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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２０ 年来巢湖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估与时空演化机制
黄木易，何

∗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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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３ 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 遥感影像及 ＤＥＭ，应用 ＧＩＳ 方法开展巢湖流域景观格局特征分析

及生态风险网格化定量评估． 研究表明：（１） 近 ２０ 年来，巢湖流域景观格局特征变化明显，表现为建设用地景观破碎度、
分离度均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农地、林地与水体景观破碎度、分离度均呈上升趋势． （ ２） 生态风险时序分析表明，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年，巢湖流域低、较低和中等级生态风险区域面积在逐渐缩小，而较高和高等级生态风险区域范围在不断蔓延． 近 ２０

年来，巢湖流域生态风险主要由低级向高级转化，面积达 ６０２５ ｋｍ２ ，是由高级向低级转化面积的 ２．３０ 倍． （ ３） 生态风险时
空演化机制分析表明，巢湖流域生态风险变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北、西南和东南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 近 ２０ 年
来，巢湖流域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受到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影响，高强度土地利用模式及县域经济活力的
释放叠加于本身脆弱的流域生态条件，对景观生态系统造成的强烈干扰促进流域生态风险整体有恶化趋势，需重点加强
中级以上生态风险区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 因此，生态风险演化趋势体现了该流域自然特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
景观生态系统干扰的压力响应．
关键词： 景观格局；生态风险；网格化采样；城市化；巢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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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是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综合生态地域系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流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活

动的强烈扰动叠加于自然因素之上，加剧了流域内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胁迫，其生态压力和风险日益增加 ［１⁃２］ ．

生态风险是指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生态功能受到外界胁迫，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对该系统健康、
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产生不良影响的一种状况 ［３］ ． 国外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起步早，从最
初主要关注化学、有毒污染物等单一风险源对环境、健康和土壤影响发展到多风险源在种群、生态系统、海
洋等更大尺度上对多受体影响的研究，国内生态风险研究则集中在水环境化学生态风险评价 ［４］ 、区域和景
观生态风险评 价 上 ［５⁃９］ ． １９９０ｓ 以 来， 生 态 风 险 指 数 法、 ＲＲＭ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Ｍｏｄｅｌ） 、 ＰＥＳＲ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和计算机模拟法等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流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中 ［１０⁃１５］ ． 生态风险区是以
景观作为具有高度空间异质性的区域，它是由相互作用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以一定的规律所组成． 区域
生态系统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景观结构组分（ 或景观要素） 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以及功能的变化和演替

上 ［１６］ ． 因此，生态风险分析可从景观结构出发，综合评估各种潜在生态影响类型及其累积性后果 ［３］ ． 目前，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是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重要内容，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１７］ ，而大尺度的流域景观生态风
险定量化评估及生态过程机制等相关研究仍缺乏．

巢湖流域地处中部地带，是安徽省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开发区域、皖江城市带示范
区主战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其景观结构、生态环
境和水土资源承载力日益受到严重影响，大城市扩张对巢湖流域生态服务价值损益作用明显，并呈现逐年
加剧趋势 ［１８⁃２０］ ．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强烈扰动叠加于自然因素的影响之上，加剧了该地区生态风险恶化
的可能． 目前，巢湖流域相关研究中缺乏对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定量化评估、演化趋势及机理机制分析，巢湖
流域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高速的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消耗及高强度的土地利用
必然造成土地生态系统的巨大压力． 本文基于遥感、ＧＩＳ 技术以及景观生态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开展巢湖流
域景观格局特征及生态风险网格化定量评价，探索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风险时空差异特征，揭示生态
风险时空演化规律及机制． 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未来巢湖流域生态规划、景观结构调整及格局优化、
生态风险预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决策等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巢湖（３１°４３′ ～ ３２°２５′Ｎ，１１７°１６′ ～ １１７°５１′Ｅ） 流域位于安徽省中部，长江流域下游左岸，行政区划涉及

１１ 个县及合肥市辖区、六安市辖区和巢湖市辖区． 流域总面积约 １４０００ ｋｍ２ ． 地势南高北低，西南为山区，东
北为丘陵及浅山区，沿湖及东南为平原． 巢湖周围共有大小入湖河流 ３３ 条 ［２１］ ． 研究区所在位置见图 １ 所示．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利用三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影像数据（ 其中 １９９５ 年为 １ 月份，２００５ 年 ＴＭ 及 ２０１３ 年 ＥＴＭ 为 ３ 月份） 和
＋

