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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监测是制定该地区新时期扶贫开发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对引

导区域资源合理开发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特困区的特点以及评价目的构建了由生

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和土地退化指数组成的具有 ＲS 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栅格和县级行

政区划为评价单元，借助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研究区 2000 年和 2010 年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分析． 结果显示: 研

究区近 10 年生态环境局部存在恶化现象，但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2010 年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县域面积占到整个研

究区面积的 41. 27% ． 该研究结合遥感技术探索了连片特困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方法，具有较好的操作性; 该指

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可以推广到其他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可以为连片特困区的生态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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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连片特困地区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

场，加强对这些扶贫开发区的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

工作，对制定区域扶贫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1］．“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地

处华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具有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等

特点，是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根据《燕

山—太行 山 片 区 区 域 发 展 与 扶 贫 攻 坚 规 划》
( 2011—2020 年)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

要依托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

护，大力增加林草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控制水土

流失［2］，构筑京津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从生态

环境角度遏止扶贫开发特困区的由环境破坏到贫困

加剧的恶性循环． 显然，对“燕山—太行山”连片特

困区进行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监测具有政策紧迫感和

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质量评分分级法、综合评价法、模糊评

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物
元分析评价法等［3-7］．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生态环

境质量评价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针对不

同研究区特点及研究目的，建立了很多评价指标体

系［8-12］，如黄方等［13］结合研究区生态特点建立了基

本评价因素的数字环境模型，并采用空间主成分分

析法评价了吉林省西部地区从 1986—2000 年的生

态环境脆弱性变化的空间分布规律; 刘庄等［14］为提

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水平提出了 GIS 与层

析分析法相结合的新思路，并以江苏省为例验证了

方法的科学性; 凡宸等［15］采用卡方检验确定指标权

重，基于“先分级后加权”的思路构建了生态环境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结合 ＲS /GIS 技术分别以栅格和

行政区划为单元对广东省惠东县的生态环境因子进

行了提取和分析; Matthew 等［16］利用人类生态足迹

模型和生态系统过程模型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

价，识别了城市生态系统发展的限制因素，并据此对

美国 主 要 的 20 个 大 城 市 进 行 了 比 较 评 价; U．
Mrtberg 等［17］运用 GIS 和 EDSS ( 生态决策支持系

统) ，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为案例，建立了相应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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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定量分析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研究人员对生态

环境的理解或研究目的的不同，在指标体系的选择

或同一指标的权重分配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

导致不同研究者对同一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结果存

在差异，造成不同的评价结果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

此外，随着生态环境质量评价逐渐从早期的生态环

境结构、功能、状态的评价向近期的生态过程评价方

向发展，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区域尺度越来越小，评

价的最小尺度从几十平方公里降低到几千平方米，

因而传统基于自然区划或者行政单元的评价方式难

以满足这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的发展需求，需

要细化评价单元的空间尺度． 基于遥感的生态环境

质量评价，不仅缩短了小尺度评价区域的数据获取

周期，还借助 GIS 技术实现了评价结果的可视化; 以

栅格为基本单元的生态质量评价，从数据采集到结

果分析，均保留了数据信息的空间位置特征，提高了

评价单元的空间精度; 而且在分析生态环境质量动

态变化过程时，能够对应找到主要的变化驱动力，能

够更有针对性地为国家扶贫开发、资源合理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以“燕山—太行山”扶贫开发连片特困区

为例，以 2000—2010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监测为

目标，基于遥感图像提取各要素专题数据，以图像栅

格为评价单元，计算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并在此

基础上综合分析和评价了县级行政区划单元的生态

环境质量变化状况，为扶贫开发生态环境管理提供

参考．

1 研究区和数据

研究区位于 38°28' ～ 42°40' N，112°57' 41″ ～
119°15'34″E 之间，覆盖了内蒙古、山西和河北省

33 个县，片区总面积 9. 28 万 km2 ． 地形以山川为主，

内部起伏跌宕，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高差较大．
境内有滹沱河、桑干河、洋河、海河、滦河等河流． 该

