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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地生态网络对于改善区域生态空间破碎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不平衡及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洞庭湖区为例，在 3S 技术支持下，从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潜在生物多样性、形态空间格局的角度综合评价和识别生态源地及计算栅
格单元的基本生态阻力; 利用夜间灯光指数修正基本生态阻力; 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
生态廊道; 构建加权评价模型，对源地的聚合度、离散度及廊道的生态连接贡献度进行评价;

利用结构特征指数对综合网络、“源-汇”潜在网络及规划网络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结果表
明: 源地空间分布不均衡，林地、灌丛与水域三者面积之和占源地总面积的 95．9%，位于研究
区中部的洞庭湖湿地生态风险较高; 源地离生态网络系统中心位置越近及到其他源地的平均
最小累积阻力越小，聚合及离散的优势越强; 高生态质量源地周围的中、高生态质量源地分布
越密集，其聚合度、离散度越高; 廊道离高生态质量的源地越近，表现为生态连接贡献度越大;

林地、灌丛，尤其是河道在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生态连接作用;
“源-汇”规划绿道对“源-汇”潜在生态廊道形成了良好补充，与“源-汇”潜在网络相比，综合网
络的 α、β、γ、ρ 指数分别提高 123．1%、25．8%、26．2%、74．6%; 与“源-汇”规划网络相比，α、β、γ、
ρ 指数分别提高了 190．0%、31．1%、32．5%、114．6%。本研究结果能为洞庭湖区绿地生态网络
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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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space ecological network is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space，biodiversity loss，im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ecosystem services，and
ensuring regional ecology． With Dongting Lake region as an example，the ecological sources were
evaluated and identified，and basic ecological resistance of grid element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evaluation，potential biodiversity compre-
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and 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with the support of 3S technolo-
gy． We corrected the basic ecological resistance by night light index，used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to identify ecological corridors，and constructed a weighted evaluation model，eva-
luated the degree of aggregation and dispersion of the sources，as well as the contribution of ecologi-
cal connection of the corridors． Furthermore，w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
tic index of the integrated networks，the potential“source sink”networks and the planning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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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ources was uneven，with forest land，
shrubland and wetland acounting for 95．9% of the total area． The Dongting Lake wetland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region was at high ecological risk． The closer the source was to the center of the
ecological network system and the smaller the averag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was to other
sources，the stronger the advantages of aggregation and dispersion． The denser the distribution of
medium and high ecological quality sources was around the high ecological quality sources，the
higher the aggregation and dispersion． The closer the corridor was to the high ecological quality
sources，the greater con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onnection． Forest land，shrubland，especially riv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natural ecosystem and human social system． The“source-
sink”planning greenways formed a supplement to the“source-sink”potential ecological corridors．
Compared with the“source-sink”potential network，the α，β，γ and ρ index of the integrated net-
work was increased by 123． 1%，25． 8%，26． 2% and 74． 6%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source-sink”planning network，the α，β，γ and ρ index was increased by 190．0%，31．1%，
32．5% and 114．6%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space ecological network and planning of land use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Key words: green space ecological network; source-sink; potential corridor; planning greenwa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Dongting Lake region．

绿地生态网络通过线性的生态廊道连接关键性

的“面”状、“点”状斑块，是对景观结构形态与功能、
生态格局与过程的综合考虑［1－2］，能够有效缓解城

乡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空间破碎化、生
物多 样 性 降 低、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供 需 不 平 衡 等 问

题［3］，且具有较强自我调节能力，能让人类获得持

续的自然服务［4－5］，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及实现环

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6－7］，是景观生态

规划领域与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景观生态学理论的“斑块-廊道-基质”格局为区

域绿地生态网络构建提供了基本模式，根据这一模

式，确定合理的源地斑块、构建阻力面、网络评价是

其中的关键与难点［8－9］，诸多学者对其做了有益的

探索和实践［10－12］，不足之处是大多研究只从生态系

统服务、生物多样性、景观格局的单一层面对绿地生

态网络的源地进行识别［13－15］，从单一层面识别源地

未能综合考虑功能、过程及格局，会导致结果的片面

性。多数研究对于阻力面是根据土地利用类型进行

赋值［16－18］，这种赋值方式主观性强，会掩盖同一土

地覆被类型下的生态阻力差异。有研究基于重力模

型对源地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进行评价［19］，但只

考虑了源地斑块的面积及斑块间的最小累积阻力，

这掩盖了生态质量的差异，且未考虑斑块最小累积

阻力廊道的路径长度这一影响因素。
洞庭湖区有东、西、南洞庭湖 3 个均被列入《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20］的湿地，同时，它也是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节点，在保障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安全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洞庭湖区为研究对象，兼

