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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维西县塔城镇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及其 

空间格局变化研究* 

李卓卿 许建初卜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650204；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昆明 650034) 

摘 要 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结合野外实地参与式调查，从土地利用类型和空间格局角度，对滇 

西北维西县塔城镇 1990和 1999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塔城镇 1O年间土地利用 

类型和空间结构变化较小，仍以有林地为主。但高覆盖度林地、中覆盖度林地和低覆盖度林地的结构 

发生了变化，低覆盖度林地从9．93％增加到 18．30％，增加 8．37％；高覆盖度林地减少 5．35％；中覆盖 

度林地减少5．15％，森林植被质量下降。土地利用／地表覆盖景观变化最大的区域在海拔 3 400 In以 

上的塔城镇的东南角和西南角。景观多样性、优势度降低，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严重影响该地区滇金 

丝猴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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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land cover and spatial pattern change in Tacheng township，Weixi County，Yunnan Province．LI 

Zhuoqing ，XU Jianchu ( 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China； Yunnan Academy of Environment Science，Kunming 650034，China)．Chinese Journal of Ecolo． 

gY，2005，24(6)：623～626、 
This paper studied the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between 1990 and 1999 in Tacheng township。W eixi County 

of Northw t Yunna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little change in main land use type and in spatial structure 

within 10 years，with the land still predominantly forested 、However，the forest structure had changed from predomi— 

nantly highdense canopytomi dge canopy and open canopy．amongwhichthe  op~a'l canopyincreasedfrom 9．93％ tO 

l8．30％，with a net gain of 8．37％ ，high dense canopy lost 5．35％ and mi dge canopylost 5．15％ ，resulting in the 

decrease of forest quality．The land~ape of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s m~inly happened in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of Tacheng above altitude 3 400 In．The decrease of landscape diversity 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had great irn— 

pacts on the habitats of Rhinopithecus&'eti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land use／land cover，spatial change，landscape，Rhinopithecus bieti，habitat． 

1 引 言 

土地利用是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形成的，是 自然与社会过程交叉最为密切的问 

题【2 J。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是生态环境变化研 

究的重要内容。土地利用与某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密切相关，土地利用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 

社会发展的指标之一 J。土地利用的变化过程和 

发展趋势揭示了人、地和环境之 间的发展关系及人 

类活动和社会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期以 

来，生态学缺乏把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和地理尺度 

结合到一起来研究，而景观生态学研究方法正是强 

调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J。从土地 

利用／地表覆盖景观格局变化的角度，分析土地利用 

的变化趋势突出了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概念，弥补了 

传统研究方法在空间格局上的不足。 

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是连接白马雪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筹建中的老君山自然保护区的天然 

走廊，是滇金丝猴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其生态环境问 

题和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趋势备受关注。研究该 

区域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可以认识这个具有特 

殊地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与变化趋势， 

为土地合理规划布局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2．1 自然概况 

云南省维西县塔城镇位于云南高原西北部(99。 

10 30 ～99。32 49 E，27 18 3 ～27。40 40 N)，地处 

丽江、中甸、德钦、维西的结合部，自然生态环境较 

好。境内有萨马阁、雅砻箐、柯功箐等原始森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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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云南红豆杉(Taxus yunnanensis)、云南榧树 

(Torreya yunnanensis)等多种植物。森林中有 30 

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如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狼(Canis i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生物 

