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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 40 年间黄河三角洲

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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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宁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3)

摘摇 要:为了解人类活动对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的影响以及判别主导的人为因素,本文采用

Landsat 系列 1976、1986、1996、2006、2016 年卫星数据,利用景观转移矩阵、人类活动强度模型等方法对

40 a人类活动影响下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类型变化进行定量监测并对研究区内人类活动影响大小进行分

区评估,研究结果如下:(1)受人类干扰影响较大的三种主要转换:自然湿地向人工和非湿地转移量最多、
非湿地向人工湿地转移其次、人工湿地向非湿地转移最小。 (2)40 a 人类活动影响比率由前 10 a 的

16郾 77%到后 10 a 达到了 52. 93% 。 1976 ~ 2006 年农田开垦是影响景观类型变化的主要因素,2006 ~ 2016
年间由各种人类活动影响导致的自然湿地面积变化转移分布较为均衡,向库塘转移比例较大占 34% 。
1976 ~ 2016 年整体上以农田开垦为主。 (3)人类活动强度模型适用于黄河三角洲湿地人类活动强度的评

估计算,从结果可以看出 1976 ~ 2016 年,重度干扰主要集中于沿海区域,未干扰和干扰减弱区主要集中于

自然保护区内,与实际野外调查结果较为贴合。 该研究结果可为有关部门对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和管理、
修复提供有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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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changes of wetland landscape type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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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changes of wetland landscape type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and to identify the dominant human factors,this paper uses Landsat 1976,1986,1996,
2006,2016 satellite data and uses landscape transfer matrix,and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moni鄄
tor the wetland landscape typ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during the 40 years
and assess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by partitioning in the study are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Three kinds
of conversions that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human disturbance:natural wetlands to human鄄made wetlands and non鄄wet鄄
lands are the most,and non鄄wetlands to human鄄made wetlands are medium,and human鄄made wetlands to non鄄wetlands
are the least. (2) The proportion of landscape type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human disturbances in the study area
has been increasing,and the impact rate of human activities has increased from 16. 77% in the first 10 yea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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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郾 93% in the last 10 years. Farmland farming was the main human activity factor affecting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types from 1976 to 2006. Between 2006 and 2016,the distribution of changes in natural wetlands area affected by vari鄄
ous human activities is relatively balanced,and the proportion of transfer to reservoirs ponds is 34% . Farmland recla鄄
mation was the main influence in 1976鄄2016. (3) The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model is applicable to the calculation
of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Between 1976 and 2016,severe disturbances were main鄄
ly concentrated in coastal areas,undisturbed and interference weakening area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nature re鄄
serves. The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actual field surve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protect,manage and rehabilitate wetland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Key words:human activities;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landscape change;landscape transfer matrix;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model

摇 摇 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占 6% ,然而却为地球

上 20%的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

综合生态功能[1]。 然而,已有的研究表明全世界

至少有 50%的湿地已经丧失[2]。 在中国,近 40 a
来,大规模围填海使滨海滩涂湿地消失,消失面积

约占全国沿海湿地总面积的 50% [3]。 自然和人

为干扰都是使湿地景观类型发生变化的驱动因

素,自然驱动因子大部分作用是长期的,而人为因

素大部分以短时、直接驱动为主。 大量国内外学

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是造成湿地退化的主

要因素[2鄄5],人类频繁、过度的湿地开发导致了湿

地退化进程加快,必将引起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

频发。 如何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影响生态系

统平衡就成为人类急需解决的难题。 人类需要加

强对湿地有效管理和保护,以此来发挥湿地巨大

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随着遥感技术快速发

展,由人实地调查监测转向遥感技术进行大范围、
实时动态、量化监测成为可能,对人类活动影响的

量化研究为湿地的管理和保护提供了有利的

帮助。
黄河三角洲湿地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

最广阔和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然而近年来以

人类为主导的活动剧烈,对湿地景观类型造成了

严重破坏[5鄄7],黄河三角洲以其原始性、脆弱性和

作为东北亚鄄环西太平洋、东亚鄄澳大利西亚珍稀

濒危鸟类栖息地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目前人

类活动对湿地景观类型影响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

向,(1)仅利用景观转移矩阵从面积转移变化和

景观面积来看人类活动的影响。 2010 年,宫鹏等

人利用遥感技术发现中国 1990—2000 年湿地景

观面积转移变化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8]。 2017
年,田艳林等人利用 Landsat 影像定量化了不同人