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潜在生物多样性及形态空间

格局综合识别源地; 并以栅格单元的综合生态质量

为基础结合夜间灯光指数构建阻力面、判别生态修

复热点区; 结合“源-汇”理论［21］、借助最小累积阻力

模型识别源地间潜在主要生态廊道、“源-汇”潜在主

要生态廊道、“源-汇”规划绿道; 构建结合源地生态

质量、廊道最小累积阻力及其路径长度的加权评价

模型，对源地聚合度、离散度及源地间廊道的生态连

接贡献度进行评价，分析其空间关系特征、重要性;

基于网络结构特征指数对综合网络、“源-汇”潜在网

络、“源-汇”规划网络进行定量对比分析，评价综合

网络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能为洞庭湖区绿地生态网

络的构建提供依据，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对洞

庭湖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政策的制定、生态安全与

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区( 27°58'—30°8' N，110°29'—114°9' E)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岳阳、常德、益阳 3 市所辖的 21
个县市区( 图 1) ，面积 45330 km2，其位于长江中游

以南，湖南省北部。该地区海拔在 24 ～ 2077 m，其

中，平原地区海拔多在 30～50 m; 属北亚热带季风湿

润气候，四季分明，年均温度 16．4 ～ 17．0 ℃，年无霜

期 260 ～ 280 d，年 均 辐 射 总 量 418． 7 ～ 455． 6
kJ·cm－2，年降水量 1200 ～ 1550 mm; 区域内的洞庭

湖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2年将东洞庭湖湿地、1994年将西洞庭湖与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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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理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region．

庭湖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20］。以洞庭湖

为中心，向周边依次过渡为河湖冲积平原、丘陵岗

地、山地，区域地貌总体为一碟形盆地［22］。区域水

网密集，主要的成土母质为冲积湖积层，土质肥沃，

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23］。近年来，随着区域城

市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生态用地破碎化、生态斑块

连接 度 降 低 等 问 题，对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造 成 了 威

胁［24］。
1.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土地利用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洞庭湖区 2018 年

Landsat 8 OLI 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 www．gscloud．cn) ，分辨率为 30 m×30 m，根据《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 GB /T 21010—2017) ［25］，将洞庭湖

区划分为林地、灌丛、园地、草地、水田、旱地、水域、
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9 大类。通过外业调查、Google
Earth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及土地利用现状图的比对，

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验证，结果显示总体精度为

86．2%，Kappa 值超过 0．83，达到研究所需。
数字高程模型( DEM) 、植被覆盖度( VC) 、植物

净初级生产力 ( NPP ) 、地上生物量 ( AGB) 、夜间灯

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及

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网站; 降雨量数据、氮磷污染

物数据来源于洞庭湖区各监测站点。
1. 3 生态源地综合识别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于实现人类福祉具有重要

价值［26］; 生物多样性通过对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

和信息及其相互作用过程的影响，决定着生态系统

的稳 定 性，是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和 服 务 的 前 提 和 基

础［27］; 而景观形态空间格局影响着生态空间的连接

度水平［28］。基于此，本研究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潜在生物多样性、形态空间格局 3 个层面综合识别

生态源地。借助研究区的多源空间数据及监测数

据，在 3S 技术支持下，采用功能量评估法［26］对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利用综合指数法对潜在生

物多样性进行评价［29］、借助形态空间格局评价法

( MSPA) ［30］对斑块重要性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

果，将栅格评价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进行累积，参

考彭建等［31］的研究成果，将累积值占区域内所有栅

格评价累计总值 20%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潜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形态空间格局重要区进行

融合处理，得出研究区绿地生态网络的源地。在生

态网络系统中，源地数量影响廊道数量，为了识别主

要廊道，对综合识别得到的源地在 ArcGIS 中用聚合

面工具进行聚合处理，本研究采用的聚合距离为

5 km，保留的最小源地斑块面积为 1 km2，保留的最

小孔洞大小为 1 km2。
1. 4 生态阻力评价

生态调节功能、生物多样性、形态空间格局均对

栅格的生态阻力构成影响。采用综合评价法对栅格

的阻力进行赋值，公式如下:

Ｒi =w1( 1000－Fi ) +w2( 1000－Di ) +w3( 1000－Mi )

( 1)

式中: Ｒi为栅格 i 的基本生态阻力值; Fi 为栅格 i 的

生态调节功能综合评价值( 将土壤保持、洪水调蓄、
气候调节、固碳释氧、水源涵养、水质净化 6 项功能

的归一 化 评 价 值 等 权 叠 加 后 再 次 进 行 归 一 化 处

理) ，0≤Fi≤1000; Di为栅格 i 经归一化处理的潜在

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价值，0≤Di≤1000; Mi 为栅格 i
经归一化处理的形态空间格局重要度评价值，0≤
Mi≤1000; w1、w2、w3为权重，本研究取值均为 1 /3。

