
７

（７）

式中， Ｅ ａ 为张掖市单位面积农田粮食作物的市场价值（ 元 ／ ｈｍ ２ ） ；Ｐ 为张掖市 ２０１５ 年粮食作物平均价格；Ｑ
为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ｋｇ ／ ｈｍ ２ ） 。
（２） 基于生物量的修订

考虑生态系统条件的时空差异性， 利用谢高地等给出的全国各省域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因子表 ［２３］ ，

确定了研究区农田生态系统生物量因子取 ０．４２，根据生物量因子对张掖市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修订，得出张掖
市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如下（ 表 ３） ：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张掖市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 （ 元 ／ ｋｍ２ ）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

一级类型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ｙｐｅ

二级类型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ｙｐｅ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原材料生产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气候调节
水文调节
废物处理

支持服务

保持土壤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维持生物多样性

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合计 Ｆｉ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耕地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２９９３．６８

３６１．６５

３９１．７９

３３１．５２

４３１．９７

４３３９．８４

１５０６．８９

４１０８．７８

１５２６．９８

４０８８．６９
１７２７．９０
４０３８．４６
４５３０．７１

１５６７．１６

１００４．５９
７２３．３１
９７４．４５
７７３．５４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ｓ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３５１．６１

４０．１８

５３２．４３
５１２．３４

１３０．６０

１４９１８．１９

２６１．１９
４０１．８４

１８８５６．１９

１３９６．３８

１８７８．５９

１０２４．６８

３４４５．７５

１４７６．７５

６０．２８

２０６９．４６

１３２６．０６
２２５０．２９

２０．０９

４１１．８８

７０．３２

１７０．７８

提供美学景观

２０８９．５５

８７３．９９

１７０．７８

４４６０．３９

２４１．１０

—

２８２４９．１３

１１７２３．５８

７９３６．２７

４５５５８．２４

１３９６．３８

（３）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

利用公式（２） 以及张掖市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计算 ＥＳＶ。 本文选取 １ｋｍ 栅格为评价单元，以

表征 ＥＳＶ 与区域内部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 为了方便比较区域内部所有的差异，本文使用单位面积生态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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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预测及权衡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５１９３

统服务价值 ［２４］ （ ＵＥＳＶ） 来表现其空间分异规律。 运用自然断点法，将 ＵＥＳＶ 划分为一至五级。 等级越高，代
表 ＵＥＳＶ 值越大。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ＳＶ ＝

∑ ｉ ＝ １ ∑ ｊ ＝ １ Ａｊ Ｅ ｉｊ

ＵＥＳＶ ＝

ｍ

ｎ

ＥＳＶ
Ｓ

( ｉ ＝ １，２，…，ｍ；ｊ ＝ １，２，…，ｎ )

（８）
（９）

式中，ＥＳＶ 为研究区内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元） ； Ａ ｊ 为 ｊ 类生态系统面积（ ｈｍ ２ ） ； Ｅ ｉｊ 为 ｊ 类生态系统的 ｉ 类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元 ／ ｈｍ ２ ） ；ｍ 为生态系统服务种类总数；ｎ 为土地利用类型总数；ＵＥＳＶ 为单位栅格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元） ；Ｓ 为栅格单元面积（ ｈｍ ２ ） 。

２．３
类

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征 ＥＳＶ 的集聚与分异特征。 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两

［２５］

。 在此基础上，Ａｎｓｅｎｌｉｎ ［２６］ 提出了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度量了两个属性变量之间的空间关联水平。 本文

空间自相关分析由 ＧｅｏＤａ １．１８．０ １０ 软件完成。 为消除区域内部差异并有效表征 ＥＳＶ 空间集聚规律，本文空
间自相关分析利用 ＵＥＳＶ 聚合后的 ３ｋｍ 栅格数据进行。
３
３．１

结果与分析
张掖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土地利用变化由 ＣＧＥＬＵＣ 模型和 ＤＬＳ 模型模拟得出。 基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两期

栅格数据对模拟结果进行 Ｋａｐｐａ 指数验证。 利用 ２０１０ 年栅格数据模拟所得的张掖市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空间
格局在整体轮廓上与遥感解译获得的张掖市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格局基本一致。 Ｋａｐｐａ 系数达到 ０．９０３６，大于