类活动对双台子河湿地的威胁[9];2018 年,毛德

华等研究发现,在 1990—2010 年中国 60%的自然

湿地减少是由于人类的农田耕作,并按地理位置

和气候带分区研究了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大

小[10]。 2019 年,Corbau. C 等人定量化了过去 120
a 间意大利波河三角洲湿地高程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11]。 (2)仅从某一模型指数计算人类活动的影

响。 文英是最早提出对人类活动指数量化研

究[12],2015 年,徐勇提出了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

度、建筑用地当量等概念构建了人类活动强度算

法模型和当量系数折算方法对大尺度中国

1984—2008 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发

现该算法模型准确可靠[13]。 2016 年,刘惠明等

人利用徐勇提出的算法模型对小尺度桂西黔南生

物保护优先区进行人类干扰评价,并验证了该算

法对该区域的适用性[14]。 由此可以看出该算法

不仅适宜全国尺度的研究,对于小区域同样也具

有其适用价值。 2017 年,韩美等人选取了耕地、
工矿用地、居民地、交通用地等指标,利用加权指

数综合法算出黄河三角洲人类活动强度[15]。
2018 年,刘世梁等人,从压力和状态两方面定量

化评价人类活动的强度,并在文中较全面的介绍

了目前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中较为应用广泛

的模型指数方法[1]。
单独应用这两种方法都有不足之处,对于湿

地变化监测而言,湿地景观类型面积的转移变化

可以看出影响的范围,但是对于同一景观类型中

不同区域影响程度的大小无法定量研究,而这一

不足可以通过模型定量化描述得出。 对于模型的

定量化描述,不能看出类与类之间转移变化的范

围,而景观面积转移变化可以描述。
因此,通过对黄河三角洲湿地野外现场调查,



738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38 卷

并综合两种方法来全面定量化描述人类活动影

响,以期找出对人类活动对 40 a 间黄河三角洲湿

地景观变化的影响程度和关键因素,该研究结果

可为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和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范围为现代黄河三角洲,其位于山

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利津县、垦利县境内,北临渤

海,东靠莱州湾,主要以垦利县的渔洼为顶点,北
起挑河口,南至宋春荣沟口,东以-6 m 等深线为

边界线形成一个闭合图形,如图 1 所示。 黄河三

角洲的形成主要由黄河上游携带大量泥沙在入海

口处淤积而成,尾部不断摆动变化。 黄河三角洲

地质构造位属济阳拗陷东部,气候条件属暖温带

大陆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季节较为分明,年径流

量变化较大,分配不均,输沙量和含沙量大,土壤

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以盐土、潮
土为主[16]。 1992 年 10 月份成立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境内的物种资源丰富,各种

植物达 685 种,各种野生动物高达 1626 种,同年

12 月成立一千二、黄河口、大汶流管理站[16]。
2013 年,黄河三角洲湿地被湿地公约秘书处列入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图 1摇 研究区边界

Fig. 1 Study area boundary

1. 2摇 研究方法

1. 2. 1摇 数据源

本文 数 据 主 要 包 括 从 美 国 地 质 勘 探 局

(USGS)官方网站(http: / / glovis. usgs. gov / )下载

遥感影像数据、保护区矢量边界数据、2017 年 10
月 17—21 日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野外实地调查数

据、国家海洋统计年鉴、东营市水利志、东营市国

土资源志等。 遥感影像选择无云和无噪声的 5
月—10 月影像,该时期植被长势较好,易于地物

识别。 本文选择 1976 年 6 月 2 日 78 m、1986 年 5
月 20 日 30 m、1996 年 9 月 20 日 30 m、2006 年 10
月 2 日 30 m、2016 年 8 月 26 日 30 m 的 5 期