夜间灯光数据广泛应用于城镇扩张、社会经济

发展、生态干扰等方面的估算，是人类活动强度的综

合表征。本研究采用 VIIＲS /DBN 夜间灯光数据修

正栅格的生态阻力值。公式如下:

Ｒi
* =Li×Ｒi ( 2)

式中: Ｒi
* 为基于夜间灯光指数修正的栅格 i 生态阻

力值; Li为归一化夜间灯光指数，0≤Li≤1。
1. 5 主要生态廊道识别

生态廊道是绿地生态网络重要的组成部分，起

着重要的物质、能量、信息传递作用，是斑块间重要

的连通载体，对于区域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的提

升、景观生态格局改善具有重要价值。最小累积阻

力模型［10，32］综合考虑了源地、阻力及距离因素，通

过该模型识别斑块间生态流的潜在最小累积阻力廊

道( 或称潜在最低成本廊道 ) 。实 现 途 径 为 运 用

ArcGIS 软件的成本连通性( cost connect) 工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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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步骤: 1) 通过构建斑块间的阻力成本矩阵得出

能串联所有斑块的最低成本廊道; 2 ) 相邻要素分

析: 通过成本距离识别出各斑块与其他斑块的一条

最低成本廊道。合并 2 个计算过程得到的路径即为

斑块间的主要生态廊道。

MCＲ = fmin∑
i = m

j = n
Dij × Ｒi

* ( 3)

式中: MCＲ 为源地间的最小累积阻力值; f 表示最小

累积阻力与生态过程的正相关关系; Dij为源地栅格

j 到栅格 i 的空间距离。
1. 6 源地及廊道评价

1. 6. 1 源地聚合度评价 以物理学的引力模型［18］

为参考，建立源地聚合度加权评价模型，反映源地 i
按照概率聚合网络中其他源地生态流的潜力，公式

如下:

Ai =∑
n

j = 1
j≠i

QiQj

fij
2 × Pij

( ) ( 4)

Qi =∑
n

k = 1
λ1Fk+λ2Dk+λ3Mk( ) ( 5)

Pij =
1 /dij

∑
n

j = 1
j≠i

( 1 /dij )

( 6)

式中: Ai 为源地 i 的聚合度值; n 为源地数量; Qi、Qj

分别为源地 i、j 的综合生态质量; fij为源地 i 到源地 j
最小累积阻力廊道的阻力累积值; Pij 为源地 i 对源

地 j 的生态流聚合概率; Fk为源地 i 边界范围内栅格

k 生态调节功能综合评价值; Dk为源地 i 边界范围内

栅格 k 潜在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价值; Mk为源地 i 边

界范围内栅格 k 形态空间格局重要度评价值，λ1、
λ2、λ3为权重，本研究取值均为 1 /3; dij为源地 i 到源

地 j 最小累积阻力廊道长度。
1. 6. 2 源地离散度评价 离散度( 或称为被聚合度)

反映了源地 i 的生态流按照概率被网络中其他源地

所聚合的潜力。源地离散度加权评价模型的计算公

式如下:

Ti =∑
n

j = 1
j≠i

QiQj

fji
2

×
1 /dij

∑
n

m = 1
m≠j

( 1 /djm )









( 7)

式中: Ti为源地 i 的贡献度总值。
1. 6. 3 廊道贡献度评价 建立廊道生态连接贡献度

加权评价模型，公式如下:

Cp =∑
n

i = 1

Qi

fpi
2
×

1 /dpi

∑
n

i = 1
( 1 /dpi )









( 8)

式中: Cp为廊道 p 生态连接总贡献度; fpi为廊道 p 中

心点到源地 i 重心点最小累积阻力廊道的阻力累积

值;
1
dpi

/∑
n

i = 1

1
dpi

表示源地 i 的生态流经过廊道 p 的概

率，采用廊道 p 中心点到源地 i 重心点最小累积阻

力廊道长度的倒数与源地 i 重心点到其他所有廊道

中心点最小累积阻力廊道长度的倒数总和的比值进

行衡量。
廊道单位长度的生态连接贡献度评价公式如

下:
珔Cp =Cp /dp ( 9)

式中: Cp 为廊道 p 单位长度的生态连接贡献度; dp

为廊道 p 的长度( m) 。
1. 7 生态修复热点区识别

Getis-Ord Gi* 统计分析［33］是目前使用最广泛

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统计分析方法之一，其识别的热

( 冷) 点均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 低) 值的空间聚

类［34］。本研究采用 Gi
* 统计分析法探测综合生态

阻力指数值的聚集区域并进行冷热点分析，计算公

式如下:

