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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调水调沙期河口湿地景观格局演变 

张爱静 ，董哲仁 ，赵进勇 ，岳成鲲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2．黄河口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山东 东营257091) 

摘 要：以2003--2010年遥感影像为基本信息源，在3s技术支持下，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定量分析调水调沙以来黄河 

口自然保护区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讨论了影响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自调水调沙以来， 

保护区内景观类型分布特征发生明显变化，湿地生态系统呈明显的正向演替趋势；自然保护区景观类型多样性与异质性 

增加，景观形状复杂程度提高，斑块细化程度提高，景观破碎化非常微弱，景观格局生态状况总体上有较大提高；湿地生 

态补水工程与黄河水资源补给增加是促进景观格局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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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W etland Landscape Pattern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During W ater 

and Sediment Regulation 

ZHANG Ai-jing‘，DONG Zhe—ren ，ZHAO Jin-yong ，YUE Cheng-kun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Yellow River Estuary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Bureau，Dongying 257091，China) 

Abstract：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and its dynamic change since water and sediment regulation 

were an alyzed quantitatively using 3S technology and Landsat TM images from 2003 to 2010．The driving forces of wetland landscape pattern change 

were also discussed．Th 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c~ e type is chan ged obviously with the positive succession of wetland 

ecosystem．Since 2003，the landsc~ e diversity and heterogeneity，the landscape shape complexity，the landscape separation have increased．In 

addition，the patch fragmentation is also negligible which implies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 of wetland landsc~e has improved gradually．Th e wetland 

ecological water supplement project and the increase of river replenishment during water and sediment regulation are recognized as the principle 

driving forces for landscape patter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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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景观格局的形成、动态及其与生态 

学过程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景观格局是指景观的空间结构特 

征，包括景观组成单元的多样性和空间配置⋯。景观格局是景 

观异质性的具体体现，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的作用结 

果，景观格局研究是景观功能与动态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海陆交界、淡咸水 

交汇处，是以保护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资源为 

主体的湿地保护区，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研究中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为遏制保护区湿地严重萎缩趋势，2003年 

通过筑闸坝蓄水、蓄淡压碱等措施实施湿地恢复工程以改 良退 

化湿地，2008年以后结合黄河调水调沙进行湿地生态补水， 

2008年、2009年分别向保护区湿地补水 1 356万 、1 508万 1TI 。 

实施湿地恢复工程与生态补水之后，保护区湿地景观格局的演 

变能够反映湿地生态功能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景观格局研究是湿地研究的热点之一 ，已有学者在 

湿地景观结构动态变化、驱动力分析、环境效应等方面进行大 

量研究 。 。笔者借助 3s技术，分析调水调沙实践以来黄河 

口自然保护区湿地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 ，评估湿地景观生态状 

况的变化趋势，为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提供必要的 

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研究方法 

1．1 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黄河三角洲黄河现行人海流路两侧。自然 

保护区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 

同期，年平均气温 12．1℃ ，年平均降水量551．6 mm。自然保 

护区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越 

冬栖息地和繁殖地，是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保存最完 

整、面积最大的湿地类型保护区。 

1．2 数据处理与景观类型分类 

选取2003--2010年9—1O月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作 

为数据源，利用 ArcGIS和 ENVI平台，进行几何校正、彩色合 

成、信息增强等处理，根据研究区域的影像光谱特征、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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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与野外调查资料，建立各种景观类型的遥感影像解译标志， 

采用监督分类方法，生成研究区域湿地景观类型图。将研究区 

域分为湿地水域、河流、芦苇沼泽 、翅碱蓬草甸、灌丛林 、农 田、 

潮滩地、其他(含裸地)8种景观类型单元。 

1．3 景观格局指标计算 

景观格局指标是指能够高度浓缩景观格局信息，反映其结 

构组成和空间配置某些方面特征的简单定量指标。根据研究 

区域特征及各指标生态学意义，从景观水平上选取景观多样 

性、景观连通度、景观形状 、景观蔓延度与聚合度 、景观破碎化 

等方面的指标。利用FRAGSTATS景观格局分析软件对20o3— 

2010年湿地类型进行景观格局指标计算，各指标计算公式及生 

态含义见表 1。 

表1 景观格局指标及其含义 

注：m为景观类型总数，n为景观类型i中斑块总数，at为斑块 的面积，PO为斑块 的周长，P 为景观类型 i的面积比例，A为整个景观的面积。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对 2003年 、2010年湿地景观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实施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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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工程与调水调沙期间生态补水以来，保护区内湿地景观类 