＋

ＤＥＭ 数据（ 格式为 ＧＲＩＤ 的 ＳＲＴＭ 数字高程数据，来源于美国对地观测全球高程数据，分辨率为 ９０ ｍ） ． 首先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的水文分析模块对 ＤＥＭ 进行巢湖流域范围提取． 其次，利用 ＥＲＤＡＳ ２０１３ 对 ３ 期遥感影像
进行几何纠正、拼接、直方图匹配等图像预处理． 最后，利用提取的巢湖流域范围对拼接处理后的遥感影像
进行裁剪，并对影像进行解译，结合流域的景观特点，将研究区分为农地、林地、水体、建设用地 ４ 种景观类
型． 对 ３ 期遥感影像的分类结果进行精度检验，其 Ｋａｐｐａ 系数均在在 ０．７５ 以上，符合研究要求．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评价单元采集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对研究区范围进行网格化，从而采集生态风险评价单元． 按照研究区景观斑块平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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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７

积 ２ ～ ５ 倍 ［２２］ 进行网格采样，具体采用 ３ ｋｍ×３ ｋｍ 的正方形网格对巢湖流域（ 图 １） 进行空间网格化采样，共
采集评价单元小区 １５４８ 个． 分别计算每一采样评价单元（ 生态风险评价样本） 的生态风险指数值，以此作为
评价单元中心点的生态风险水平，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空间插值分析的样本．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及巢湖流域生态风险评价单元网格化采样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２ 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构建
生态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区域生态系统所受外部干扰的强弱和内部抵抗力的大小． 区域系统所受的外部

干扰越大，系统对外部干扰的抵抗力越小，区域系统的生态风险越大，反之越小 ［８］ ． 区域景观空间格局的研
究是揭示该区域生态状况及空间变异的有效手段． 景观所受的干扰度越大，则景观的敏感性亦越强，抵抗外
界干扰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越弱，其生态风险也就越大 ［２３］ ． 为探讨流域景观格局与生态风险的关系，通过
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定量分析研究来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于景观格
局指数，如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度建立景观干扰指数，结合景观敏感度指数建立景观损失指
数，在此基础上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其计算公式 ［２３］ 为：
ＥＲＩ ｋ ＝

Ａ ｋｉ

∑Ａ
ｍ

ｉ＝１

ｋ

·ＬＬ ｉ

（１）

式中， ＥＲＩ ｋ 为第 ｋ 采样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ＬＬ ｉ 为景观生态损失指数； Ａ ｋｉ 为采样区景观面积； Ａ ｋ 为第 ｋ

采样区的面积；ｍ 为采样区网格单元内景观类型数目； ｉ 为农地、林地、水体和建设用地 ４ 种景观类型（ 下
同） ． ＬＬ ｉ 计算公式为：

ＬＬ ｉ ＝ １０ × Ｕ ｉ ·Ｓ ｉ

式中， Ｕ ｉ 为景观干扰指数； Ｓ ｉ 为敏感度指数；参考相关文献

［６，２４］

（２）

，结合巢湖流域景观分类的实际情况，按敏感

性高低对 ４ 类景观类型的 Ｓ ｉ 分别赋值，水体为 ４，农地为 ３，林地为 ２，建设用地为 １，归一化后得到各景观类
型的敏感度指数． Ｕ ｉ 计算公式为：

（３）

Ｕ ｉ ＝ ａ·Ｃ ｉ ＋ ｂ·Ｆ ｉ ＋ ｃ·Ｄ ｉ

式中， Ｃ ｉ 为景观破碎度； Ｆ ｉ 为景观分离度； Ｄ ｉ 为景观优势度；ａ、ｂ 和 ｃ 分别为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度的权
重，参考前人研究结果 ［６，２４］ ，对其分别赋值为 ０．３、０．２ 和 ０．５． 限于篇幅，关于景观破碎度 Ｃ ｉ 、景观分离度 Ｆ ｉ
和景观优势度 Ｄ ｉ 计算公式参考文献［６，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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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４）

２．３ 空间分析方法

流域生态风险指数是一种空间变量，其空间异质性可利用地统计学方法进行空间分析 ［６］ ． 本文采用地

统计学中半方差函数进行区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分析，具体应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对生态风险指数进行克里格空
间插值，进而分析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差异特征． 变异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γ(ｈ) ＝

