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40年盐城海岸带湿地景观结构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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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地理信息和遥感技术，应用景观格局指数法，以 1980 年盐城海岸带植被图和 4 期

（1991 年，2000 年，2008 年，2018 年）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提取了 5 个时期的湿地景观信息，通过计算

能够准确反映景观结构变化的景观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分形维数、破碎化指数和廊

道密度指数等，分析了研究区近 40 年的湿地景观结构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盐城海岸带自然

湿地面积锐减，景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景观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表现为 0.4 倍的增大趋势，

优势度指数则表现为 0.4 倍的减小趋势；廊道密度指数和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均表现为逐年增大的趋

势，前者增大了 18 倍，后者增大了 13 倍；分形维数平均值 1.05 是人工湿地和自然湿地的界限值。盐城

海岸带湿地景观结构变化总体上呈斑块数量增加、单个斑块面积减小、廊道长度增加和景观破碎化加

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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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tudy on landscape structure of Yancheng coastal wetlands in recent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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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GIS and RS, using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method, taking the vegetation map of the coastal

zone of Yancheng in 1980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four periods(1991, 2000, 2008, 2018) as data sources,

the information of wetlands landscape elements in five periods was extracted, and the landscape diversity index,

dominance index, evenness index, fractal dimension, fragmentation index and corridor density index which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 structure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1980 to 2018,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of wetlands landscape area in the coastal zone of Yancheng has changed obvious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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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dscape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have both increased by 0.4 times, while the dominance index

has decreased by 0.4 times. The corridor density index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creasing by

18 times; the fragmentation index of landscape patches increased by 13 times; the average fractal dimension of

1.05 is the boundary value between constructed wetlands and natural wetlands.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change

of the coastal wetlands of Yancheng generally shows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atches, decreasing

the area of single patch, increasing the length of corridor and intensify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landscape.

Key words: long time scale; Yancheng; coastal zone; wetlands; landscape structure

 

海岸带湿地受海洋和陆地双重影响 [1]，具有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显著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

值 [2-3]。景观结构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耦合作

用的结果 [4-5]，其动态变化控制着海岸带区域内

物质和能量的传递、交换和转化，制约着人类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到生物物种延续和生态系

统平衡。景观格局指数法是目前研究海岸带湿

地景观变化的主要方法之一[6-10]。通过掌握景观

结构的动态变化，揭示海岸带湿地演变与人类活

动的响应关系，是海岸带湿地科学研究的重要理

论基础，已成为海洋领域的研究热点[11-13]。

盐城海岸带湿地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湿地

之一[14]，研究人员关注到其特有的景观结构、功

能和格局分布，在景观生态系统、植被演替、土

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等方面已取得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15-18]，对了解研究区的生态环境演变

乃至全球环境变化均产生了重要意义。然而，为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盐城海岸带地区人类开

发活动表现为利用类型多变、强度稳定性差等

更为复杂的态势，现有的成果具有时效性差、时

间尺度小、区域局限性大等不足，已很难更深层

次地准确反映当前海岸带湿地景观的结构变化。

本文以江苏盐城海岸带湿地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 5期景观类型、分布和面积等数据，应用景