Gi
* =

∑
n

j = 1
Wi，j xj － 珔X∑

n

j = 1
Wi，j

S n∑
n

j = 1
Wi，j

2 － ∑
n

j = 1
Wi，j( ) 2[ ] / ( n － 1槡 )

( 10)

珔X = ∑
n

j = 1
xj( ) /n ( 11)

S =
∑

n

j = 1
xj

2

n
－ 珔X槡

2 ( 12)

式中: xj为空间单元 j 的综合生态阻力指数值; Wi，j为

空间单元 i 和空间单元 j 之间的空间权重; 珔X 为综合

生态阻力指数值的均值; n 为空间单元个数。Gi
* 指

数( Z 得分值) 越高，表明综合生态阻力指数高值聚

集越可信，将 Z 得分的高值区域( P＜0．10) 作为研究

区生态修复热点区。
1. 8 “源-汇”规划绿道最佳路径识别

区域性人工绿道的建设是对潜在生态网络的增

益性补充，有利于增加区域廊道密度、增强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发挥生态系统的弹性特质。由于河流、湖
泊及水库等水域对于人工绿道的连续性建设是最大

的阻力，本研究在识别“源-汇”规划绿道最佳路径

时，以公式 2 得出的阻力面数据为基础，将水域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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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设置为 1000，即阻力值域［0，1000］的最大值，

结合生态源地、生态修复热点区，运用最小累积阻力

模型( 公式 3) 进行识别。由于此路径具备相对较好

的生态基础条件，因而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投入建

成高效能的绿道。
1. 9 综合网络与潜在网络、规划网络的比较

将“源-汇”潜在主要廊道与规划绿道合并得到

研究区绿地生态综合网络。运用网络分析中常用的

网络环度指数( α 指数) 、网络连接度指数( β 指数) 、
网络连通 性 指 数 ( γ 指 数 ) 、廊 道 密 度 指 数 ( ρ 指

数) ［18，35］将综合网络与源地间潜在网络、“源-汇”潜

在网络、“源-汇”规划网络对比评价，公式如下:

α= ( L－V+1) / ( 2V－5) ( 13)

β=L /V ( 14)

λ=L /Lmax =L /3( V－2) ( 15)

ρ=D /A ( 16)

式中: V 为节点数，是廊道的端点及交点总数; L 为

实际廊道数; Lmax为网络最大可能廊道数; D 为网络

中廊道总长度; A 为研究区总面积。α 指数用来描

述网络中环路存在的程度，L－V+1 为实际环廊数，

2V－5 为最大可能环廊数，α 指数值为［0，1］，其值越

高，表明生态流在穿越网络时可供选择的廊道越多。
β 指数代表了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平均廊道连接数，β
＜1，表明生态网络为树状结构; β = 1，表明形成单一

回路; β＞1，表示网络连接更复杂。γ 指数是网络中

廊道的数目与该网络最大可能的廊道数的比值，其

用来描述网络中所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γ 指数值

为［0，1］。ρ 指数表示单位面积廊道的长度，反映研

究区廊道的通达程度。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态源地的空间分布

洞庭湖区生态源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 图 2) ，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的石门县，西南部的桃源

县、安化县和桃江县，东部的临湘市、平江县、岳阳县

以及中部的汉寿县、沅江市、岳阳市、湘阴县、岳阳

县。中部大型源地周边的平原地区几乎无面状的源

地斑块分布，显得较为孤立。
源地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林地、灌丛、园地、草

地、水域( 表 1) 。林地在海拔 25～2066 m、灌丛在海

拔 25 ～ 2077 m 均有分布，两者的平均海拔分别为

371．6、402．6 m，主要位于研究区内的山区，生物资

源丰富，分布有结构稳定的天然次生林及亚热带常

绿 阔叶林、常绿针叶林、常绿阔叶灌丛、落叶阔叶灌

图 2 洞庭湖区生态源地
Fig．2 Ecological sources of Dongting Lake region．

丛。水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主要由东洞庭湖、
西洞庭湖、南洞庭湖湿地构成，平均海拔约 33．5 m，

生长着成片的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荻( Triar-
rhena sacchariflora) 等湿地植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中华鲟 ( Acipenser sinensis ) 、白 鲟 ( Psephurus gla-
dius) 、白 暨 豚 ( Lipotes vexillifer ) 及 珍 稀 水 禽 白 鹤

( Grus leucogeranus) 、白头鹤( Grus monacha) 、白尾海

雕( Haliaeetus albicilla) 、白鹳( Ciconia boyciana) 、黑

鹳( Ciconia nigra) 等的重要栖息地。
2. 2 阻力面的空间分布

相对基本生态阻力空间格局( 图 3a) 而言，采用

夜间灯光数据修正后的生态阻力空间格局( 图 3b)

