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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动态变化监测能直观、快速、有效地获取并掌握土地利用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

策和管理依据． 拓展对地级市更新和扩展过程中土地利用状况的有效的监测，及时掌握土地的利用情况和变化趋

势，对制止违法用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数据是从中国科学院数据云网站下载的 TM 影像，选择 1990，2000 和

2009 年含云量比较少的 3 个不同时相的淄博市 TM 影像，采用了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相结合的图像解译方法，

分析出淄博市 1990、2000 和 2009 年这 3 年的土地利用分类情况． 然后结合淄博地区的经济、人文等影响因子分析

了淄博市土地动态变化情况． 为合理的规划城区布局以及有效的耕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更好地服务该地区的社

会建设，为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新山东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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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将为切实保护耕地，加强国土资

源管理，确保耕地占补平衡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遥

感与地理信息技术是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监测，

发现土地变化区域的重要手段［1］． 从不同时间或在

不同条件下获取的同一地区的遥感影像，从中识别

地表空间分布状况，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这

一过程就是遥感动态监测过程［2］． 动态监测就是依

据不同时相的遥感数据，定性定量地分析和展示出

地物的变化情况［3］． 动态监测是资源环境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取土地利用

信息，并且有效地了解土地资源利用情况并制止违

法用地，提出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 多分辨率遥感影

像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监测可以获取多目标、多尺度

的变化信息． 与此同时，相比传统的土地利用调查，

遥感可以大大节省时间、节省成本，具有时效性强、
经济性强、准确度高、客观性强的特点．

土地资源的利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传统

的土地普查的手段已经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土地利

用变化监测，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以快

速更新研究区土地使用情况，为宏观决策提供可靠

依据．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十分紧张，土地

利用变化监测对于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具有现实

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和遥感影像价格的下降，研究遥

感手段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监测具有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 本文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针

对山东省淄博市提出一种快速的土地利用变化监测

技术路线，并及时获取该地区土地利用情况，对该地

区土地利用规划提出合理建议，这对淄博市乃至整

个山东省蓝色经济圈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淄博市位于华东地区，是山东的区域经济中心，

中心 纬 度 为 35° 55' 20″ ～ 37° 17' 14″ N，经 度 为

117°32'15″ ～ 118°31'00″E，土地面积 5 938 km2，纵

距最 大 151 km，横 距 最 大 87 km，现 有 常 住 人 口

459. 26 万，人口密度比较大，且相对比较集中，近年

来随着淄博市高新区的成立以及整个市区的经济中

心的西移，使得土地利用变化相对较大． 另外 2011
年淄博市工业企业总产值过万亿，利税 1 170 亿元

左右，利润 720 亿元左右，成为全国工业销售收入过

万亿的 16 个城市之一，及时有效的获取淄博的土地

68

DOI:10.19789/j.1004-9398.2016.05.016



第 5 期 郭亚会: 近 20 年淄博市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监测与分析

动态变化情况对于整个山东半岛的蓝色经济圈的建

立有些极其重要的意义［7］．

2 研究方法

变化监测技术主要有: 图像差分、图像比值、植被

指数、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分类后比较等方法． 本

文采用的方法就是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分类后处理相

结合的方法，对各个波段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然后进

行后处理得到需要的实际地物分布情况，便于对其进

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8-10］． 针对多时相的遥感影像数

据，大多数人会采用分类后处理的方法［11-14］，该方法

是最显著的改变检测方法可以通过两个或者若干个

相同地区不同时相的遥感分类图像( 监督分类或者非

监督分类) 的分析对比来实现检测．
2. 1 材料准备

本文使用的遥感影像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数据

云( http: / /www． csdb． cn / ) ，从中选取了 1990、2000
及 2009 年云量较少的 3 个时相的 Lardsat TM7 影

像． 淄博市的 Arcgis 矢量底图使用是由首都师范大

学资源环境与 GIS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提供的． 文中

涉及到的软件有 ENVI 和 Esri 公司的 Arcgis．
2. 2 技术路线

本文第一步先将下载好遥感影像在 ENVI5. 0
环境下进行了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根据淄博市

的矢量底图将每个年份的遥感影像进行拼接和裁

剪，之后又分别对其进行 PCA 处理，查看各波段的

相关性，根据各波段的相关性并查阅资料，最终确

定使用 5、4、3 这三个波段组合进行土地利用变化

检测． 第二步分别对三个时相的遥感影像进行非

监督分类查看各种分类的比例，随后在非监督分

类的基础上进行监督分类，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国家标准》，将分类结果定为一级六个类别: 裸

地、水体、建筑用地、农业用地、浓密植被、和稀疏

植被． 第三步对监督分类后的结果分类后比较方

法． 分别对其进行分类后处理 ( 也叫分类后比较)

就会得出这三个时段的土地利用情况，对其进行

就会得到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而对土地进行检

测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3 淄博市土地格局及利用变化情况
分析

选取 2009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上可以清晰地看

出淄博市域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呈带状，城

区分布比较均衡，这与淄博市注重市辖范围内的所

有城镇的发展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而且淄博的城区

多是建设在水系相对较大的平原地带以及山系之间

的平缓区，依靠水系建设城区聚居地既有利于城市

人口的供水也有利于农业的灌溉和工业用水的补

给． 淄博中部偏南的地方山区比较多不适合居住和

建设，较北部和西南部的大平原来讲这里人口比较

稀疏，淄博市的土地利用的分布比较合理．
3. 1 土地利用面积变化动态分析

借助 ENVI 软件对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 ( K-
mean) 处理得到了 1∶ 250 000 的淄博市土地利用相