０．７，表示模拟达到了较高水平，说明 ＤＬＳ 模型的预测结果具有可信性。

从图 ２ 可知，张掖市主要用地类型为草地、未利用地和耕地。 以张掖市东南—西北走向的中线为轴，未利

用地、耕地主要集中在轴线东北方向，草地、林地则主要位于其西南方向，张掖市西北部也有较多的未利用地
面积；耕地主要分布于邻近水系的山前平原地带，林地主要分布于轴线南部山地，而草地主要分布于林地与耕
地间的过渡区域；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较少，主要分布于轴线东北侧的中北部局部地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
在基准情景下，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整体保持稳定，草地、水域面积有所上升，分别增加了 ２４２ｋｍ ２ 和

１７ｋｍ ２ ，增长率分别为 １．６４％和 ２．５１％。 未利用地面积则下降了 ２３９ｋｍ ２ 。 在生态保护情景中，耕地面积增长
６７ｋｍ ２ ，林地、草地面积增加最为显著，分别增长 ２９ｋｍ ２ 和 ６８４ｋｍ ２ ，未利用地面积则减少 ７０８ｋｍ ２ 。 表现出由未
利用地向生态用地转化的主要趋势。 在建设开发情景下，耕地面积减少 ５８ｋｍ ２ ，林地、未利用地面积也略有下
降。 建设用地开始向轴线南部地区扩散。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在基准情景中，林地、水域面积基本保持稳定，未利
用地面积略有下降，建设用地呈现外扩趋势。 耕地面积减少了 ２７１ｋｍ ２ ，在原有面积的基础上降低 ６．５６％。 草
地面积增加了 ２５７ｋｍ ２ ，增长率为 １．５９％。 在生态保护情景中，建设用地仍呈现扩张趋势，但增加在三种情景中
最为缓和，耕地面积减少 １５７ｋｍ ２ 。 未利用地面积减少 ３８０ｋｍ ２ ，降低 ２．６１％。 减少的未利用地主要向林地、草
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发生转变，使三者的增长幅度分别为 ２．４８％、２．５６％和 ２．３６％。 在建设开发情景中，建设
用地扩张迅猛，增加 ３１ｋｍ ２ ，增长率达到 ８．９６％。 同时该情景下耕地退化严重，面积减少 ３９９ｋｍ ２ ，在 １０ 年间降
低至原有面积的 ９１．０４％。 林地和草地所占面积都在原有位置附近发生小规模的扩展，侵占了周围的未利用
地和耕地。
３．２

张掖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张掖市 ＥＳＶ 在基准情景下呈现小幅上涨趋势，由 ３８０．０４ 亿元上升至 ３８３．４３ 亿元，增加

３．４０亿元；在生态保护和建设开发情景下，则分别增长 ６．５６ 和 ０．９６ 亿元。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 ＥＳＶ 在基
准情景下继续增长 ３．０３ 亿元；在生态保护情景下，张掖市 ＥＳＶ 增加最为显著，共增长 ６．６０ 亿元；建设开发情
景下，张掖市 ＥＳＶ 整体仅增加 ０．５７ 亿元，并且其值从 ２０２５ 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在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 年间共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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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土地利用格局时空演变及预测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３０

０．０４ 亿元。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各种预测情景中，张掖市 ＵＥＳＶ 整体均呈现显著的轴线南侧高北侧

低、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 轴线南侧 ＵＥＳＶ 高值区的海拔较高且林地、草地居多，在地形上属祁连山
脉，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本底条件；轴线北侧地形平坦，主要有未利用地、耕地和建设用地分布，ＵＥＳＶ 值普遍
较低。 其中在建设开发情景下，ＵＥＳＶ 等级最低的一级地数量最多，集中分布于张掖市轴线中部地带，多为建
设用地、耕地、未利用地散布区；与之相反，生态保护情景下 ＵＥＳＶ 一级地数量最少，相同地区的 ＵＥＳＶ 等级基
本高于其他情景或与之持平。

根据图 ４ 可知，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不同情景下 ＵＥＳＶ 值的总体变化较为明显，其中建设开发情景 ＵＥＳＶ 下降