在分级差异方面表现得更好，特别是建设用地及其

辐射区域相对其他地类的阻力值更大。总体来看，

修正后的洞庭湖区生态阻力空间格局与生态源地的

空间格局呈现出相反趋势，较高及高阻力值区主要

分布在中部的平原区域。高值、较高值、中等值区的

平均海拔分别为 47．39、47．69、56．92 m，主要为城镇

建设用地及其周边区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地，

其对研究区中部的洞庭湖湿地与外围的高生态质量

表 1 源地土地利用类型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land use types of sources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面积
Area

( km2 )

占源地
总面积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area
of sources

( %)

占研究区
总面积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area
of study

region ( %)

林地 Forest land 8415．18 58．7 18．6

灌丛 Shrubland 3410．31 23．8 7．5

园地 Orchard 0．64 0．0 0．0

草地 Grassland 586．39 4．1 1．3

水域 Water 1922．27 13．4 4．2

合计 Total 14334．78 100．0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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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态阻力的空间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resistance．
a) 基本生态阻力空间格局 Spatial pattern of basic ecological resistance; b) 采用夜间灯光数据修正后的生态阻力空间格局 Spatial pattern of eco-
logical resistance corrected by night light data．

图 4 源地斑块( a) 及源地间潜在主要生态廊道( b) 的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urce patches ( a) and potential major ecological corridors between source patches ( b) ．

山林区形成了割裂的趋势; 较低值区的平均海拔为

79．34 m，主要为水田、旱地，其生态干扰主要是农业

生产活动，基本位于低值向中等值的过渡区域; 低值

区基本为生态源地区域。
各土地利用类型中，采用夜间灯光数据修正后

的生态阻力均值最大的地类为建设用地，其次为未

利用地; 生态阻力均值最小的地类为水域，其次为林

地、灌丛( 表 2) 。
2. 3 潜在绿地生态网络

对源地斑块进行聚合处理，共得到 32 个源地斑

块( 图 4a) ，结合阻力面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

出源地间生态流的潜在主要生态廊道( 图 4b) 。由

于线与线的相交关系，由交点划分出 103 条廊道，各

廊道的阻力及长度数据见图 5。
2. 3. 1 源地聚合度及离散度评价 由表 3 可以看

出，源地聚合度、离散度、综合生态质量均为高值的

共 4 个斑块，分别为 1、3、5、6 号斑块，其中，3 号源

地的综合生态质量尽管不如 5 号源地，但是其聚合

度排名第 1、离散度排名第 2，均高于 5 号源地，主要

原因是 3 号源地周围的中等生态质量源地分布更密

集，从而能聚合更多的生态流，相应也吸引更多的生

态流; 5 号源地的综合生态质量最大，但其聚合度与

离散度均排名第3，主要原因是其位于网络系统的

表 2 各地类采用夜间灯光数据修正后的生态阻力均值
Table 2 Mean value of ecological resistance corrected by
night light data of each land use type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生态阻力均值
Mean value of

ecological resistance

林地 Forest land 2．94

灌丛 Shrubland 3．77

园地 Orchard 5．03

草地 Grassland 6．19

水田 Paddy land 9．58

旱地 Dry land 10．39

水域 Water 0．65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55．21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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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源地间廊道的阻力及长度
Fig．5 Ｒesistance and length of corridors between sources．

表 3 源地的聚合度及离散度
Table 3 Aggregation degree and dispersion degree of
sources

斑块编号
Patch
code

综合
生态质量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quality ( ×106)

聚合度
Aggregation

degree
( ×106)

聚合度排名
Ｒanking of
aggregation
degree

离散度
Dispersion
degree

( ×106)

离散度排名
Ｒanking of
dispersion
degree

1 1752．18 16335．22 4 15401．47 4
2 0．56 44．43 13 41．54 17
3 2851．08 41816．74 1 21231．20 2
4 0．86 30．02 15 39．26 21
5 3996．46 17261．67 3 20259．63 3
6 1054．51 29227．96 2 47084．15 1
7 2．07 63．94 10 39．14 22
8 0．70 7．19 31 16．99 29
9 2．07 115．12 8 87．47 10
10 3．63 1844．89 5 1677．17 5
11 10．82 74．74 9 195．69 8
12 1．35 26．91 16 58．75 12
13 1．72 23．80 17 51．32 14
14 4．63 269．84 6 546．45 6
15 0．56 22．07 20 40．21 19
16 1．51 35．47 14 68．26 11
17 3．03 20．92 21 51．92 13
18 0．57 9．19 28 15．69 30
19 1．50 23．50 18 19．13 27
20 0．51 23．28 19 32．59 25
21 0．48 13．69 26 19．51 26
22 6．77 225．93 7 362．53 7
23 1．75 51．69 12 90．96 9
24 0．67 5．65 32 12．76 32
25 3．60 17．23 24 38．50 23
26 1．07 8．40 29 18．32 28
27 1．45 7．82 30 15．58 31
28 2．13 18．84 22 50．97 15
29 1．14 15．27 25 50．22 16
30 0．45 11．49 27 33．20 24
31 1．27 18．62 23 39．62 20
32 0．96 59．90 11 41．20 18