观格局指数分析法，开展了长时间尺度、大区域

范围的湿地景观结构动态变化研究，以期揭示研

究区海岸带湿地景观内层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

特征，掌握景观结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演变趋

势，为科学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海岸带湿地

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处理

湿地景观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数字栅格图和

遥感影像，其中，数字栅格图为 1980年第 1次海

岸带调查植被分布图（扫描分辨率 300DPI），比
例尺为 1∶200000，西安 1980坐标系。遥感影像

共分 4景，分别为 1991年和 2000年 TM影像

（空间分辨率为 30 m）和 2008年 SPOT5影像（空

间分辨率为 5 m）以及 2018年的 OLI影像（空间

分辨率为 30 m）。

通过现场调查，利用 RTK测量研究区域内

均匀分布的地面控制点（定位精度优于 0.5 m，坐

标系为 WGS84），并获取湿地景观类型的遥感解

译标志。基于地面控制点对 SPOT5影像进行几

何精校正，误差小于 2个像素。为了保证空间参

考一致，利用精校正的 SPOT5影像分别配准

2景 TM影像和 1景 OLI影像，配准误差均小于

1个像素，并对 SPOT5影像进行降分辨率处理，

使之与 TM、OLI影像的空间分辨率相同，从而

保证空间尺度的一致性和湿地分类结果的可比

性。首先，以植被分布图上的经纬网交叉点为控

制点，对栅格图进行几何校正处理，校正误差小

于 2个像素。然后，利用七参数法将其坐标系统

转换为 WGS84坐标系，使之与遥感影像的空间

参考一致。1∶200000比例尺的植被专题图与

30 m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反映的湿地景观空间

尺度基本一致，具有可比性。最后，以潮位最高

的 2000年 TM遥感影像的研究区域范围为基

准，切割其他时期影像，从而获得相同潮位下的

5期湿地景观分布数据。

将以上数据处理后，根据研究区海岸带植被

类型、分布特点和土地开发利用状况，并借鉴前

人的成果[4,14]，将湿地景观类型划分为自然湿地

和人工湿地，其中，自然湿地类型包括河口水

域、盐蒿滩、芦苇沼泽、互花米草滩、光滩湿地

5种；人工湿地类型包括建设用地、养殖池、盐田

和耕地 4种。在 GIS处理分析软件的支持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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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解译标志，利用监督分类和专家分类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湿地景观类型、斑块数量、面积和周

长等属性数据提取，最终得到 1980年、1991年、

2000年、2008年和 2018年 5期湿地景观格局分

布数据（见图 1），并以此为据分析各时期研究区

湿地景观结构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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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 40年来盐城海岸带湿地景观格局演变

Fig. 1    Landscape pattern evolution of yancheng coastal wetlands in recent 40 years
 
 

1.2    研究方法

H Do

E D

景观指数高度浓缩景观格局信息，是能够准

确反映景观内层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特征的定

量指标[19-20] 。目前景观格局指数法主要应用于

陆地、城市等景观分析 [21-23]，是一种较为成熟、

可信的景观结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不同，选取

的景观结构参数也会不同。为详细分析 5个时

段湿地景观结构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演变趋势，

本文引入景观多样性指数 、优势度指数 、均

匀度指数 、斑块的分形维数 、景观斑块破碎

FN l(x)化指数 以及廊道密度指数 等景观结构指

数模型[24]，并应用景观结构指数软件计算各景观

结构的参数。

多样性指数表示湿地景观类型的多样性；优

势度指数表示由少数主要景观类型控制的程度；

均匀度指数表示不同景观类型的分配均匀程度；

斑块分形维数表示景观斑块的自相似程度；破碎

化指数表示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廊道密度指数反

映斑块间的连通性，是分割景观、造成景观进一

步破碎的主要因素，单位面积内廊道越长，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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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化程度越高。

多样性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H = −
m∑

k=1

(pk )log2(pk ) （1）

式中：Pk 为 k种景观类型占总面积的比，m
是研究区中景观类型的总数。

优势度指数计算公式为：

Do = Hmax+

m∑
k=1

(pk )log2(pk ) （2）

式中：Hmax 为各类景观所占比例相等时的多

样性指数，即最大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计算公式为：

E = (H/Hmax)×100% （3）
分形维数计算公式为：

D = 2ln(P/K)/lnA （4）
式中：P为单个斑块周长；A为单个斑块面

积；K=4为常数，一般 D值为 1～2。
破碎化指数计算公式为：

FN = (N p−1)/Nc （5）
式中：Nc为景观数据矩阵的方格网中格子

总数；Np为景观里各类斑块的总数，一般 FN值

为 0～1。

廊道密度指数计算公式为：

l(x) = L/A （6）
l(x)式中： 为廊道密度指数；L为廊道总长度；

A为景观总面积。 

2   结果与讨论
 

2.1    景观面积和斑块变化特征

海岸带湿地受人为和自然因素控制，其水

质、土壤、地形、地貌以及植被等会发生变化，彼

此之间也相互影响和制约，从而导致景观结构发

生分异，产生不同类型的景观斑块。同时，随着

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景观面积也会随之发生变

化，呈现多类型的景观面积变化模式。

对于整体平缓的盐城海岸带区域，地形是影

响滨海植被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相关研究表

明[25]，由陆向海，芦苇沼泽主要分布于高程 2.1～
2.7 m，盐蒿滩则主要分布于 1.5～2.1 m，互花米

草滩主要分布于 0.9～1.5 m，具有明显的梯度分

布特征，这在图 1中也得到了验证。

景观面积变化由表 1所示，其模式可总结概

括为逐年增长型、逐年减少型、先增后减型以及

先减后增再减型。
 
 