应年份的土地利用分布图，如下图 1 ( a) 、( b) 、( c)

所示．

图 1 1990、2000 和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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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 的三幅图可以大致的了解到淄博市

1990—2009 年的土地利用情况，然后根据 ENVI 对

监督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分类后处理，得到了各类地

物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淄博市 1990、2000 和 2009 年土地利用变化分类
统计表 %

年份 裸地 水体
建筑
用地

农业
用地

浓密
植被

稀疏
植被

1990 55. 004 1. 01 4. 682 20. 399 4. 395 14. 51
2000 55. 004 1. 104 6. 567 18. 806 2. 521 15. 998
2009 55. 004 1. 582 9. 094 13. 777 5. 784 14. 759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1990—2000 年淄博市的水

体变化不是很明显，但是到了 2009 年水体增加了近

三分之一，这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随着经济和城

市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了水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

性，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河道以及大型水库进行了修

正和扩建，另外 2009 年淄博的雨水比较多使得之前

干涸的河流又重新得到了雨水的滋润，使得整个城

市的水体覆盖度有了很大的提高［15］． 淄博市的建筑

用地从 1990 年的 4. 68% 到 2009 年的 9%近乎翻了

一倍，这说明淄博市的城市化进程是非常迅速的，这

和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淄博市人民的努力是

分不开的，但是建设用地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其他类

型的土地减少，从表 1 可以看出淄博市的农业用地

占总面积的百分比从 1990 年的 20% 迅速减少到

2009 年的 13%，这说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

对耕地没有进行有效的保护，这对于城市化的后续

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会使得本地区的粮食补给带来

一定的压力，使得整个城市依赖于从其他地方“进

口”粮食，这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是相

违背的． 对于其他的类型来讲，浓密植被和稀疏植被

的变化不是很明显，对于这种城市化水平相对比较

快、比较高的淄博市来说这个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总体来讲绿度还是比较大的．
3. 2 动态预测

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方法就是土地利用动态度

LUDI( The land use dynamic limit) ，它反映的是某一

时间段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变化程度，其计

算公式为:

K =
Ub － Ua

Ua

1
T 100%

式中: K 即为土地利用动态度，Ua 和 Ub 分别为研究

初期和研究末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或者百分

比，T 为研究时段的时间长度，当其以年为单位时，

公式中的 K 的意思就是研究区内某种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的年度变化率［16-19］． 根据这个公式可以算出

1990—2000 年这段时间以及 2000—2009 年两段时

间内淄博市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 ( 年变化

率) 见表 2．

表 2 1990—2000 年以及 2000—2009 年淄博市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

动态度年
份区间

水体
建筑
用地

农业
用地

浓密
植被

稀疏
植被

1990—2000 9. 30 40. 26 － 7. 80 － 42. 63 10. 25
2000—2009 56. 63 94. 23 － 32. 46 31. 60 － 7. 74

从上表可以得知农业用地、浓密植被、稀疏植被

的动态度是负值，水体、建筑用地的值均为正值． 这

说明查农业用地、浓密植被、稀疏植被的面积是逐年

较少的，水体、建筑用地的面积是逐年增加的．
查阅相关资料，淄博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降水比较少，蒸发比较快．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

可以推测淄博范围内水体覆盖度增加的可能性依然

很明显，与此同时全市范围内的建筑面积增加的趋

势也很大． 根据以上动态研究还得出农业用依然会

有减少的风险，应该切实保护农业用地． 比较表 2 的

1990—2000 年和 2000—2009 年稀疏植被动态度的

变化，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存在着占用稀疏植被可

能． 比较 2000—2009 年的浓密植被的覆盖度较之前

的 1990—2000 年的浓密植被覆盖度增大，可以推测

今后该地区的浓密植被覆盖度还会有增加趋势．

4 启示和展望

( 1) 土地利用变化监测意义深远，研究方法不

尽相同，目前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 在此背景下，科

学工作者以及奋战一线的土地利用监测方面的工作

人员要善于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来进行合理的变

化监测． 本文综合采用了非监督分类和监督分类方

法，集中体现了这两种分类方法结合的优点，先进行

非监督分类，后进行监督分类，此外引用了动态变化

度 LUDI 来预测土地利用变化态势．
( 2)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将会有新的技术来

获取分辨率更高的影像，对于监测土地利用变化情

况十分有利，从而提出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土

地利用结构，合理发展布局，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 新技术的革新和新技术的应用，对于国民生产

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 3) 为了使得研究工作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

的时效性，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借助国产分辨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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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卫星 ZY 三号卫星的全色和多光谱相结合的

手段，对一些城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做一些更细致的

定量分析． 此外，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分布不均匀和

分布之间的系统关系都导致了尺度问题界定相对比

较难，根据研究区域的大小和研究内容进行合理的

尺度界定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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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Land Use Change of Zibo
City in 1990—2009

Guo Yahui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e dynamic monitoring for land use change can intuitively，fleetly，efficiently acquire land use change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which woul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decisions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ers． Effectively monitor land use condition of prefecture-level city's renewal and expansion，therefor，to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tendency of land use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baning the illegal land use． We choose three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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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of Zibo City in 1990，2000 and 2009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clouds from data cloud of CAS，using the
coupling method of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and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land use classifications are analyze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and-use are analyzed by combining with the economic and humanities impact factors．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reasonable planning of city layout and effectiv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and better
services for social construction，as well as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big-powerful and
rich-beautiful Shandong．

Key words: land use， dynamic monitoring， prediction of change tendency，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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