总值 Total － 107731．42 － 107731．42 －

边缘位置，该源地到其他源地的平均最小累积阻力

大于 3、6 号源地到其他源地的平均最小累积阻力，

导致聚合度与离散度低于 3、6 号源地; 6 号源地综

合生态质量排名第 4，但其离散度排名第 1，聚合度

排名第 2，说明了生态网络系统中斑块中心度的重

要性，源地离生态网络系统的中心位置越近及到其

他源地的平均最小累积阻力越小，聚合及离散的优

势越强。
2、7、32 号源地虽处于网络系统中的最外围，但

其到高生态质量斑块的最低成本廊道的阻力及长度

较小，因而其聚合度、离散度处于中等。8、24、27 号

源地尽管处于网络系统稍偏中部的位置，但是其综

合生态质量在源地中排在末尾区，且其到高生态质

量源地的最低成本廊道的阻力及路径长度较大，因

而其聚合度、离散度处于最低值。
2. 3. 2 源地间潜在主要生态廊道贡献度评价 由图

6a 可以看出，生态连接总贡献度评价值高的源地间

潜在主要生态廊道有 17、21、103、15、34、88、3、23、
37、42、64 号廊道，其中，17、21、15、34、23、37、42、64
号廊道均为邻近或穿越 6 号源地的廊道，103、3 号

廊道为邻近或穿越 5 号源地的廊道，88 号廊道为穿

越 3 号源地的廊道。由于这些廊道一方面靠近综合

生态质量高的源地，另一方面其自身的生态阻力值

低，因而其生态连接贡献度大。生态连接贡献度评

价值低的有 33、68、35、63、62、66、26、67 号廊道，这

些廊道与综合生态质量高的源地距离较远，到综合

生态质量高的源地的累计阻力较大，导致其生态连

接贡献度低于网络系统中其他廊道。
与生态连接总贡献度空间格局相比，源地间潜

在廊道单位长度生态连接贡献度空间格局有所变

化，但整体上仍然表现为越靠近高生态质量源地的

廊道，其单位长度生态连接贡献度越高; 越远离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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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源地间潜在廊道生态连接总贡献度( a) 及单位长度生态连接贡献度( b)
Fig．6 Total ecological connection contribution ( a) and per unit length contribution ( b) of potential corridors between sources．

态质量源地的廊道，其单位长度生态连接贡献度越

低( 图 6b) 。
由表 4 可以看出，水域、林地、灌丛是廊道最主

要的构成部分，说明这三者承担着重要的物质、能

量、信 息 传 递 功 能，其 中，水 域 的 长 度 最 大，达 到

1261．61 km，占潜在廊道总长度的 61．4%，表明研究

区的河流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生态连接功能，这与研

究区的自然资源现状较为吻合。
2. 3. 3 生态修复热点区 Gi

* 指数( Z 得分值) 越高，

越表现为局部的生态阻力高值聚集，生态修复越迫

切，将具有 90%以上置信度的 Z 得分高值区域划定

为生态修复热点区，共得到 20 个生态修复区 ( 图

7) 。其主要为城市建设用地，且多位于河流旁边;

生态修复最热点区为常德市区、岳阳市区、益阳市

区。说明洞庭湖区的城市多依托河流的水利优势而

建，但是由于过大的开发建设强度，已经对生态环境

造成了破坏，亟待生态修复。
2. 3. 4“源-汇”潜在主要生态廊道 基于最小累积

阻力模型分析得出连接 20 个生态修复区与 32 个生

表 4 源地间潜在主要廊道的土地利用类型及长度
Table 4 Land use types and length of potential main corri-
dors between sources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廊道长度
Length of

corridors ( km)

比例
Percentage

( %)

林地 Forest land 305．44 14．9
灌丛 Shrubland 210．39 10．2
园地 Orchard 0．40 0．0
草地 Grassland 13．66 0．7
水田 Paddy land 151．36 7．4
旱地 Dry land 83．02 4．0
水域 Water 1261．61 61．4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29．95 1．5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0．52 0．0
总计 Total 2056．35 100．0