表 1       湿地景观面积变化（ha）

Tab.1    The change of Yancheng coastal wetlands area(ha)

年份 河口水域 建设用地 盐蒿滩 芦苇沼泽 互花米草 耕地 养殖池 盐田 光滩湿地

1980 2120 0 62293 20094 584 10354 486 43609 324293

1991 3176 328 42398 23943 15245 24685 18517 47394 202444

2000 3777 1148 19813 15089 19828 41797 38695 50177 147553

2008 4051 3303 12628 14113 12606 50710 66064 32261 231910

2018 4782 11262 9764 12357 10479 52896 71579 26118 204652
 
 

逐年增长型的景观类型包括河口水域、建设

用地、耕地和养殖池，其中河口水域和耕地的增长速

度较为稳定，年平均增长约 70.1 ha和 1119.5 ha；
建设用地和养殖池则表现为爆发增长的态势，年

平均增长分别约为 296.4 ha和 1870.9 ha。
逐年减少型的景观类型主要为盐蒿滩，由 1980

年的 62293 ha，快速减少到 2018年的 9764 ha，
年平均减少约 1382.3 ha。

先增后减型的景观类型包括芦苇沼泽、互花

米草滩以及盐田。其中，芦苇沼泽在 1980－1991
年为增长阶段，年平均增长约 349.9 ha，1991－
2018年为快速减少阶段，年平均减少约 429.1 ha。
互花米草滩在 2000年之前为增长阶段，其中

1980－ 1991年增长速度最快，年平均增长约

1332.8 ha，1991－2000年增速放缓，年平均增长

约 509.2  ha，2000－2018年则进入快速减少阶

段，年平均减少约 519.4 ha。盐田在 2000年之前

为稳定增长阶段，由 1980年的 43609 ha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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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的 50177  ha， 年 平 均 增 长 约 328.4  ha，
2000年之后则进入快速减少阶段，年平均减少