区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短，昼

夜温差大，年均气温 10 ℃，年均降雨量 350 mm． 片

区内森林覆盖率达 34%，植物类型较丰富，主要有

落叶阔叶林，次生林和灌草丛．
研究区多为农牧交错带，是生态环境敏感的地

区． 土地贫瘠又水土流失严重，干旱少雨和自然灾害

频繁，加上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致使片区居民贫困

和生态环境失衡．
本文选取了 2000 年和 2010 年植被生长季节分

辨率 30 m 的 Landsat TM 影像作为提取土地类型和

植被信息的遥感数据源，并结合了地面数字高程数

据( 90 m) ，1∶ 25 万水系分布图，1 km 格网水资源量

数据集等辅助数据． 为了保证各专题栅格数据具有

良好的空间重合性，各评价要素图层采用统一的坐

标系统和投影系统，即等面积割圆锥投影，中央经线

105°E，双标准纬线分别为 25°N 和 47°N，椭球体为

WGS84 椭 球 体． 在 研 究 中 通 过 栅 格 计 算 确 定 以

1 km 规则格网为栅格评价单元，并结合行政区划为

主的矢量评价单元对燕山—太行山片区进行生态环

境质量评价．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2 研究方法

2. 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生 态 环 境 状 况 评 价 技 术 规 范 ( 试

行) 》［18］，根据研究区的生态环境特点，按照客观

性［19］、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等指标选取的原则［20］，选

择了基于遥感获取并能够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生物

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和土地退化指数［21］，构建

了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

分析法［22］确定二级指标权重值，如表所示:

其中，二级指标值由其相应的三级指标计算得

出［23］，计算公式如下:

EQI( b，v，r，l) = ∑
n

i = 1
AiKi， ( 1)

式( 1) 中 EQIb表示生物丰度指数值，EQIv 表示植被

覆盖指数值，EQIr表示水网密度指数值，EQIl表示土

地退化指数值; n 表示每个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

标个数; Ai表示三级指标; Ki表示三级指标对应的权

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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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生物丰度指数

林地 0. 35
草地 0. 21

水域湿地 0. 28
耕地 0. 11

建筑用地 0. 04
未利用地 0. 01

0. 4

植被覆盖指数

林地 0. 38
草地 0. 34
农田 0. 19

建设用地 0. 07
未利用地 0. 02

0. 2

水网密度指数

河流长度

湖泊( 近海) 面积

水资源量

0. 2

土地退化指数

轻度侵蚀 0. 05
中度侵蚀 0. 25
重度侵蚀 0. 70

0. 2

为确保各二级指标之间的可比性，利用系数归

一化方法对各指标进行统一标准化处理．
2. 2 生态环境评价的遥感指标提取

1) 生物丰度指数和植被覆盖指数提取

将土地类型的三级指标权重赋值给相应的栅

格，按照公式( 1 ) 进行 1 km 邻域求和统计，所得结

果乘以栅格单元的面积得到研究区栅格尺度上的生

物丰度指数和植被覆盖指数分布图．
2) 水网密度指数提取

利用土地类型图提取水域信息，结合从水系分

布图中提取的河流长度图层和水资源量归一化结果

进行栅格叠加，得到研究区栅格尺度上水网密度指

数图．
3) 土地退化指数提取

研究区关键性侵蚀类型为面蚀，按照土壤侵蚀

分类标准，将该区土地侵蚀类型划分如下所示:

表 2 面蚀( 片蚀) 分级标准

地类
地类坡度 / °

5 ～ 8 8 ～ 15 15 ～ 25 25 ～ 35 ＞ 35

非耕地林草盖度 /%

60 ～ 75
45 ～ 60
30 ～ 45
＜ 30

坡耕地

轻度

轻度 中度

中度

强烈

强烈

极强烈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利用土地类型图提取耕地信息，叠加坡度图将

坡耕地按照表中标准分级; 非耕地图层与植被覆盖

图层叠加得到非耕地林草盖度，分级后与坡度图层

进行条件运算，得到相应的土地退化状况，根据实际

情况将强烈、极强烈和剧烈程度等级合并为严重退

化，重分类后利用式( 1) 得到土地退化指数图．
2. 3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与分级

2. 3. 1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用计算得到的二级指标值按如下公式计算研究

区生态环境质量，并进行动态变化评价．

EI = 0． 4 × EQIb + 0． 2 × EQIv + 0． 2 ×
EQIr + 0． 2 × EQIl， ( 2)