１
２Ｎ ( ｈ )

∑

ｎ(ｈ)
ｉ

[ Ｚ ( ｘｉ ) － Ｚ ( ｘｉ ＋ ｈ ) ]

（４）

２

式中，γ（ ｈ） 为变异函数；Ｚ（ ｘ ｉ ） 和 Ｚ（ ｘ ｉ ＋ｈ） 分别为系统某属性 Ｚ 在空间位置 ｘ 和 ｘ ＋ ｈ 处的值； Ｎ（ ｈ） 为样本
对数； ｈ 为空间距离． 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将生态风险指数网格值赋予其中心点，完成生态风险空间插值点
样本的采集，基于该样本计算得出实验变异函数，从而进行理论半变异函数的拟合． 本文主要采用拟合结果
较理想的球状模型进行生态风险空间插值．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巢湖流域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分析
景观特征可以用数量化的景观指数方法和空间
统计学方法来计算和描述，从而反映景观生态的结
构、功能与过程，数量化的景观指数即景观格局指数．
景观异质性是许多基本生态过程和物理环境过程在
空间和时间尺度连续体上共同作用的产物 ［２５］ ． 利用
Ｐａｔ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ｔ 扩展模块，应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０ 计算研究
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３ 年流域景观斑块水平 格局 指

图 ２ 巢湖流域景观格局指数
变化特征（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年）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数，结果显示，在近 ２０ 年间，巢湖流域景观格局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图 ２） ．

景观格局特征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建

设用地景观破碎度、分离度均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优势度呈上升趋势． 与其他景观类型相比，建设用地
景观格局变化的机制相对复杂，主要由于建设用地

景观类型既受自然，又受到社会、经济等人为因子的强烈影响和干扰有关 ［２６］ ． 农地景观破碎度、分离度指数
呈现上升趋势，优势度先上升后下降，总体呈上升趋势． 林地和水体这两种也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景观类
型，其破碎度和分离度的变化趋势与农地景观一致，呈上升趋势，但优势度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景观破碎化
加剧将会对流域生态系统的过程、功能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具有显著的影响． 分离度指数呈上升趋
势，反映出流域景观类型的分布趋于从集中向分散转变，景观类型聚集程度和连通性下降． 因此，需要加强
对农地、林地和水体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上升的管控，避免过高的破碎化对土地生态系统产生的不利
影响．
３．２ 巢湖流域生态风险时空演化及机制分析
３．２．１ 网格单元生态风险指数变化分析

利用公式（ １） ，分别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３ 年巢湖流域研究区 １５４８

个评价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进行计算． 结果表明，巢湖流域 １９９５ 年生态风险指数值介于 ０．２６１７ ～ １．００４３ 之
间，均值为 ０．４７０８；２００５ 年生态风险指数介于 ０．１９１９ ～ １．０８３９ 之间，均值为 ０．５３１７；２０１３ 年生态风险指数介
于 ０．０１１３ ～ １．２６６２ 之间，均值为 ０．５５００． 从最小值、峰值和均值来看，２０１３ 年较 １９９５ 年生态风险指数最小值
在下降，峰值和均值均趋于上升，其中均值增加幅度较小，峰值增加较为明显，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０４３ 上升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２６６２，增长 ２６．０８％ ，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

３．２．２ 生态风险时空分布及差异分析

为了比较巢湖流域生态风险指数的等级空间变化，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 将研究区生态风险指数（ ＥＲＩ） 划分为 ５ 个等级，分别为低生态风险（ ＥＲＩ≤０．２２２０） ，较
低生态风险（０．２２２０ ＜ ＥＲＩ ≤０． ４３５７） ，中 生态 风险 （ ０． ４３５７ ＜ ＥＲＩ ≤０． ５６８９） ， 较 高 生 态 风 险 （ ０． ５６８９ ＜ ＥＲＩ ≤

０．７０３４） 和高生态风险（ ＥＲＩ＞０．７０３４） ． 结果显示，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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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等级转移矩阵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年） （ ｋｍ２ ）

中生态风险区域呈下降趋势，而较高、高生态风
险区域呈上升趋势． 其中，１９９５ 年，以中、较低生
态风险为主，而 ２００５ 年以后以中、较高生态风险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为主（ 图 ３ 和表 １） ． 近 ２０ 年来，巢湖流域生态风