型变化情况 ，见图 1、图2。 

由图1可知，研究区域景观类型以潮滩地、农田、芦苇沼 

泽、灌丛林为主。从 2010年景观类型图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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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域。自然保护区内2003--2010年各景观类型面积变化较 

显著，其中：湿地水域、芦苇沼泽面积增加最显著，分别增加 

39．42、62．58 km ，其次是河流(增加 11．O0 km )、翅碱蓬草甸 

(增加 l4．O0 km )；其余景观类型的面积减少 ，农田与潮滩地景 

观类型的面积减少最多，分别减少 36．36、16．27 km 。可以看 

出，退化的潮滩地、裸地被湿地修复工程所产生的湿地水域、芦 

苇沼泽所替代，保护区内湿地植被演替呈顺向发展趋势，保护 

区指示物种的适宜生境面积将显著增加。 

蠹 
i匠 

图 1 黄河口自然保护区景观类型 

0=[ ．口1．[|I．皿I． L』I LJ 1． 
纛 

图2 黄河口自然保护区景观类型分布特征 

2．2 景观结构特征变化与分析 

2．2．1 景观多样性分析 

景观多样性指数变化情况见图3。 

蕈 

图3 2003---2010年景观多样性与均匀度指数变化 

2003--2010年，自然保护区内景观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 

数呈现明显增大趋势，表明景观类型更加丰富，分布更加均匀， 

没有明显的优势类型。自然保护区内湿地水体、芦苇沼泽、翅 

碱蓬草甸、灌丛林等景观类型均匀分布，从而为保护区物种提 

供高度异质性与多样性的栖息空间。 

2．2．2 景观连通度分析 

景观连通度指标变化情况见图4。 

连通度是景观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 ，表征整个景观中斑块 

间的连续分布状况。2003--2010年，斑块内聚力指数一直保持 

在99 上，无明显的变化趋势，表明保护区中各斑块内部分布 

非常聚集。而斑块间连接度指数呈现一定的增大趋势，但一直 

维持在非常低的数值水平。由图 2可知，自然保护区内各景观 

类型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自海域向内陆依次分布潮滩 

地、翅碱蓬草甸、芦苇沼泽、农田景观类型；沿黄河向两侧依次 

为湿地、芦苇沼泽、灌丛林等，从而造成自然保护区内不同景观 

类型的斑块之间连通度较低。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年份 年份 

图 4 2003--2010年景观连通度变化 

2．2．3 景观形状分析 

由图5可知，2003--2010年研究区域周长面积分维数变化 

不显著，而景观形状指数与边缘密度呈现明显增大趋势，表明 

景观形状复杂程度增加 ，边界趋向复杂。一方面，在一定程度 

上引起边缘效应增加，边缘斑块将起到减弱外界干扰的作用； 

另一方面，边缘增加，斑块核心有效面积将减少，不利于保护物 

种生存。 

宙 

图5 2003--2010年景观形状指数变化 

2．2．4 景观蔓延度与聚合度分析 

景观蔓延度与聚合度变化情况见图 6。 

年份 年份 

图6 2003--2010年景观蔓延度与聚合度指数变化 

2003--2010年，景观蔓延度指数呈下降趋势，表明景观中 

优势斑块类型的连接性降低，景观细化程度升高。由聚合度指 

数的含义可知，聚合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景观破碎化 

水平 ，当景观破碎化程度达最大化时，AI=0。2003--2010年保 

护区的聚合度指数无显著变化，数值一直维持在96—98，表明 

景观的破碎化程度非常微弱。 

2．2．5 景观破碎化分析 

景观破碎化指标变化情况见图7。 

景观破碎化状况是景观的重要属性特征 ，2003--2008年破 

碎化指数保持平稳，2009--2010年破碎化指数有所增大，但研 

究区域破碎化指数一直维持在0．001左右，远远低于完全破碎 

化指数 1，说明尽管景观破碎化指数数值增大，但是整体景观破 

· 7】· 

蓉蒉 蛊一 



人 民 黄 河 2013年第7期 

碎化状况非常微弱，基本保持自然原貌。分离度指数略有增 

大，说明景观中斑块细化程度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物 