ΔEI = EI2010 － EI2000， ( 3)

式( 3 ) 中，EI2000 表示研究区 2000 年的生态环境质

量，EI2010表示研究区 2010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
ΔEI 表示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
2. 3. 2 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根据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将生态环境质量分为

五级，即优、良、一般、较差和差，见表 3．

表 3 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级别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指数 EI≥75 55≤EI ＜ 75 35≤EI ＜ 55 20≤EI ＜ 35 EI ＜ 20

状态
植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
性丰富，生态系统稳定，
最适合人类生存

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
样性较丰富，基本适合人
类生存

植被覆盖度中等，生物多
样性一般水平，较适合人
类生存，但有不适合人类
生存的制约性因子出现

植被覆盖较差，严重干旱
少雨，物种较少，存在着
明显制约人类生存的因
素

条 件 较 恶 劣，人
类生存环境恶劣

2. 3. 3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级

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幅度分为四级，即无明显变

化、略有变化( 好或差) 、明显变化( 好或差) 、显著变

化( 好或差) ，分级情况如下表所示，并据此将研究

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变化程度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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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度分级
级别 无明显变化 略有变化 明显变化 显著变化

变化值 |ΔEI |≤2 2 ＜ |ΔEI |≤5 5 ＜ |ΔEI |≤10 |ΔEI | ＞ 10

描述
生态环境状况无明显变

化
生态环境状况略微变好或略
微变差

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变好或明
显变差

生态环境状况显著变
好或显著变差

2. 3. 4 技术流程

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监测技术流程如图 2 所示，

针对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信息的提取，需要对数据做

如下处理: ( 1) 对 TM 影像进行几何精校正，误差控

制在 0. 5 个像元内，提取 NDVI 指数; ( 2 ) 使用研究

区矢量边界掩膜处理全国 90 m 分辨率的 DEM;

( 3) 土地 类 型 分 为 6 大 类，用 栅 格 数 据 层 表 示;

( 4) 利用研究区边界创建 1 公里级别 fishnet，与水系

图层叠加，裁切并计算每个格网中河流长度，融合同

一个格网中的多条河流，进行长度累加，赋值并转为

栅格图层; ( 5 ) 对现有的以行政单元为单位的水资

源量数据库进行空间化处理，建立具有统一空间坐

标参数、统一数据格式、统一的数据和元数据标准的

中国 1 km 格网水资源量数据．
标准化处理各指数计算结果，利用式 ( 2 ) 得出

以 1 km 栅格为基本单元的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并综合评价县级行政区划内的生态环境质量以

及对整体规律和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3 结果分析

3. 1 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图 3 为“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 2000 年和

2010 年栅格尺度上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布图，图 4
为 2000 年和 2010 年研究区各个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分级图． 图 4 中研究区各县 2010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介于 40. 56 ～ 62. 21 之间，平均值为 51. 39，表

明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目前整体生态环境质量

一般． 图 3 和图 4 反映了位于燕山和太行山山脉附

近的县域受山体较高植被覆盖度的影响，生态环境

质量较好于其他县，其中包括涞水、阜平、涞源、易

县、宣化、承德、隆化、丰宁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占总研究区面积的 41. 27% ．
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和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隶属于自然风景旅游城市承德

市，承德市毗邻燕山山脉，森林覆盖率高，水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质量较好; 涞水县、阜平县、涞源县以及

易县位于太行山山脉，生物丰度指数和植被覆盖指

数都在 63. 05 以上，在研究区内处于较高水平．
望都县的生态环境指数仅为 40. 56，处于一般

偏较差水平，是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质量最差的县． 望

都县位于太行山山前平原地带，受地形和土壤条件

的限制，土地类型多以耕地为主，生物多样性单一，

从生态环境角度来讲，限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给扶贫开发带来了生态环境上的压力．
此外，研究区整体的土地退化现象明显，加上研

究区内水网密度偏低，造成贫困地区资源约束性贫

困加重，如果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治理，将会引发

一系列自然灾害进一步影响贫困区经济的发展．
3. 2 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变化分析