最为显著。 轴线北侧及中部区域 ＵＥＳＶ 整体呈下降态势，主要是经济效益驱动城镇边界向未利用地和耕地扩
张造成，致使轴线北侧地区生态环境压力加剧； 在生态保护情景下，轴线南侧区域 ＵＥＳＶ 上升显著，主要是因
为该区域林地、草地广布，自然本底条件优越；在基准情景下，ＵＥＳＶ 值总体变化不大，但呈现出其他两种情景
下变化的主要趋势，可见这种发展模式兼顾了生态和经济效益。
从图 ５ 中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基准和生态保护情景下，张掖市各项 ＥＳＶ 整体上均呈现向好的发展态

势，并且生态保护情景下各项 ＥＳＶ 服务的增值都比较显著。 建设开发情景下，至 ２０２０ 年，除供给服务外，各
项 ＥＳＶ 服务的水平相比 ２０１０ 年略有增加。 这主要是张掖市当前城镇开发水平较低，自然生态本底条件较好
所致。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基准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下张掖市各项 ＥＳＶ 均呈现上升趋势。 但生态保护情景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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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Ｆｉｇ．３

５１９５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不同情景下 ＵＥＳＶ 时空变化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ＥＳＶ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２０ ｔｏ ２０３０

图４
Ｆｉｇ．４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 ＵＥＳＶ 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ＵＥＳＶ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２０ ｔｏ ２０３０

项 ＥＳＶ 增加较为显著，以调节服务价值为例，生态保护情景下共增长 ３．６３ 亿元，基准情景下增长 １．７３ 亿元。
这主要是由于生态保护情景下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面积不断增大，生态效益突出。 建设开发情景下，各项生
态系统服务增长缓慢，四项服务中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在 １０ 年间仅分别增加 ０．４２ 亿元、０．２４ 亿元
和 ０．１７ 亿元，供给服务则减少 ０．２７ 亿元，低于 ２０２０ 年水平。 这可能是建设开发情景下城镇扩展显著，生态保
护强度较低所致。
３．３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特征
为探究张掖市不同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本文将该区域三种情境下的评价单元设为 ３ｋｍ

的格网单元，每个格网单元服务于单一 ＵＥＳＶ，然后进行 ＳＰＳＳ 相关性分析、双变量全局自相关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为正数则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表现为协同关系，且系数越大，表明在时间上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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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供给、调节、支持与文化 ＥＳＶ 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ＳＶ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３０
分别为研究年的基准情景、生态保护、建设开发情景

系越显著；反之，则表现为权衡关系。 从基准情景、生态保护、建设开发三种情景下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和双

变量全局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来看，张掖市三种情景下的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均表现出一致的协同
关系。 从 Ｐｅａｒｓｏｎ 系数可知，协同关系显著程度为供给⁃支持＞调节⁃文化＞支持⁃文化＞供给⁃文化＞调节⁃支持＞

供给⁃调节；从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可知，显著程度为供给⁃支持 ＞支持⁃文化 ＞供给⁃文化 ＞供给⁃调节 ＞调节⁃支持 ＞调
节⁃文化，具体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不同情景 ４ 种生态系统服务相关分析结果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ｉｎ ２０３０

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基准情景

供给⁃调节 Ｓｕｐｐ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８４０

供给⁃文化 Ｓｕｐｐ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７１０ ∗∗∗

供给⁃支持 Ｓｕｐｐ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调节⁃支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调节⁃文化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支持⁃文化 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ｅ

∗∗∗

０．８８４

∗∗∗

０．８１１

∗∗∗

０．７８９

∗∗∗

０．８５０ ∗∗∗

∗∗∗、∗∗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水平上显著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生态保护