Landsat 系列遥感影像,并将 1976 年 78 m 分辨率

影像重采样为 30 m,保证研究范围的一致性,下
载的影像已经经过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 依据国

内外学者对湿地的分类体系结合黄河三角洲湿地

特点,利用易康软件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将研究

区湿地分为自然湿地:天然水域、滩涂、潮间带盐

沼植被;人工湿地:库塘、养殖塘、盐田、水田;非湿

地:林地、旱田、建筑用地、工矿用地、园地、未利用

地。 利用野外调查数据、高分辨率数据和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选择精度验证点,5 期影像精度均

达到 80%以上。
1. 2. 2摇 景观转移矩阵和人类活动影响比率

人类活动导致的景观类型变化有两大类:一
种是朝着湿地退化方向,以自然湿地向人工和非

湿地转移、人工湿地向非湿地的转移为主,一种是

朝着湿地化方向,以非湿地向人工湿地的转移为

主。 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自然湿地向人工和

非湿地的转移,对于人工湿地向非湿地的转移和

非湿地向人工湿地的转移关注较少。 景观转移矩

阵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出景观类型的转移变

化,具体如表 1 所示。 本文将 5 期分类结果划分

为 5 个时间段:1976—1986,1986—1996,1996—
2006,2006—2016,1976—2016。 用 Arcgis10. 3 软

件中的分析工具相交功能完成湿地在 5 个阶段内

的时空动态分析。 同时依据 5 个阶段中面积转移

结果计算人类活动影响比率来分析人类活动影响

强度,具体如公式 1 所示。
R=A1 / A2 (1)

式中:R 为某一时间段内人类活动影响比率;
A1 为该时间段内人类活动导致的转移变化面积

(转移矩阵中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和非湿地、人
工湿地向非湿地、非湿地向人工湿地的面积转

移);A2 为该时间段内所有发生转换变化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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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景观转移矩阵

Tab. 1 Landscape transfer matrix

时间 湿地类型
T2

A1 A2 A3 . . . An -1 An

T1

A1 A11 A12 A13 . . . A1 n -1 A1 n

A2 A21 A22 A23 . . . A2 n -1 A2 n

A3 A31 A32 A33 . . . A3 n -1 A3 n

. . . . . . . . . . . . . . . . . . . . .
An -1 An -11 An -12 An -13 . . . An -1 n -1 An -1 n

An An 1 An 2 An 3 . . . Ann -1 Ann

注:T1表示第一个时间段,T2表示第二个时间段,A1 -An表示湿地景观类型,A11表示由 T1时期的第 1 类向 T2时期第 1 类转移多少面积,

A3 n -1表示由 T1时期的第 3 类向 T2时期第 n-1 类转移多少面积

1. 2. 3摇 人类活动强度模型

本文使用徐勇等人提出的人类活动强度模

型[13],这一模型主要用于反映人类对自然景观类

型的利用、改造和开发的程度。 由于分类的尺度

为 30 m,本文结合实际和参考相关文献采用 900
m伊900 m 网格为分区单元,利用该人类活动强度

模型对 1976、1986、1996、2006 和 2016 年研究区

范围内人类活动影响进行分区评价分析,来了解

40 a 内人类活动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公式 2 如

所示[13]。

HAILS=
SCLE

S 伊100% (2)

SCLE = 移
n

i = 1
(SLi·CIi)

式中:HAILS 为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SCLE为

建设用地当量面积;S 为区域湿地总面积;SLi为第 i
种湿地景观类型的面积;CIi为第 i 种湿地景观类型

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按照人类活动影响的强

度做指标转换成建设当量系数),不同类型的系数

如表 2 所示;n 为区域内湿地景观类型数。

表 2摇 不同湿地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13]

Tab. 2 Conversion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equivalent of different wetland landscape type[13]