下表列举生态质量变化最明显的 12 个县的不

同时期的指标值，如表 5 所示．

图 2 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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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 年和 2010 年 1km 栅格尺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图 4 2000 和 2010 年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表 5 2000 年和 2010 年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值对比

县
生物丰度指数 植被覆盖指数 水网密度指数 土地退化指数 EI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怀安 35. 96 57. 32 54. 59 76. 06 2. 08 1. 91 33. 94 32. 29 38. 93 52. 08
易县 53. 54 70. 66 76. 93 83. 25 1. 66 1. 96 46. 00 26. 41 47. 93 60. 02
宣化 46. 73 64. 58 72. 23 76. 95 1. 17 1. 05 35. 16 28. 48 46. 34 55. 74
蔚县 51. 43 62. 97 72. 53 75. 66 0. 89 0. 89 41. 57 27. 82 46. 94 54. 94
涞源 65. 37 72. 66 87. 26 87. 35 0. 58 0. 49 59. 59 36. 07 51. 80 59. 42
化德 33. 72 49. 95 65. 48 74. 71 0. 00 0. 03 22. 36 28. 80 42. 11 49. 20
涞水 71. 53 77. 95 83. 26 86. 16 1. 05 0. 89 51. 55 31. 87 55. 16 62. 22
顺平 37. 19 46. 28 64. 34 66. 00 2. 14 1. 86 33. 39 19. 12 41. 49 48. 30
浑源 39. 16 33. 33 75. 75 0. 54 0. 63 73. 37 43. 92 50. 93 42. 16 48. 49
唐县 48. 04 54. 20 72. 29 73. 60 2. 65 3. 85 41. 83 25. 86 45. 84 52. 00
曲阳 39. 07 46. 74 61. 06 66. 46 2. 68 3. 56 25. 52 17. 35 43. 27 49. 26
平泉 77. 80 61. 59 88. 66 77. 64 0. 82 0. 70 40. 94 27. 97 60. 83 5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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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研究区各县 2000—2010 年生态环境指数变化情况

图 5 为研究区各县从 2000—2010 年生态环境

指标指数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怀安县和平泉县的生物丰度指数变化最为明显，从

土地类型面积转化看来，2000—2010 年怀安县为治

理水土流失增加林地和草地面积达 476 km2，而平

泉县将林地和草地大量转变为经济产出较高的耕地

和建筑用地等，导致了该地区生物物种多样性降低．
研究区内生物丰度指数变化最小的县是丰宁满族自

治县，仅有 0. 15，该县草场资源丰富，加上退耕还草

政策的推进，2010 年草地面积保有量 4 010. 48 km2，

占全县面积的 46%，继续巩固此成果不仅维持了全

县的较高的生物丰度值，而且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草地、林地、未利

用地和水域面积方向性地转变为耕地、城镇建设用

地和工矿交通用地，在此种趋势下，大同县和平泉县

的植被覆盖指数相应地分别减少 11. 27 和 11. 02
( 表 4) ，退化最明显． 如果单纯的以牺牲环境来增加

经济产出，那么持续恶化的环境将会约束资源的再

生，为贫困恶性循环埋上隐患．
水网密度指数能够反映区域内水资源的丰富程

度，由 2010 年的水网密度指数可以看出，目前研究

区大部分县域内水资源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原

有水资源匮乏的基础上虽然也没有出现恶化的现

象，但仍然会是生态和经济建设的一项瓶颈问题．
图 5 中可以看出，五台县的土地退化指数减少

了 24. 29，治理效果很明显，为此五台县大力发展旅

游业，不仅创经济收入还保证了该县的生态环境质

量． 化德县是土地退化加剧最强烈的县，近年来持续

干旱，化德县已有林草地出现萎缩，新载苗木难以成

活，再加上过度开垦土地沙化较为严重从而加快了

草地破坏、生态失衡． 研究区土地退化类型多以面蚀

为主，坡度和植被覆盖成为影响土地退化的关键因

素，这里是农牧交错带，过度放牧也是造成土地资源

退化的因子之一． 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坡

改梯田”等一系列生态补偿后，研究区大部分区域

的水土流失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3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