建设开发

基准情景

生态保护

建设开发

０．８４３

０．８４７

０．６７８

０．６８８

０．６８１ ∗∗

∗∗∗

０．９１６

∗∗∗

０．８１０

∗∗∗

０．８９５

∗∗∗

０．８１９ ∗∗∗
０．９６４ ∗∗∗

∗∗∗

０．９２０

∗∗∗

０．８６８

∗∗∗

０．８９６

∗∗∗

０．８２８ ∗∗∗
０．９６６ ∗∗∗

∗∗

０．７０２

∗∗

０．６５７

∗∗

０．６４７

∗∗

０．５９２ ∗∗
０．５８２ ∗∗

∗∗

０．７４１

∗∗

０．７０３

∗∗

０．７２６

∗∗

０．６７３ ∗∗
０．６６１ ∗∗

０．７２９ ∗∗
０．６６８ ∗∗
０．６８９ ∗∗
０．６５４ ∗∗
０．７１４ ∗∗

为探究张掖市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在内部空间上协同与权衡关系的聚类特征，参照已有经验 ［６］ ，本研究引

入双变量局部自相关分析法进行深入分析。 由于近年来张掖市经济发展较快，兼顾其显著性，选择建设开发
情景下的 ＵＥＳＶ 值表征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与权衡关系。 通过图 ６ 可以得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协同与权衡
关系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较为显著。 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四种服务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协同关系，集中分
布于张掖市轴线南北两侧区域，局部表现为权衡关系，零星分布于轴线中北侧区域和东南部地区。 轴线北侧、
西南侧的协同关系表现为低低集聚，主要由于建设用地数量较高以及城市迅速向外扩展导致；轴线东南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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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７

域协同关系表现为高高集聚特征，是因为此处林地、草地面积广，生态本底质量优越；表现为权衡关系的格网
主要分布于轴线中北侧、中南侧地区，北侧区域基本处于南部林草地外围，位于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耕地之
间的生态脆弱区；南侧区域则处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的交界地带，此二处区域生态系统易受经济发展破
坏，导致表现为权衡特征。 另外，供给—文化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在北侧区域较为显著，主要是因为该区域耕
地广布且位于城镇边界，粮食供给与景观服务发生取舍所致。

图６
Ｆｉｇ．６

４
４．１

２０３０ 年张掖市建设开发情景 ４ 种生态系统服务局部 ＬＩＳＡ 图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ＳＡ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ｉｎ ２０３０

讨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预测与权衡关系分析
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价较好地揭示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能直观反映自然的存在

价值 ［２７］ 。 而针对 ＥＳＶ 的时空演变的预测性分析能够表征其变化特征，为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制
定管理决策科学化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国内探讨 ＥＳＶ 时空演变的研究大多基于已有的土地利用变化等数据
对历史的 ＥＳＶ 变化特征进行总结 ［２８－３０］ ，而对其演变进行预测的较少。 与之相比，本文对多情景下张掖市 ＥＳＶ

时空演变的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同时，与部分学者的类似研究 ［３３］ 相比，本文在土地利用变化预测
中，基于 ＣＧＥＬＵＣ 模型和 ＤＬＳ 模型的集成，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变化两方面全面量化了土地系统的相互作
用趋势，实现了土地系统动态的定量模拟和空间降尺度，为不同情景下区域土地系统动态模拟和评估提供了
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高分辨率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输出数据进一步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预测
研究。 在空间权衡与协同关系方面，本文得出的结论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 ［６］ 。

４．２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城市发展模式建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张掖市的各项建设将使土地利用格局发生较大的变动。 张掖市目前还属于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容易在当前政策的激励下走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
展路径。 根据以往的认知 ［３１－３２］ ，张掖市生态系统结构较为脆弱，自然本底条件并不优越，同时作为黑河流域
内开发强度较高的绿洲城市，张掖市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人地矛盾日益凸显。 在“ 可持续发展” “ 生态城市” 等
战略背景下，合理统筹生态和经济效益成为张掖市未来发展道路上不能回避的问题。 本研究从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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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预测及核算的角度证实在生态保护和基准情景下，张掖的城市发展并不会对生态服务价值的稳定供给带
来威胁，侧面肯定了张掖市的经济高速发展潜力。 但是，受张掖市中部、东南部山地广布的地形特征制约，张
掖市适宜开发建设的区域与优质耕地分布区重合，易于引起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产生突出的矛
盾。 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情景下，张掖市的生态服务价值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表明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 而
张掖市位居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间的地形交汇地带，属于西部地理格局中的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对于西部生态结构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张掖市城市发展应避免走向城市无序扩张的模式，应尤其
注重耕地保护，坚守耕地红线不动摇。 严格限制高台县西南部和民乐县、山丹县中部等地出现耕地收缩的现
象。 同时，需重点关注肃南县、高台县北部以及甘州区的黑河湿地保护区和东大山自然保护区处未利用地向
生态用地发生的转变。 也可结合生态保护模式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著增加的机理，探索将大量的未利用地
向生态用地方向转化的合理模式。 在空间布局规划方面，需要重视东南—西北方向轴线两侧 ＥＳＶ 的异向协
同关系，严格落实生态红线制度保护南侧生态价值高的林草地，遏制中北侧建设用地与耕地向南侧扩张的明
显趋势；在技术条件可行的情况下，应优先支持中北部存量建设用地提高集约利用效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避免城镇边界粗放扩张，遏制高台县中部及西南部、民乐县中部和山丹县中南部城镇边界扩张并进一步侵
占周围农田的趋势；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低的高台县、临泽县北部等未利用地的规划意识，有计划地开
发其生态潜力。
４．３

