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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地利用变化会对土壤侵蚀产生巨大影响袁不合理的利用土地会加剧土壤侵蚀遥本文介绍了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侵蚀影响的
3 种研究方法袁即利用 RS 和 GIS 技术方法尧模型的计算方法尧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定量计算法袁并为进一步计算土壤侵蚀量的大小袁合理
地选择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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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人类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是全球环境问题 [1]遥随
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袁人类为了追求财富过度活动而对生态
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遥全球气候变暖尧沙漠化尧森林锐减尧土

完成土地利用和土壤侵蚀的叠加袁由此而得到两者间的关
系遥如王茜[9]以遥感影像为信息源袁运用 GIS 技术得出冀北

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分级图袁并将其与土地利用图叠加袁得到

地退化与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遥与

了冀北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壤侵蚀之间的关系遥

此同时袁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但国土面积有限袁人地关系

2 基于模型的计算方法

十分紧张遥因此袁人类活动的加剧成为必然趋势且会影响土
地利用变化袁是土壤侵蚀的重要影响因素 遥土地利用变化
[2]

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原因[3]袁它引起土壤
侵蚀袁破坏生态环境遥目前袁土壤侵蚀已经成为全世界广泛
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4]遥
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土地覆盖表面的变化袁它
会随土地覆盖表面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增减遥土地覆盖程度的
不同袁会影响径流和输沙量的大小袁当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变
化时袁会改变其下垫面的条件袁进而对土壤侵蚀造成影响 遥
[5]

国内一些研究表明袁植物冠层和植物覆盖会减少降雨产生的
冲击力袁降低径流对土壤的冲刷作用袁从而减少土壤侵蚀遥

USLE 方程和该方程的修正版 RUSLE 方程是国外经验

模型的典型代表袁其中 USLE 方程在国外使用率较高遥其数
学表达式为 6 个因子分别相乘袁即 A =R伊K伊L伊S伊C伊P袁R 为
降水及径流因子曰K 为土壤侵蚀性因子曰L 及 S 为地形因子曰

C 为地表植被覆盖因子曰P 为水土保持因子遥在 USLE 方程

的 6 个因子中袁R尧K尧L尧S 4 个因子属于自然因子袁C尧P 2 个
因子属于人为因子遥人类活动极易导致这 2 个人为因子发
生变化袁尤其是 C 因子在经验模型中对土壤流失量的影响

最为显著遥当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袁便可以通过改变植被覆
盖因子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状态下的土壤侵蚀量[10]遥

国内许多学者参照国外的 USLE 和 RUSLE 经验模型袁

章影[6]在研究丹江口库时发现袁在退耕还林尧封山育林以及

根据研究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经验模型的因子进行重新计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袁土地利用的扩张导致丹江口库土壤侵

算袁进而得到了适用于研究地区的修正的经验模型遥但是基

蚀面积逐年增加遥因此袁为了更好地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

于野外实地调查和测量的传统估算法耗时尧耗力且费用高袁

壤侵蚀的影响程度袁本文将围绕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侵蚀影

无法快速提取宏观尺度上植被覆盖因子遥随着科学技术水

响的几种研究方法来分析土地利用发生变化时袁如何计算

平的发展袁遥感技术与模型计算方法逐渐结合袁被运用到大

土壤侵蚀量的大小以及合理选择研究方法遥

尺度植被覆盖因子获取中遥通过遥感技术袁植被覆盖因子的

1 利用 RS 和 GIS 技术方法

获取方法更加便捷尧丰富遥其中植被覆盖因子常用的主要有

RS 技术探测范围大袁获取资料速度快尧周期短袁而 GIS

以下几种计算方法遥通过遥感影像技术得到土地利用类型图

技术又能使计算结果图形化袁直观简洁 遥鉴于 RS 和 GIS 技

或者直接收集土地利用的资料袁然后根据文献记载的经验

术的优势袁人们将其应用到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壤侵蚀关系

值对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的 C 因子进行赋值曰通过植被指数

的研究中袁但此方法主要应用于区域尺度上的研究遥

建立与植被覆盖因子有关的方程式遥蔡崇法等[11]通过从小流

[7]

20 世纪末袁国外的研究者开始利用 RS 和 GIS 技术开发

区域范围的土壤侵蚀模型遥研究者们利用 RS 获取土壤侵蚀

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数据袁然后利用 GIS 提取计算土壤
侵蚀模型所需要的因子袁根据计算结果进行区域尺度的土

壤侵蚀评价遥如 Jong 等[8]在 1999 年使用遥感图像得到了地

中海地区土壤侵蚀的可用数据源袁通过 GIS 技术考虑地形

域信息系统获取的土地利用图袁利用回归分析法袁建立了植
被覆盖度与植被覆盖因子之间的数学关系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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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关系式可求得土地利用变化时不同的 C 值遥但此