态源地的“源-汇”潜在主要生态廊道( 图 8a) ，其土

地利用类型以水域、林地、灌丛为主，其中，水域的比

例为 62．6%。该廊道总数为 154 条，相对源地间潜

在主要廊道增加了 41 条，这些新增的廊道多呈分枝

型，与源地的联系基本未呈环状，其土地利用类型以

水域为主，达到 66．7%，表明河道在自然生态系统与

人类社会系统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连接作用。为了

增强生态源地到生态修复区的生态流量、质量及流

速，应加强河道的生态保护及治理、注重河道两岸的

生态修复，并增加生态修复区到生态源地的连接

绿道。
2. 4 “源-汇”规划绿道

“源-汇”规划绿道共 109 条( 8b) ，其中，林地的

长度为 772．46 km，为绿道总长度的 35．2%; 灌丛的

长度为 434．59 km，为绿道总长度的 19．8% ( 表 5) ，

表明识别出的规划绿道具有不错的生态基础。鉴于

林地的综合生态质量最高，若将绿道全部建设成一

定宽度的林地，有约 65%的区域可供改造，说明识

别出的规划绿道具有较大的生态连接功能提升潜

力。“源-汇”规划绿道与潜在廊道交集部分( 图8c)

图 7 生态修复热点区的空间分布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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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源-汇”规划绿道的土地利用类型及长度
Table 5 Land use types and length of “source-sink”
plannning greenways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廊道长度
Length of

corridor ( km)

比例
Percentage

( %)

林地 Forest land 772．46 35．2
灌丛 Shrubland 434．59 19．8
园地 Orchard 4．64 0．2
草地 Grassland 16．19 0．7
水田 Paddy land 554．85 25．3
旱地 Dry land 284．94 13．0
水域 Water 51．79 2．4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75．47 3．4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1．14 0．1
总计 Total 2196．06 100．0

的长度为 219．6 km，土地类型以林地、灌丛为主，主

要分布在研究区西侧，表现为连续性弱、破碎化。由

于交集部分是实现网络生态效能的核心廊道，需采

取最高级别的保护及优化措施。
2. 5 综合网络与潜在网络、规划网络的比较

合并“源-汇”潜在廊道与规划绿道得到研究区

绿地生态综合网络 ( 图 8d) ，该综合网络共有廊道

337 条，廊道总长度为 4651．86 km。
由表 6 可以看出，“源-汇”潜在网络的 α 指数、β

指数、γ 指数比源地间潜在网络均有所降低，主要原

因是生态修复区的分流影响; 综合网络的廊道密度

为 0．103 km·km－2，相较“源-汇”潜在网络的廊道密

度( 0．059 km·km－2 ) 有了较大提高，主要原因是规

划绿道对潜在生态廊道形成了补充; 与“源-汇”潜在

网络相比，综合网络的 α、β、γ、ρ 指数分别提高了

123．1%、25．8%、26．2%、74．6%; 其与“源-汇”规划网

络相比，α、β、γ、ρ 指数分别提高了 190%、31． 1%、
32．5%、114．6%。表明综合网络的选择度、网络密

度、连接度比“源-汇”潜在网络、规划网络得到了较

大提升，也进一步说明识别出的“源-汇”规划绿道具

有合理性、可行性。

3 讨 论

将采用综合评价法识别出的生态源地与政府部

门已划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比较，发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将近 90%的面积包含在生态源地最

大边界覆盖范围内，而目前政府部门划定的自然保

图 8 研究区“源-汇”潜在主要廊道、规划绿道及绿地生态综合网络
Fig．8 Potential main corridors and planning greenways of“source-sink”and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network in the study region．
a) “源-汇”潜在主要廊道 Potential main corridors of“source-sink”; b) “源-汇”规划绿道 Planning greenways of“source-sink”; c) “源-汇”潜在廊
道与规划绿道叠加图 Overlay of potential corridors and planning greenways of“source sink”; d) 综合网络 Comprehensive network． EＲH: 生态修复
热点区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otspots; PMC: “源-汇”潜在主要廊道 Potential main corridors of“source-sink”; PG: “源-汇”规划绿道 Planning
greenways of“source-sink”; IPMCPG: “源-汇”潜 在 廊 道 与 规 划 绿 道 的 交 集 Intersection of potential main corridors and planning greenways of
“source-sink”; CC: 综合廊道 Comprehensive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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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区网络结构特征指数
Table 6 Indicators of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udy area

网络类型
Network type

节点数
Number
of nodes

主廊道数
Number
of main
corridors

主廊道
总长度

Total length
of main corridors

( km)

α 指数
α index

β 指数
β index

γ 指数
γ index

ρ 指数
ρ index

( km·km－2 )

源地间潜在网络
Potential network between sources

78 103 2056．35 0．17 1．32 0．45 0．045

“源-汇”潜在网络
Potential network of“source-sink”

124 154 2667．70 0．13 1．24 0．42 0．059

“源-汇”规划网络
Planning network of“source-sink”