1 级 2 级 描述 CI

自然湿地 天然水域 表层自然覆被未改变且未被利用 0

滩涂 表层自然覆被未改变且未被利用 0

潮间带盐沼 表层自然覆被未改变且未被利用 0

人工湿地 库塘 表层自然覆被改变,空气和热量交换阻滞 0. 6

养殖塘 表层自然覆被未改变但被利用 0. 067

盐田 表层自然覆被改变,空气和热量交换阻滞 0. 6

水田 表层自然覆被改变—种植 1 年生作物 0. 2

非湿地 林地 包括自然生长乔木和灌木

旱田 表层自然覆被改变—种植 1 年生作物。

建筑用地 表层有人工隔层,水分、养分、空气和热量交换阻滞

工矿用地

园地

表层有人工隔层,水分、养分、空气和热量交换阻滞表层

自然覆被改变—种植多年生植物

未利用地 表层自然覆被未改变且未被利用

0

0. 2

1

1

0. 133

0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结果

2. 1. 1摇 湿地面积变化趋势

5 a 的黄河三角洲地区面积统计如表 3 所示。

从黄河三角洲湿地的面积结果来看,自然湿地面

积呈减少趋势,其中潮间带盐沼面积较少量最多,
人工湿地呈增加趋势,水田面积增加量最多,非湿

地普遍呈增加趋势。 从人工湿地和非湿地的增加

趋势可以看出 40 a 间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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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1976—2016 年面积变化统计(单位:km2)

Tab. 3 Area change statistics from 1976 to 2016(Unit:km2)

土地类型 1976 1986 1996 2006 2016

天然水域 1198. 16 988. 12 862. 76 911. 47 983. 11

滩涂 460. 86 459. 85 523. 49 467. 03 226. 52

潮间带盐沼 934. 61 956. 27 832. 71 665. 16 429. 97

库塘 1. 13 3. 71 52. 25 96. 36 299. 37

养殖塘 0. 00 4. 87 39. 99 41. 09 126. 61

盐田 0. 00 1. 60 11. 97 91. 27 92. 95

水田 0. 00 32. 23 37. 08 39. 51 333. 25

林地 21. 32 43. 98 56. 03 56. 46 104. 18

旱田 269. 40 540. 62 765. 73 813. 27 625. 56

建筑用地 0. 00 13. 42 19. 33 38. 96 76. 79

工矿用地 0. 00 27. 45 47. 89 75. 15 79. 02

园地 0. 00 0. 00 0. 00 5. 09 7. 45

未利用地 563. 49 376. 85 199. 74 148. 15 64. 17

2. 1. 2摇 时间变化趋势分析

依据 5 个时间段内的景观面积转移矩阵结果

统计出 5 个时间段内三种转换方式的面积转移和

计算出人类活动影响比率,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摇 5 个时间段内三种转换方式的面积转移和人类活动影响比率

Tab. 4 Area transfer of three conversion modes and human activity impact ratio in 5 time periods

时间
自然湿地向

人工和非湿地 / km2
比例* / (% )

人工湿地

向非湿地 / km2
比例* / (% )

非湿地向

人工湿地 / km2
比例* / (% )

人类活动

影响比率 / (% )

1976—1986 250. 84 96. 09 0. 21 0. 08 10. 01 3. 83 16. 77%

1986—1996 274. 75 83. 36 23. 34 7. 08 31. 52 9. 56 23. 89

1996—2006 311. 66 87. 20 18. 25 5. 11 27. 51 7. 70 32. 60%

2006—2016 500. 00 62. 92 24. 47 3. 08 270. 15 34. 00 52. 93

1976—2016 1034. 65 84. 65 0. 26 0. 02 187. 32 15. 33 51. 42%

注:比例*为该时间段内该种转换方式转移的面积除以总人类活动转移面积的百分比

摇 摇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和非

湿地转移面积占总人类活动转移面积比例最大,
人工湿地向非湿地的转移面积最少,非湿地向人

工湿地转化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人类活动影响

比率来看,人类活动对景观变化的影响持续增长,
1976 ~ 1986 年间人类活动影响的最小,2006—

2016 年人类活动影响最大。 从三种转换方式所

占的比例中选择影响最大的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

和非湿地转移来判断 5 个时间段内人类活动的主

导因素,依据 5 个时间段内的景观面积转移矩阵

统计,得到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摇 5 个阶段自然湿地向不同类型人工湿地和非湿地转换