不足与展望
本文主要有以下局限性：（１） ＥＳＶ 的评估采用了价值当量法，虽然进行了基于粮食价格和生物量的两次

修订，但研究以假设不变的 ２０１５ 年价值量进行预测，客观上存在高估或低估未来 ＥＳＶ 的可能；（２） 采用空间
自相关分析和相关系数方法研究 ＥＳＶ 空间权衡关系，缺乏对其内部机理的深入探讨；（３） 为有效表征 ＥＳＶ 空

间集聚规律，采用 ３ｋｍ 栅格聚合的方式进行研究，但此类空间分析具备复杂的尺度效应，结合原始数据精度，
该操作对 ＥＳＶ 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 未来的相关研究在内容上可以采取多尺度的 ＥＳＶ 时空
变化区域对比的思路，并改良土地利用数据精度，探索尺度效应对 ＥＳＶ 时空演变预测的影响；可以结合新一

轮政策丰富多样化的情景和发展路径预测，加强其现实意义；另外，对其时空演变规律的内在机理的研究也将
成为重要的突破口。 在方法上，可以尝试采用更为准确的 ＥＳＶ 评估方法，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加强对 ＥＳＶ 空
间权衡关系的认识。
５

结论
（１）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间，张掖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较为显著。 建设开发情景下，建设用地增长趋势最

为明显，耕地退化严重。 生态保护情景下张掖市的发展调动了大量的未利用地，将其转化为生态用地，但城镇
建设用地扩张最为和缓。 基准情景下林地、水域面积基本保持稳定，耕地、草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呈现相
互消长的关系。 人类活动、经济发展和政策干预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显著。
（２）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间，张掖市 ＥＳＶ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基准情景、生态保护情景和建设开发情景下分

别增加 ６．４３、１３．１６ 和 １．５３ 亿元。 其中，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建设开发情景 ＥＳＶ 增长趋势不断趋缓，并最终转向下
降态势，生态保护情景 ＥＳＶ 则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各时期的 ＵＥＳＶ 空间分布特征较为均一，其
中东南—西北轴线南侧 ＵＥＳＶ 整体较高，轴线北侧 ＵＥＳＶ 整体较低。 轴线南北两侧 ＵＥＳＶ 变化呈现两极分化
发展趋势，应受到高度重视。

（３） 分析张掖市供给、调节、支持、文化四种单项 ＥＳＶ 变化可知，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间，基准和生态保护情景

下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建设开发情景下调节、支持、文化三项服务 ＥＳＶ 呈现缓慢的增长趋势，且该情景下供
给服务则始终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推动张掖市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生态保护工作，落实生态保护修复
等政策，减轻城镇边界扩张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冲击。
（４）２０３０ 年三种情景下张掖市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关系表现一致，均表现为明显的协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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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空间分布上，东南—西北轴线南北两侧区域“ 高高协同” 和“ 低低协同” 的集聚分异明显；轴线中部区域
及轴线南部零星地区表现为“ 高低权衡” 和“ 低高权衡” 关系，主要分布于北部耕地、建设用地交错地带以及
南部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的交界地带，且供给—文化服务的权衡关系较为明显。 研究可为西部快速城镇化
发展地区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支撑中小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可
持续目标实现提供科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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