流在整个景观中的扩散。 

2002 2004 

图 7 

2．3 讨 论 

年份 年份 

2003--2010年景观破碎化指数变化 

2．3．1 景观格局状况变化趋势及其效应 

2003--2010年保护区景观类型多样性增加，景观异质性增 

加 ，为保护物种提供均匀多样的栖息环境，成为维持生物群落 

多样性的关键。景观形状复杂度的提高将产生不同的生态效 

应，而边缘效应对目标物种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周边景观类 

型的性质、保护区物种对边缘景观的适宜性。此外，由遥感影像 

解译的景观类型图(图 1)可以看出，潮滩区增加的翅碱蓬草甸 

斑块呈现点状不连续的分布特征，导致景观蔓延度与分离度指 

数增大，造成景观斑块细化程度提高。翅碱蓬草甸斑块类型的 

离散化将影响目标物种在景观中的扩散。2003--2010年聚合度 

指数与破碎化指数一直远离完全破碎化水平，说明保护区内景 

观破碎化程度非常微弱，可以忽略不计。破碎化指数有所增大， 

其增大原因是否受斑块细化过程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2．3．2 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因子 

湿地水文特征是湿地得以维持与发展的主导因素，自然保 

护区湿地水主要来源于降雨、黄河侧渗、黄河水漫滩补给。自 

然保护区实施湿 地生态补水后 (2008--2009年湿 地补水 共 

2 864万m )，保护区湿地植被盐生演替系列和湿生演替系列都 

呈顺向发展趋势，湿地水域、芦苇沼泽、翅碱蓬草甸等景观类型 

面积增加显著，景观整体生态状况水平有较大提高。 

近几年，河口来水量增加，河道侧渗补给量增加，特别是调 

水调沙期间(6—7月)侧渗补给量达到最大(约 1亿 m。)，黄河 

三角洲沿河地区地下水位普遍抬升，尤其在沿河2．5 km范围 

内，调水调沙对地下水位提升的效果显著 一 。笔者研究的保 

护区范围正好位于黄河水侧渗补给范围内，地下水位抬升，促 

进植被生长发育与景观格局的变化。此外，降雨是湿地地表 

水、地下水的重要补给来源，但是降雨补给对湿地水文特征与 

景观格局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3 结 论 

(1)实施湿地恢复工程与调水调沙期间生态补水以来，保 

护区内景观类型分布特征发生明显变化：湿地水域 、芦苇沼泽 

面积增加最显著，分别增加39．42、62．58 km ，农 田与潮滩地面 

积减少最多，分别减少 36．36、l6．27 km ，农田、潮滩地逐步被 

芦苇沼泽、湿地水域 、翅碱蓬草甸等景观类型代替，湿地生态系 

统呈明显正向演替趋势，促进了湿地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 

(2)从景观多样性 、连通度、形状、蔓延度与聚合度、破碎化 

等5个方面表征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特征：2003--2010年保护 

区景观类型多样性增加，分布更加均匀，景观异质性增加，从而 

为保护区物种提供了高度异质性与多样性的栖息空间；景观各 

斑块内部分布非常聚集，景观连通度指数呈现增大趋势；景观 

形状复杂程度提高，边界趋向复杂；景观蔓延度指数下降、分离 

度指数略有增大，景观斑块细化程度提高；景观破碎化指数一 

直远远低于完全破碎化水平，整体景观基本保持 自然原貌。总 

体上，景观格局生态状况水平有较大提高。 

(3)自然保护区实施湿地生态补水与黄河水量增加导致的 

侧渗补给量增加是湿生植被生长 、景观格局 良性发展的主要驱 

动因素。今后还应深入研究湿地降雨、黄河径流对景观格局的 

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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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建立的COD排污强度 GM(1，1)模型，预测2015 

年关中地区 胃河流域 COD排放量为23．91万t，其中工业源 、生 

活源 COD排放量分别为3．23万、20．68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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