Tab. 5 Conversion of natural wetlands to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鄄made wetlands and non鄄wetlands in five stages

时间 工矿用地 / (% )旱田 / (% )建筑用地 / (% )库塘 / (% ) 林地 / (% ) 水田 / (% ) 盐田 / (% ) 养殖塘 / (% ) 园地 / (% )

1976—1986 10. 94 66. 54 3. 50 0. 80 6. 78 9. 61 0. 64 1. 19 0. 00

1986—1996 7. 94 56. 85 1. 63 8. 96 7. 14 4. 18 1. 39 11. 91 0. 00

1996—2006 10. 28 44. 44 0. 60 12. 87 3. 07 2. 73 19. 98 5. 64 0. 40

2006—2016 1. 81 15. 57 9. 12 33. 80 4. 14 11. 22 11. 07 13. 28 0. 00

1976—2016 7. 56 23. 67 4. 66 22. 05 6. 17 17. 20 7. 29 10. 83 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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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从表 5 的比例结果发现,在 1976—2006 年主

要以农田开垦为主要人类活动影响因素,2006—
2016 年以库塘开发为主要影响因素。 从 1976—
2016 年整体来看还是以农田开垦为主要人类活

动,库塘、水田、养殖塘开发的影响次之。
2. 1. 3摇 空间变化趋势分析

(1)40 a 间人类活动影响的空间分析

利用人类活动强度模型计算出每个网格单元

中人类活动强度,值的范围 0 ~ 1,将结果(依据

2016 年人类活动强度结果)利用自然分段点法由

弱到强分成 5 级,人类活动强度较小区,小区,中
区,大区,较大区。 同时将该分割体系应用到

1976、1986、1996、2006 年的人类活动强度结果,
结果如图 2a ~ 2e 所示。 2017 年的野外调查发现

保护区内有人工修建库塘为来鸟类提供栖息地和

作为淡水恢复区、沿浅海区域油田建设较多、盐田

和养殖塘也沿浅海区域呈大面积分布。 由图可

见,1976—2016 年人类活动强度持续不断的增

强,1986—2016 年油田区一直是人类活动干扰较

大的区域,2016 年沿海区域的盐田和养殖塘开发

是人类干扰较大的区域,将该结果与 2017 年实际

野外调查相符合。 研究结果表明该指数不仅适用

于人类活动在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研究,同样适

用于分析人类活动对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的影响。
(2)1976—2016 年人类活动影响的空间变化

分析

为了解 1976—2016 年研究区范围内人类活

动的变化情况,将 1976 年与 2016 年的人类活动

强度分布值做差,值为-1 ~ 0. 2 之间,将差值后的

结果由小到大按自然分段点法分为 5 级:人类活

动强度变化较大区、大区、中度区、小区、无变化或

减弱区。 正数代表人类活动强度减少,0 表示人

类活动没有发生变化,负数表示人类活动强度增

强,结果如图 2 f 所示,从值的范围来看,40 a 来人

类活动强度增加的幅度较大,而减弱的幅度较小。
从图中看出研究区范围内人类活动干扰变化较大

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沿海区域,表明了 40 a 内油田

开发、水产养殖和盐业等人类活动干扰较严重;人
类活动中度增强主要集中于研究区的中下部位

置,以旱田和水田的开垦有一定的联系。 自然保

护区大部分集中于 0 以上的范围内,表明保护区

内的建立对湿地的管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2. 1. 4摇 影响湿地变化的多种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不仅仅对湿地存在反面影响,同时

也存在着正面影响,从正反两方面全面综合论述

人类活动对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的影响,结果如下。
(1)人类活动对景观类型的负面影响