险等级相互转化主要类型有 １７ 种，其中由高级 生态风险等级
向低级转化的类型有 ８ 种，即高向较高、高向中、
低

高向较低、较高向中、较高向较低、中向较低、中
向低和较低向低，转化面积为 ２６１８ ｋｍ ；而由低

中

级向高级转化的类型达 ９ 种，即低向较低、低向

较高

中向较高、中向高和较高向高，转化面积达 ６０２５

２０１３ 年总计

中、低向较高、较低向较高、较低向高、较低向中、

较低

中

８４

８２

１６９

１０

５５４

２７１４

０

７３

１０１

０

高

面积净变化

研究表明，近 ２０ 年来，巢湖流域的生态风险由低

低
３５

较低

２

ｋｍ２ ，是由高级向低级转化面积的 ２．３０ 倍（ 表 ２） ．

７８９

４８

２１９

高 １９９５ 年总计

较高
１７

０

３４２

９０９

１５９１

５１９

３１０２

９６１

６７３

２８１

２１３５

１５１４
６６５

１２９
９７７ ４８４４ ４４６０
－２１３ －２１２５ －９０１ ２３２５

９５３
３６２

２１１５
９１４

５７４５
１２０１

１２５２５
０

等级向高等级转变，整体上有恶化趋势，今后应重点加强中级及以上生态风险区域的生态保护、规划与建设
工作． 本文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地统计模块对采样网格单元风险指数值进行插值，流域生态风险空间差异特征
显示（ 图 ４） ，巢湖流域近 ２０ 年来的城市化过程中，低、较低和中生态风险区域范围在逐渐缩小，而较高和高
生态风险等级区域不断蔓延．

图 ３ 巢湖流域网格单元生态风险指数计算结果（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ｅ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表 １ 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等级面积统计

风险
级别
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

面积 ／
ｋｍ２
３４２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１９９５ 年

占流域面
积比 ／ ％

占流域面
积比 ／ ％

２４．７７

１５１
－１５０６

１５９６

１２．７４

２１３５

１７．０５

１９０２

４０３７

３２．２３

１２０１

４５．８７
９．５９

－８８９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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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

２００５ 年

３１０２
５７４５

２．７３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年
面积变化 ／ ｋｍ２ 面积 ／
ｋｍ２

４８５６
１５４３

３．９４

３８．７７
１２．３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
面积变化 ／ ｋｍ２ 面积 ／
ｋｍ２

２０１３ 年

占流域面
积比％

－３６４

１２９

１．０３

－１２

４８４４

３８．６７

５７２

２１１５

１６．８９

－６１９
４２３

９７７

４４６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年
面积变化 ／ ｋｍ２
－２１３

７．８０

－２１２５

３５．６１

２３２５

－９０１
９１４

研究表明，巢湖流域土地利用程度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性 ［２８］ ，景观

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规律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流域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的特点． 巢湖流域生态风险时空差异
分析显示，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３ 年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差异变化较大，主要变化区域集中在北、西南和东南部
（ 图 ４） ． 巢湖流域生态风险演化趋势体现该区域自然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生态风险空间演化机制
可以从 ２ 个阶段和 ３ 个变化区域来分析：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４．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４

５ 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 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０６

７９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４）
第 １ 阶段为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年期间，该阶段，巢湖流域生态风险变化区域主要发生在合肥市区、肥东县、肥

西县、六安市金安区和舒城县境内，此期间合肥市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平稳，尤其合肥市区在生态园林规划与
绿化建设中投入较大，生态环境质量较高，自 １９９２ 年获得国家“ 园林城市” 荣誉称号后，园林绿化建设工作
力度不断加强 ［２９］ ． 同时，城市市区土地开发强度平稳，建设斑块逐步聚合，破碎度下降，斑块与斑块之间的
分离度下降，表现在生态风险趋于下降，低和较低生态风险范围扩大． 而县域相对市区较为稳定的空间结构
来说，在城镇建设、土地开发、交通基础设施新建等方面的力度大，高强度的县域城镇建设使得景观斑块更
加破碎，斑块之间的分离度增加，景观结构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趋于退化，增加了生态系统恶化的风
险，表现为生态风险等级上升、面积增加．

图 ４ 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空间分布（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
第 ２ 阶段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期间，该阶段巢湖流域迎来了区域发展的重要机遇，包括 ２００６ 年国务批准的