多样性丰富[6l。辖区人 LI 15 123人，由汉族和藏 

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回族和普米族等少 

数民族构成。面积 807 km ，平均海拔较高，其中海 

拔高 于 3 000 m以上 的土 地 面 积 占总 面 积 的 

57．68％。年均气温 15 cI=，年均降水量 850 mm。 

森林植被类型主要有半湿润常绿阔叶林——青 

冈栎林(Cyclobalanopsis spp．)；暖温性针叶林——云 

南松林(Pinus yunnanesis)；北亚热带针、阔混交林 
— — 云南松、华山松(P．armandii)、高山栎林(p 卜 

CUS semicarpifolia)；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青冈栎 

林、光叶石 栎林 (Lithocarpus spp．)、川 滇高 山栎 

(Quercus~quifolioides)；落叶阔叶林——槭树(Aeer 

spp．)、红桦 (Betula spp．)、箭竹林(Sinarundinaria 

spD．)；寒温性山地硬叶常绿阔叶林——黄背栎(Q． 

pannosa)、红毛花楸木(Sorbus spp．)；寒温性针叶林 
— — 长苞冷杉(Abies georgei)、杜鹃(Rhododendron 

spp．)、箭竹林、冷杉(Abies spp．)、云杉(Picea spp．)、 

澜沧江黄杉(Pseudotsuga forresti)；硬叶栎灌丛——矮 

高山栎灌丛(Q．semicarp!folia scrub)；杂类草草甸 
— — 喜马拉雅大黄(Rheum delavayi)、嵩草草甸( 一 

1990定 

图 1 1990和 1999年土地利用／地表覆盖类型图 

Fig．1 Land use／land covermaps of1990 and1999 

bresia spp．)和早熟萎陵菜草甸(Poa spp．一Potenlilla 

spD．)；流石滩疏生草甸——垂头菊疏生草甸(Cre— 

manthodium spp．)。 

2．2 研究方法 

2．2．1 地形 图和坡度 图的建立 采用测绘局 

1：50 000地形图，ERDAS软件进行校正和坐标转 

换，GeoWay3．0软件进行数字化，完成等高线、山 

顶、水系、居民点等图层，采用 ARC／INFO8．3制作 

坡度图。 

2．2．2 土地利用类型的判读和解译 选用 1990年 

1 1月和 1999年 12月 TM卫星影像数据。应用 

ERMAPPER6．0和 ERDAS8．6遥 感处 理 软 件、 

ARCINF08．3和 ARCVIEW3．3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进行分析处理；据遥感判读可能达到的精度，建立 7 

个类型的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分析系统，即高覆盖度 

林地、中覆盖度林地、低覆盖度林地、旱地、水田、荒 

草地和水体；遥感分类使用决策树法，用 ch4／ch2 

提取水体，用 NDVI划分植被和非植被层；使用 

ch4／ch 3指数、监督分类等手段判读高覆盖度林地、 

中覆盖度林地、低覆盖度林地、旱地、水田和荒草地； 

转换土地利用栅格数据为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并叠 

加海拔因子和坡度因子，修改明显判读失误的类型。 

按 1：100 000精度归并斑块，形成 1990和 1999年土 

地利用／地表覆盖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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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空间格局分析方法[1,3--5,7,8] 景观多样性 

指标(Shannon．Wiener指数 H) 
n 

H =一 (P )×In(P ) 
i=l 

式中，，z为土地利用类型总数，P 为第 种土地利用 

类型占总面积的比例。 

景观破碎化指标 FN 

FN =tN b一1 7 N c 

FN2= MPS(N／一1)／N 

式中，FN1为整个研究区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FN2 

为研究区内各类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N 为土地利 

用各类斑块总数，N，为用栅格个数表示的研究区景 

观总面积(最小斑块面积除景观总面积)。MPS为景 

观内各类元素的平均斑块面积。N，为景观中某一景 

观类型总数。 

景观斑块数(N)和平均面积(AA)的景观斑块 

数的多少和平均面积从另一个角度对破碎度进行描 

述。对自然景观来说，斑块数的增加和平均面积的减 

少是受干扰的象征；而对人工景观来说，斑块数的减 

少和平均面积的增加表明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地表覆盖类型的变化 

从表 1可见，塔城镇从 1990～1999年的土地利 

用最显著的变化是低覆盖度林地面积大幅度增长， 

高覆盖度林地和中覆盖度林地都显著减少。林地内 

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高、中覆盖度林地变为 

低覆盖度林地，说明人类在这一时期曾进行大规模 

地采伐活动。旱地和荒草地面积有所增加，水田面 

积减少，这主要是由于 TM卫星影像的采集时间为 

11～12月，水田的光谱特征极易被误判成旱地和荒 

草地。水体变化不大，变化率不超过其面积的2％， 

可以认为未发生变化。 

表1 塔城镇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hm2) 

Tab．1 Change of land use／land cover in T 

3．2 土地利用／地表覆盖结构的变化 

从图2可知，在 1990和 1999年的土地利用结 

构中，有林 地 面 积 占 的 比重 最大，1990年 为 

85．40％，1999年为83．27％。而在有林地内部的结 

构中发生了较大变化，低覆盖度林地所占比例由原 

来的9．93％上升至 18．30％；而中覆盖度林地由原 

来的 22．82％下降至 17．67％；高覆盖度林地 由 

52．73％下降至47．38％。旱地、荒草地发生了一些 

变化，旱地从原来的 6．47％上升至 7．90％；荒草地 

从5．13％上升至 6．42％。从 1990～1999年，有林 

地的面积尽管有所萎缩，但它仍然是塔城镇最主要 

的土地利用类型。旱地和荒草地的比重有所上升的 

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林地遭受破坏后，被开垦成为旱 

地或丢弃后形成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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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1999年土地利用／地表覆盖结构变化 