属性和评估坡面流的运输能力袁建立了 SEMMED 模型遥

种方法所获取的很大部分是纯影像袁几乎没有地物面积能

是将其与土壤侵蚀模型结合而是通过遥感影像获取土地利

地物组成的混合像元袁利用光谱混合模型进行植被管理覆盖

在利用 RS 和 GIS 技术研究方面袁我国大部分研究并不

用和土壤侵蚀的空间变化信息袁再借助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基金项目 四川农业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科研兴趣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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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超过影像的像元大小袁因而大部分的像元都是由不同的
因子估算这种方法应运而生遥Lu[12]等建立 C 因子估算公式院
C=Fbs/渊1+Fveg+Fshade+Fveg窑Fshade冤

式中袁Fbs尧Fveg尧Fshade 分别代表裸土尧绿色植被尧阴影的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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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曰白雲[13]在研究海坛岛植被覆盖度因子时袁采用线性光谱

模型对 ETM 影像进行混合像元分解袁在植被尧裸土尧高反照
3 个组分端元的基础上建立了植被覆盖因子与归一化植被
指数的之间的估算关系式院
Fbs
Ci=
1+Fveg+FNPM

Fbs尧Fveg 和 FNPM 分别表示裸土覆盖度尧植被覆盖度和非光

合作物质的覆盖度遥通过这类方法计算出来的 C 值可行性高尧
可靠性高尧认可度高遥
每个地区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袁在研究某一区域时袁不
能直接使用经验模型袁需要结合研究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
C 因子的计算遥流域尧区域 C 因子的计算是一个难点袁需要利
用模型结合遥感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遥
3 基于景观格局的计算方法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袁德国便将景观保护应用于土壤

整理方面遥但直到 21 世纪初期袁我国才将景观格局运用于
土地利用方向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袁国外一些学者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对

土壤侵蚀进行研究遥如 1997 年袁Slattery 等[14]分析出泥沙场

地边界输移下的粒径分布更能说明水流中携带或淤积下来
的岩土颗粒的粒度特征遥1999 年袁Takken 等[15]研究表明袁为
了解流域内泥沙的侵蚀情况并准确预测其侵蚀变化袁需利
用空间分布数据建立相关的空间分布侵蚀模型遥二者均肯定
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袁景观结构对泥沙侵蚀的重要影响袁
但未深入研究与景观格局空间分布有关的内容遥2000 年袁

Oost 等[16]提出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水侵蚀模型袁此模型同时考
虑了土地利用变化和场地边界变化对侵蚀的影响袁即考虑
时间变化下和空间变化下的水土流失袁证实了结合景观空

间格局的模型能更好地评估环境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遥
在此之后袁我国也开始着力于结合景观格局的土壤侵蚀研

究遥如 2011 年刘 宇等[17]探究了边界密度尧斑块分维数尧斑块
丰度等 12 个常用景观指数在土壤侵蚀方面的应用袁为研究

生态景观格局下的土壤侵蚀机制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指导遥
同年袁王计平等[18]以黄土丘陵区为研究对象袁运用景观格局
指数分析方法袁避免了传统景观格局过于强调景观水平对
生态过程的影响的弊端袁从景观水平尧斑块类型水平尧野嵌
套冶景观水平等不同尺度下研究流域的土壤侵蚀情况遥将景
观格局运用于土壤侵蚀的研究袁是今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袁
也是土壤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4 结语

利用 RS 和 GIS 技术的方法尧模型的计算方法尧基于景

观格局指数的定量计算法袁这 3 种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对

土壤侵蚀影响的方法均具备各自的优点袁但也存在一定的
渊上接第 166 页冤

发展速度袁而在微生物肥料中的投入巨大袁微生物肥料的包
装尧存储尧运输等问题尚待解决袁生产过程也亟待标准化尧流
程化遥
微生物肥料具有高产出尧低投入尧农作物品质高尧容易
推广尧环境友好等特点袁符合我国绿色农业的概念袁也符合
人民对无公害农产品的追求袁微生物肥料在农业领域将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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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遥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袁应根据预期的研究目标和研究
所具备的条件和前提袁合理地选择相应的方法遥另外袁目前
大多数学者致力于在空间尺度上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壤
侵蚀的关系袁相较于前者时间尺度上的区域对比研究比较
薄弱遥因此袁可以考虑土地利用格局的差异等因素袁研究同
一地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及土壤侵蚀对这种变化的响
应遥土地退化尧河流泥沙淤积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是土壤侵蚀袁而土地开垦尧过度砍伐等人类活动是造成土
壤侵蚀的主要原因袁合理利用土地对保护生态环境至关重
要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袁对于做好水土保
持工作袁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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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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