为打造首都生态屏障，经过过去几年的综合

治理，燕山—太行山片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

现改善的趋势． 其中，易县和怀安县发生了显著改

善，另外有 16 个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略微变好

的县有 11 个，共计土地面积 7. 32 万 km2，占整个

研究区面积的 75% ; 此外，大同县、隆化县和丰宁

满族自治县在近 10 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基本没有

发生明显变化，而平泉县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由

良好退化为一般． 研究区县域生态环境状况变化

统计如表 6 所示．

表 6 2000—2010 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级别 明显变差 无明显变化 略微变好 明显变好 显著变好

县名 平泉
大同、隆化、丰宁

满族自治县

阳高、天镇、阜平、
望都、张北、康保、
尚义、阳原、万全、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

广灵、灵丘、浑源、五台、
繁峙、化德、商都、兴和、
涞水、唐县、涞源、曲阳、
顺平、宣化、沽源、蔚县

易县、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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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易 县 位 于 太 行 山 北 端 东 麓，全 县 有

47. 5%的土地面积生态环境质量显著变好，该县在

过去几年里强调土地集约利用，选择能耗低，经济、
社会效益好，兼顾地区生态保护的国家鼓励和支持

的产业建设项目，加快了脱贫步伐的同时改善了地

区的生态环境; 怀安县原先是永定河上游水土流失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00 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 132. 92 km2，造成了该农业县土地资源的严重损

失，同时降低了植被的成活率，破坏了该县的生态环

境，随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怀安县充分发挥资源和区

位优势，倡导开发式脱贫路线，加大基础设施和绿化

面积的建设，有效遏止水土流失的同时吸引投资和

优秀人才，为进一步脱贫提供了可能．
平泉县 2004 年被确认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县，部

分国土面积被划归为禁止经济开发区域，受此生态

功能区划的影响导致了该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并且逐渐成为了制约地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瓶

颈． 因此，政府通过加大对有限的土地面积的开发力

度以增加经济效益，造成了县域内 1 280 km2 面积

的生态环境显著变差，导致了该县局部生态质量改

善而整体出现恶化的现象．

4 结束语

参照《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试行) 》构

建了由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和土地退化指

数组成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

重，以栅格为基本分析单元，县级行政区划作为综合

评价单元，对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的生态环境

质量及其变化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分析，结论如下:

1) 目前，“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的生态环

境质量综合指数在 40. 57 ～ 62. 22 之间，其中，占研

究区面积 41. 27% 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良好． 燕山

和太行山山脉腹地由于植被覆盖较高，对应的县域

生态环境质量较其它区域好．
2) 近十年以来，“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的

生态环境质量虽然局部存在降低趋势，而总体上还

是得到了改善，这得益于近几年“退耕还林还草”、
“坡改梯田”等生态建设项目的有效补偿．

3) 基于 ＲS 量化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能够比

较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而

且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这种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可以推广到其他区域的生态环境评价中，可以为连

片特困区的扶贫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生态环境质量低下不仅影响了资源再生，而且

还会给招商引资带来一定的阻力，如果片区内农业

开发活动以及城镇化进程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规划，

那么有限的燕山—太行山片区生态资源将会成为一

个重要的致贫因子． 所以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政策

在鼓励与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生态环

境质量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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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onitoring on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Contiguous
Poor Areas Based on Ｒemote Sensing: A Case Study on

Yanshan-Taihang Mountains Area

Cen Jian1，2 Hu Deyong1，2 Li Zongguang1，2 Li Jihe1，2

( 1．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Key Laboratory of Ｒ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GIS of Beijing Municipal，Beijing 100048)

Abstract
It is need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contiguous poor area of

Yanshan-Taihang Mountains when establish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also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features and
assessment purpose，th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with ＲS characteristics is constructed，including biological
abundance，vegetation coverage，water network density and land degradation index． In the system，the raster is the
basic assessment unit and the country level is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unit． Besides，by the support of GIS，

the study has assessed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interested region in 2000 and 2010． The assess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deteriorated partially，but improved on the whole; in 2010，the area
with good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ccounted for 41. 27% of the total． And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Yanshan-Taihang Mountains is better than others． In this study，a ＲS-based eco-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is explored，it not only can be operated easily，but also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 contiguous poor areas． Apart from
that，it provides technique assista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tiguous poor areas，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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