约 1336.6 ha。
1980年、1991年、2000年、2008年和 2018

年研究区景观斑块数量分别为 160个、505个、

623个、1081个和 2157个，表现为快速增多的变

化模式。近 40年来，斑块数量增加了近 13倍。

盐城海岸带湿地不同景观类型面积变化的

模式多样和景观斑块数量的迅速增多，均说明了

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日渐复杂。地

形差异、互花米草外来生物入侵等自然环境变

化和经济利益驱使、人口压力影响导致的湿地

围垦等人类活动，是控制研究区湿地景观面积和

斑块数量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 [4]。特别是围垦

后建设用地、养殖池以及盐田等人工湿地景观

面积和斑块数量的增加[26]，使人类活动对海岸带

湿地的干扰程度不断加强。人类活动已逐渐替

代自然环境，成为控制研究区景观面积变化的主

导因素。 

2.2    景观多样性、优势度、均匀度变化解析

景观多样性指数反映景观类型数量和所占

比例的变化，揭示景观的复杂程度。 1980－
2000年（表 2），研究区景观多样性指数呈逐渐

增大的态势，由 1.4474增大为 2.4423，增大了

0.9949，表明该阶段研究区景观类型数量和面积

比例有所增加，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景观类型

的增加和互花米草滩、耕地、养殖池等人工景观

面积比例的快速增长。2000年以后，随着盐蒿

滩、互花米草滩以及盐田面积的逐步缩减，景

观多样性指数开始下降至 2018年的 2.0781，减
小 0.3642。近 40年来，景观多样性指数增大了

约 0.4倍。

优势度指数的增减揭示优势景观类型的变

化，数值越大，表明景观类型间的数量和面积比

差异越大，占主导地位的景观要素越明显。

1980年，研究区除北部盐田分布区外，受人类活

动影响程度较弱，光滩湿地、盐蒿滩和芦苇沼泽

等景观斑块大面积存在，自然湿地占主导地位，

优势度指数最高，达到 1.5526。随着人类开始高

强度开发利用湿地，至 2000年，光滩湿地、盐蒿

滩和芦苇沼泽等被大面积开垦利用为盐田、养

殖池、耕地和建设用地等，削弱了原优势景观类

型的主导地位，优势度指数下降至 0.5577，此时

光滩湿地、盐田和耕地为主导景观类型。2000
年以后，人类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收益更高的养

殖池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大，盐田面积萎缩，优势

度指数出现上升波动。至 2018年，光滩湿地、养

殖池和耕地成为主导地位景观类型，优势度指数

增长至 0.8865。近 40年来，优势度指数减小了

约 0.4倍。
 
 

表 2       景观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指数

Tab.2    The  diversity,  dominance  and  evenness  landscape  structure
indexes of Yancheng coastal wetlands

年份 H Do E

1980 1.4474 1.5526 0.4825

1991 2.1878 0.8122 0.7293

2000 2.4423 0.5577 0.8141

2008 2.1213 0.7768 0.7071

2018 2.0781 0.8865 0.6769
 
 

均匀度指数揭示景观类型分配的均匀程度，

数值越大，表明不同景观类型分配越均匀，面积

差距越小。研究区均匀度指数增减趋势与多样

性指数一致，均表现为 1980－2000年逐渐增大，

2000－2018年逐步减小。1980年，研究区无建

设用地分布，优势景观类型为光滩湿地、盐田、

盐蒿滩和耕地，优势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差距

大，均匀度指数最小，为 0.4825。1980年以后，随

着优势景观面积的逐渐缩减，非优势景观面积的

递增，各类景观类型分配差距变小，均匀度指数

增加至 2018年的 0.6769，增大了 0.1944，增大约

0.4倍，表明不同景观类型的分配均匀程度增强，

趋于一致。 

2.3    分形维数变化解析

分形维数揭示不同景观类型占有空间的有

效性，反映斑块不规则性的程度，是对不规则图

形的定量描述，一般数值处于 1～2。分形维数

越趋近于 1，则斑块的几何形状越趋向简单，斑

块形状越有规则、自相似程度也越高，表明受人

类控制的程度也越大。在表 3的 5个时期景观

斑块分形维数中，盐田分形维数的平均值最小，

为 1.0272，其次为养殖池、耕地和建设用地，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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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平均值分别是 1.0329、1.0354和 1.0465，均
小于 1.05。

分形维数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盐田、养殖池、

耕地和建设用地等属于人为加工产物，形状一

般较为简单且规则，常近似于长方形，斑块间的

自相似程度较高，因此分形维数较低。光滩湿

地、互花米草滩、盐蒿滩、芦苇沼泽和河口水域

等分形维数平均值则较大，均大于 1.05，其中河

口水域分形维数平均值最大，为 1.1789。说明自

然湿地景观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小，斑块形状

复杂且不规则、自相似程度较低，因此分形维数

平均值较大。
 
 

表 3       景观斑块分形维数

Tab.3    The landscape patches fractal dimension of Yancheng coastal wetlands

景观类型
D

1980 1991 2000 2008 2018 平均值

河口水域 1.1308 1.1795 1.1876 1.2040 1.1928 1.1789
建设用地 － 1.0470 1.0486 1.0493 1.0413 1.0465
盐蒿滩 1.0228 1.0372 1.0685 1.0929 1.0816 1.0606

芦苇沼泽 1.0316 1.0904 1.0902 1.1071 1.1004 1.0839
互花米草滩 1.0289 1.0465 1.0476 1.0849 1.0932 1.0602

耕地 1.0216 1.0322 1.0456 1.0443 1.0335 1.0354
养殖池 1.0091 1.0281 1.0428 1.0390 1.0457 1.0329
盐田 1.0204 1.0255 1.0329 1.0278 1.0294 1.0272

光滩湿地 1.0350 1.0585 1.0632 1.0489 1.0577 1.0526
 
 
 