淤农田开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对

粮食生产需求增加,早期国家一系列的政策也在

加大各省粮食产量[10],加之人类对湿地保护意识

薄弱,对黄河三角洲这一块新生河口湿地进行大

量开垦破坏。 从表 4 可以看出,农田开垦在 40 a
间的景观演替变化一直占据着的主导因素,早期

1976—1986 年占据比较最大 66. 5% ,随着人类的

保护意识不断的加强,农田开垦的比例不断缩小,
2006—2016 年景观类型变化中占整个人类活动

的比例为 15. 57% ,40 a 间主要分布于人类活动

强度中度区。 1976—2016 年农田开垦增加范围

如图 3 所示。
于盐田和养殖塘开发

东营市境内人工滩涂养殖始于 1978 年,同时

盐业的发展也具有悠久的历史,至 1983 年全市共

有 34 家原盐生产场[17]。 早期人类对湿地的认识

仅存在于湿地开发能给人类巨大的经济效益,将
大量的滩涂开发利用,对湿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

重破坏。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自

然湿地类型转变中,盐田和养殖塘的开发从早期

2%以下的比例,到后期整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

势,40 a 集中分布于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区域。
1976—2016 年盐田和养殖塘的增加范围如图 4
所示。

盂油田等工矿用地开发

伴随着油田的开发,建筑用地增多,自然湿

地、林地减少,景观趋于破碎化[18]。 湿地与工矿

用地之间面积的转换变化反映了由于油田及其附

属建筑等工矿用地开发导致的自然湿地景观类型

转变, 1976—2006 年间变化较为稳定, 2006—
2016 年由油田开发导致的自然湿地面积变化相

对较少,40 a 集中分布于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区域。
从 1976—2016 年油田等工矿用地开发面积增加

如图 5 所示。
榆人工建筑用地

建筑用地(居民地、城市基础设置、堤坝、港
口用地等)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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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5 a 人类活动影响和 1976—2016 年人类活动变化

Fig. 2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in five years and changes in human activities from 1976 to 2016

图 3摇 旱田增加面积

Fig. 3 Increased area of dry farmland

表 4 看出 1976—2016 年间占据自然湿地的一小

部分比例,整体上呈逐年扩张的趋势,2006—2016
年占据最大,表明从 2006 年建筑用地开始增多,
40 a 分布于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大区、中度区和小

区。 从 1976—2016 年人工建筑用地面积增加如

图 6 所示。
虞库塘建设用地

东营市自 20 世纪 50 年代便开创了引黄事

业,推动了库塘的建立。 最初的引黄工程为地方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供水,同时也为胜利油田

工业和生活用水供水。 随着胜利油田的发展和东

图 4摇 盐田和养殖塘增加面积

Fig. 4 Increased area of salt pans and aquaculture ponds

营市的建立,工业发展、人口、农田灌溉等需水量

迅速增长,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淡水需求,水库建设

步伐加快,1978—1995 年,建成水库 18 座,1992
年之 后 库 塘 的 面 积 近 乎 呈 指 数 增 长 ( R2 =
0郾 887) [19],到 2002 年,东营市和胜利油田共建成

水库 658 座[17],1976—2016 年库塘面积增加如图

7 所示。
(2)人类活动对景观类型的正面影响

淤调水调沙和生态补水

新湿地形成最重要的就是水源,引黄灌溉成

为为湿地恢复供水的一个重要途径。 受研究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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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油田等工矿用地增加部分

Fig. 5 Increased area of industrial land

图 6摇 建筑用地增加面积

Fig. 6 Increased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

图 7摇 库塘增加面积

Fig. 7 Increased area of reservoir and ponds

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黄河出现断流,依据利津站

1972—2007 年水文统计资料,22 a 处理 90 次

1092 d 断流,平均每年 50 d,1997 年断流最为严

重 226 d,但是由此导致海水倒灌、土壤盐碱化、海
岸线侵蚀,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国家有关部

门对此采取积极措施,从 2002 年开始黄河调水调

沙,并在 2008 年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使
得保护区内湿地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20]。