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２０１１ 年安徽省巢湖地级市的撤销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合肥经济圈建设和
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目标确定． 巢湖流域是皖江城市带的主战场，另外，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巢湖地区被撤
销合并（ 庐江、巢湖市区划归合肥市；无为、和县沈巷镇划归芜湖市；含山、和县除沈巷外部分划归马鞍山
市） ，区划调整后的县域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城镇化、工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经济水
平显著提高． 该阶段，巢湖流域核心城市合肥市处于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时期，着力加强对滨湖新区、老城
区和政务新区的建设与改造，推进现代化中心城区的构成． 同时，加强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城
市内、外部交通网络优化改造． 合肥市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的推动必然造成高强度
土地利用模式． 城市化、工业化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土地生态系统的压力响应，城市空间格局
调整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干扰增强，景观生态风险趋于上升． 该阶段的流域生态风险空间演化规律表现为：合
肥市区生态风险等级上升，由低、较低向较低、中和较高转变；划归合肥市的巢湖市区、庐江县由较低和中等
级演变为中、较高等级风险；划归芜湖市的无为县由较低、中和较高等级向较高和高等级变化；划归马鞍山
市的含山县、和县主要表现为由中、较高向较高和高等级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国百强县和安徽省十
强县之一的肥西县及其西南部邻近区域，在该阶段的发展主要依托在原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上拓展，城市建
设逐步集中连片发展，表现为建设用地斑块破碎度和分离度进一步降低，生态风险趋于优化． 另外，六安市
舒城县中南部、岳西县东北部由于近年来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及水土流失导致了生态系统破坏，生态风险上
升的趋势也要引起关注． 整体上，该阶段巢湖流域生态系统受到了政策驱动下的强烈人为活动干扰，生态风
险演化特点表现为：局部优化整体恶化；低级别风险区域范围缩小，高级别范围扩大；生态风险变化空间性
强，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紧密；流域东部较西部区域变化大．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ＧＩＳ 和遥感平台，应用景观生态学研究范式，对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网格化定量评估，并对空间

演化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流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变化特征和风险转化规律．

流域景观格局分析表明，近 ２０ 年来，巢湖流域建设用地、农地、林地和水体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整体呈上升
趋势，反映出流域景观类型的分布趋于从集中向分散转变，景观类型聚集程度和连通性下降． 生态风险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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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显示，巢湖流域近 ２０ 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低、较低和中生态风险区域在逐渐下降，较高和高生态风险
区域不断蔓延． 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等级转换呈多样化，其中，以低级向高级转化类型为主，整体上流域生态
风险有恶化趋势，今后应重点加强中级以上生态风险区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 空间差异及演化机制分
析表明，生态风险变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巢湖流域北、西南和东南部，生态风险空间演化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的空间差异． 随着皖江城市带产业示范区的设立，以合肥市为核心的巢湖流域社会
经济显著增加，而安徽省撤销巢湖地级市进行区划调整更释放了县域经济活力，城镇化、工业化推动流域社
会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对土地利用也产生了强烈干扰． 其次，森林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加剧、湖泊和湿地
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脆弱的生态条件叠加人为活动的强烈干扰，加剧了流域生态风险恶化的趋势．
目前，巢湖流域面临着新一轮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未来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流域经济发展，应当首
先加强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优化流域生态系统，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实现
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针对生态风险中级及以上区域，必须加大土地利用规划对建设
用地扩张中土地利用开发强度的管控力度，尽量减轻建设过程中的人为活动对农地、林地和水体等生态功
能景观类型的破坏与强烈干扰，保持景观完整性和连通性，降低景观破碎化程度和分离度有利于生态系统
功能的正常发挥． 对于城市内部用地，应当通过城市规划严格控制建筑密度，合理调整城市内部用地结构，
加强绿地规划与建设，引导城市景观生态资源的合理配置． 巢湖流域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优化区域内
城市生态系统，增加城市生态风险抵抗力有助于降低生态风险水平． 最后，要大力加强巢湖流域上游局部区
域的森林保护与水土流失治理，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水土保持能力，优化生态系统条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特别要加强对巢湖水域、湿地风景区周边及生态脆弱区的土地利用用途管制，避免生态系统遭受人为活动
的扰动带来的生态风险上升． 本文由于受限于遥感影像的分辨率和研究的尺度等，关于巢湖流域生态风险
演变生态过程的机理等问题将会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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