2.4    景观斑块破碎化变化解析

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揭示了景观斑块在给

定时间内斑块数量的变化程度，在较大尺度景观

结构的研究中，斑块破碎化状况与景观格局、湿

地生态功能、能量流动以及人类活动等密切相

关，是各类湿地景观的重要属性特征之一。景观

斑块破碎化指数越大，说明景观斑块数量越多，

破碎化程度越剧烈。

研究区 1980年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为

0.0034（表 4），此时有大面积盐蒿滩、芦苇沼泽等

自然湿地景观斑块存在，斑块总数量较小，且单

个斑块面积较大。1991年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

迅速增大至 0.0133，增大了近 3倍，可以看出人

类开发利用海岸带湿地程度迅速增强。2000年

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为 0.0185，并逐年递增，最

终增加到 2018年的 0.0483。
 
 

表 4       景观斑块破碎化指数

Tab.4    The  Landscape  patches  fragmentation  index  of  Yancheng
coastal wetlands

年份 1980 1991 2000 2008 2018

FN 0.0034 0.0133 0.0185 0.0254 0.0483
 
 

近 40年来，景观破碎化指数增大了 13倍。

这表明盐城海岸带湿地的破碎化程度随着人类

干扰活动力度的增强而加剧，特别是养殖池、盐

田、建设用地等人工湿地景观斑块数量和面积

的激增，割裂了周边原有自然湿地景观类型的分

布，导致景观斑块破碎化的程度日渐强烈。 

2.5    廊道密度变化解析

廊道是指不同于两侧湿地景观类型的狭长

地带，在本研究区主要为堤坝、田埂、道路等。

廊道是分割景观、造成景观破碎化加剧的内因，

单位景观面积的廊道越长，景观破碎化程度越

高。由表 5可以得出，研究区廊道密度指数表现

为逐渐增大的趋势。特别是在 1980－1991年时

段，廊道密度指数增大最为迅速，增大了近 4倍；

1991－2018年增大速度相对稳定，增大倍数均小

于 1。近 40年来，廊道密度指数增大了 18倍。
 
 

表 5       景观廊道密度指数

Tab.5    The Landscape patches corridor density index of Yancheng
coastal wetlands

年份 1980 1991 2000 2008 2018

l(x)/m·ha−1 0.4955 2.2506 4.4687 6.8581 9.5716
 
 

廊道密度指数的迅速增大，主要是由于人类

活动不断的干扰和湿地大规模的开发利用，特别

是耕地、养殖池面积的增加，使道路、田埂总长度

迅速增加，阻碍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同时，使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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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指数逐年增大，景观破碎化程度逐年加剧。 

3   结 论

（1）大面积自然湿地景观被人工湿地景观替

代，面积增加最明显的是建设用地，特别是研究

区中部和南部区域。景观面积变化模式主要包

括逐年增长型、逐年减少型、先增后减型和先减

后增再减型 4种。

（2）建设用地景观类型的增加和互花米草

滩、耕地、养殖池等景观面积比例的快速增长，

导致景观多样性指数迅速减小；斑块面积较小的

人工湿地景观，逐渐取代了原有斑块面积较大的

自然湿地景观，景观类型间的数量和面积比差异

变小，景观类型分配的均匀程度变大，人工景观

成为主导景观，是优势度指数减小、均匀度指数

变大的主要原因；人工湿地景观斑块数量和面积

的迅速增长是斑块破碎化指数和廊道密度指数

迅速增大的主要原因；人工湿地景观和自然湿地

景观斑块分形维数平均值的界限约为 1.05，可作

为区分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类型的重要参数。

（3）人类高强度开发利用海岸带湿地资源是

景观类型替代、斑块数量增加、单个斑块面积变

小、景观类型分配趋于均匀、廊道长度增加、景

观破碎化逐年加剧的直接原因。严格控制人类

的开发强度，认真落实集约、节约的规划用地政

策，加强监督执法，并因地制宜实施退耕还湿、

退养还湿等，逐步减少人工湿地类型、斑块数量

和增加单个景观的斑块面积，是有效保护和合理

开发利用海岸带湿地资源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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