Fig．2 Structure change of land use／lan d cover from 1990 to 1999 

A：高覆盖度林地；B：中覆盖度林地；C：低覆盖度林地；D：旱地；E：水 

田；F：荒草地；G：水体 

3．3 土地利用／地表覆盖空间格局的变化 

3．3．1 土地利用／地表覆盖景观多样性分析 通过 

计算，1990年景观多样性指数(H)为 1．343；1999 

年为 1．442，表明从 1990～1999年，景观多样性呈 

下降趋势，各种景观类型的偏离程度减小，土地利用 

的各种类型向均值方向发展。 

3．3．2 土地利用／地表覆盖景观破碎化 从表2可 

知，斑块 总数 由 4 445块上 升到 5 173块，增长 了 

16％。从类型上看，低覆盖度林地的斑块数增加的 

最多，共增加了268块；其次是旱地、荒草地，分别增 

加 175和 121块；中覆盖度林地和高覆盖度林地分 

别增加 80和 78块。从 1990～1999年，土地利用的 

平均面积减少了 279．11 hm 。其中水田的平均斑 

块面积减少量最大，为 1 937．123 hm 。分析表明， 

造成这一异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判读误差。由于光 

谱特征的季节性差异，连片的水田被一些误判类型 

所分割，使水田的平均面积发生很大变化。高覆盖 

度林地平均斑块面积减少量位居第二，减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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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8 hm2。低覆盖度林地的平均面积未减少，反而 

增加了3．307 hm2。主要是由于采伐面积的扩大使 

原本隔离的单个斑块合并。 

表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数、平均面积和景观破碎化(FN ) 

指数 

Tab．2 Number of patches．average 8rea and fragmentation of differ- 

ent solI nsage types 

N：斑 块效 ；AA：半均 面积 ；FN2：景观 破碎化 ． 

塔城镇 1990年的景观破碎化指数 FN 为 

0．000 10；1999年的为0．00 013，说明这一地区的景 

观比较完整。没有明显的破碎化现象。在各个景观 

类别中，FN2在 1990和 1999年都是以高覆盖度林 

地为最高，分别为 0．526和 0．473。在 1990年，其 

后的 FN2指数排序为中覆盖度林地景观>低覆盖 

度林地景观>旱地景观>荒草地景观>水体景观> 

水田景观。而在 1999年，其后的 FN2指数排序为 

低覆盖度林地景观>中覆盖度林地景观>旱地景观 

>荒草地景观>水 田景观>水体景观。 

总的说来，塔城镇整体景观仍然比较完整。但由 

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各类土地利用／地表覆盖景观的 

破碎化程度加深。林地受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其 

中高覆盖林地和低覆盖度林地受人类干扰最严重。 

目前，塔城镇林地中大概生存着 500多只滇金丝猴， 

林地的破碎化和片断化对它们造成很大影响。现有 

滇金丝猴已被分成两个大的种群，两个种群之间是 

否还存在基因交流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林地受人 

类活动影响的加深，塔城镇境内生存的滇金丝猴种 

群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4 结 论 

从 1990～1999年，塔城镇的土地利用／地表覆 

盖未发生较大改变。处于优势地位的土地利用／地表 

覆盖类型仍为有林地；在有林地中，高覆盖度林地、 

中覆盖林地和低覆盖度林地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低覆盖度林地的面积增加，高覆盖度林地和中覆 

盖度林地减少；塔城镇地处滇西北林业采伐中心区 

域，森林郁闭度的下降和森林质量的降低与20世纪 
90年代的大规模商业采伐有关[to]。大规模砍伐行 

为发生在塔城镇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图 1)，其平均 

海拔均在 3 400 m以上，是云杉、冷杉林的主要分布 

区，地势稍缓，便于砍伐和运输；随着人类干扰活动 

的增强，景观多样性和优势度降低，土地利用类型向 

着均值的方向发展，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其中，高 

覆盖度林地、低覆盖度林地和水田是受干扰最严重 

的类型；高海拔地区森林覆盖率的下降和生境的破 

坏将对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和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加 

强高海拔森林植被的恢复，保护滇金丝猴的生境和 

栖息地是摆在当地政府和有关保护部门面前的重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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