于人为改道

黄河是世界上含泥沙量最大的河流之一,来

水量年分布不均,泥沙淤泥容易造成河道不断抬

高,容易出现决口现象。 据已有研究资料表明

1976—2016 年间发生了两次大型人工改道 1976
和 1996 年,黄河的改道改变了黄河三角洲附近

水、土壤的理化性质,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景观类

型改变有直接驱动作用,1996 年 8 月完成调水调

沙,以 1996 年的 Landsat 5 卫星 7 月和 9 月的影

像为例可以看出,1996 年改道破坏了部分互花米

草的生长,促进了新滩涂的的生成,如图 8 所示。
1996 年改道使一部分泥沙淤积在孤东油田附近,
为油田设置的建立和开采提供有力保障[21]。

图 8摇 1996 年 7 月份和 9 月份遥感影像

Fig. 8 Remote sensing images for July and
September 1996

盂相关研究和政策的出台

2018 年国家海洋局出台全面禁止渤海海域

的围填海政策,对于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围海一

律拆除。
2. 2摇 讨论

本文找出了 40 a 影响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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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来自农田开垦。 人们已逐渐认

识了农田开垦对黄河三角洲湿地造成的生态环境

问题,提出了湿地高效生态农业的概念,来实现农

业生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22]。
影像的尺度对人类活动的定量化研究有所干

扰,1976 年的景观分类数据地物类型较少,尽管

通过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和前人研究结果进行

了多方面精度的提升,但将 MSS 78 m 分辨率的数

据被拉伸成 30 m 仍会对分类结果造成一定的影

响,而对于不足 30 m 像元的人为干扰无法提取,
因此人类活动影响可能更大,下一步将使用更高

分辨率数据进行更加精细的提取。
本文仅对人为因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于

其中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促进湿地变化的部分没

有定量研究,由于该部分影响是综合了多种因素

长期共同作用促进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对于其中

单一因素对湿地的影响不宜获取。
(3)本文主要论述的人为影响因素是以人为

直接改变湿地景观类型为主,并了解了单一因素

的影响大小,同时也从正反两方面全面综合论述

了人类活动对湿地景观变化的影响,但对于人类

活动间接影响(环境污染、气候条件等)导致的湿

地景观类型的变化,这部分因素对湿地景观类型

变化的量化研究有待于下一步进行。

3摇 结摇 论

(1)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景观有三种主要转化

方式: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和非湿地的转化;人工

湿地向非湿地的转化;非湿地向人工湿地转化。
1976—2016 年黄河三角洲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

和非湿地的转移量最多,为主要变化类型,非湿地

向人工湿地转移量次之,人工湿地向非湿地转移

量最少。
(2)从人类活动影响比率来看,人类活动在

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的变化中占据了主导位置,
40 a 间,人类活动影响比率从 1976—1986 年的

16. 77%到 2006—2016 年的 52. 93% ,反映了人类

干扰不断增强。 从受人类影响干扰最大的自然湿

地向人工和非湿地的转移变化中发现,1976—
2006 年间以农田开垦为影响景观类型变化的主

导因素,3 个时间段 (1976—1986,1986—1996,
1996—2006)均占到 44% 以上;2006—2016 年间

由人类活动影响景观类型变化分布较为均衡,其

中以自然湿地向库塘转移影响较大占 34% ,农田

开垦、养殖塘和盐田开发影响次之占 15% 左右;
从整体上来看,40 a 间,农田开垦占据了主导

因素。
(3)人类活动强度模型适用于判断湿地中人

类活动影响强度的研究。 利用该指数计算研究区

内 1976、1986、1996、2006、2016 年人类活动强度

和变化,研究发现区域内人类活动干扰较为严重

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沿海区域,中度干扰主要集中

于研究区的中下部位置,以旱田和水田的开垦为

主,自然保护区大部分集中于人类活动强度 0 以

上值域范围内,表明保护区的建立对湿地的管理

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人类活动强度没变或得到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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