92 109 2196．06 0．10 1．19 0．40 0．048

综合网络
Comprehensive network

216 337 4651．86 0．29 1．56 0．53 0．103

护地面积小于本研究综合识别得出的生态源地面

积，表明存在保护空缺。相较直接划定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或者从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

性、景观格局的单一层面对绿地生态网络的源地进

行识别的方法，综合识别法体现了科学性和全面性。
本研究得到的生态源地呈现出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格

局，这与洞庭湖区湿地、林地等斑块类型分布不均

衡、破碎化程度较高的既有研究结论［36］具有一致

性，进一步表明了综合识别源地方法的合理性。
以物理学的引力模型为参考，构建了源地聚合

度、离散度及廊道生态连接功能重要度加权评价模

型，该模型相对传统方法而言，综合考虑了源地生态

质量的差异、最小累积阻力廊道的阻力累积值及其

路径长度，评价结果与研究区自然生态资源现状特

征较吻合，反映出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应对聚合度、
离散度高值源地以及生态连接贡献度高值廊道采取

最高等级的保护措施; 对聚合度、离散度中低值源地

以及生态连接贡献度中低值廊道需加大保护力度，

优化生态质量。32 块生态源地的聚合度汇总值及离

散度汇总值相等，而各源地由于其综合生态质量、到
其他源地最小累积阻力廊道及其路径长度的差异，导

致各源地聚合度、离散度及各廊道生态连接贡献度的

差异，从而引起物种、能量及信息的流动，这种流动又

引起各斑块及廊道生态质量的变化，形成新的空间分

异格局，流动性、变化性、循环性应是生态网络的重要

特征。诚然，该模型仅为数学评价模型，需通过大量

的野外观测及试验分析来验证和优化。
为了更好地连接自然生态供给系统与人类社会

需求系统，构建的综合网络是叠加“源-汇”潜在网络

与“源-汇”规划绿道而成，其与“源-汇”潜在网络相

比，α、β、γ、ρ 指 数 分 别 提 高 了 123． 1%、25． 8%、
26．2%、74．6%; 其与“源-汇”规划网络相比，α、β、γ、ρ
指数分别提高了 190． 0%、31． 1%、32． 5%、114． 6%。

但是与其他研究区［18－19］相比，这 4 个指数属于中等

水平，根据景观生态学理论，网络环度、连接度指数

越高，对 物 种 迁 徙、能 量 流 动 及 信 息 传 递 越 有

利［37－38］，应在本研究得出的综合网络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网络的环通性、连接度、网络密度，可将廊道

的交点建设成沟通各源地的“暂息地”，为生物迁徙

提供良好的生境; 应以主要生态廊道为骨架进一步

加强次级廊道的识别及构建; 交通道路对生态网络

会产生阻隔从而造成生态廊道断裂，应在生态廊道

与道路的交汇处采用“生态桥”［39］的方式维持廊道

的连续性。
虽然绿地生态网络不能解决生态保护的所有问

题，但其能够增加斑块的连通水平［40］，能避免由于

景观破碎化带来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质量

和服务功能下降等问题，是国内外景观生态规划领

域、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热点。然而，绿地生态网络

是一个多尺度的开放网络系统，大尺度牵涉到省域、
国土全域甚至更宏观的区域，中小尺度牵涉到市域、
市区、县域、镇域等，因此，其构建需考虑多尺度的耦

合; 其次，生态系统中的生物迁徙、能量流动有各自

的特征及规律，存在对象层面及生态过程层面的差

异性; 另外，廊道的质量、宽度、形状也会导致生态过

程的差异，这些都对绿地生态网络的构建及评价产

生影响，因此，未来需深入分析不同尺度下绿地生态

网络格局与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4 结 论

洞庭湖区生态源地空间分布不均衡，其由林地、
灌丛、园地、草地、水域构成。源地中的水域主要为

洞庭湖湿地，其周边的平原区无大型的源地分布，生

态风险较高; 城市建设用地为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源地离生态网络系统的中心位置越近及到其他源地

的平均最小累积阻力越小，聚合及离散的优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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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态质量源地周围的中、高生态质量源地分布越

密集，其聚合度、离散度越高; 廊道距离高生态质量

的源地越近，表现为生态连接贡献度越大。研究区

“源-汇”潜在主要生态廊道的土地利用类型以水域、
林地、灌丛为主，其中，水域的比例为 62．6%，表明林

地、灌丛，尤其是河道在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

统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生态连接作用。“源-汇”规

划绿道最佳路径中林地及灌丛的长度为绿道总长度

的 55．0%，表明识别出的规划绿道具有较好的生态

基础。研究区“源-汇”规划绿道对“源-汇”潜在生

态廊道形成了良好补充，综合网络的环度、连接度及

网络密度相对“源-汇”潜在网络、规划网络均有了较

大提升，表明本研究采取的综合网络构建及评价方

法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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