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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法, 对比分析了西气东输豫南支线管道工程施工前后管线两侧缓冲区范围内景观

格局动态。研究表明: 管线建设将会引起管线附近区域土地利用发生转移; 在 3 000 m缓冲区范围内存在影响

强度变化拐点, 且斑块聚集度指数变化对管线建设的影响较为敏感; 在类型水平上不同缓冲区多数景观指数之

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景观格局变化趋势类同; 从景观水平上格局变化很难看出管线建设对沿线景观格局产生

影响, 但在类型和景观水平上各景观指数变化对工程建设的敏感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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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项

目日益增多。工程建设在为区域带来巨大社会经

济效益的同时, 也会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深刻影

响
[ 1~ 6]
。特别是重大工程建设,已被作为区域生态

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 7, 8 ]

, 如青藏铁路、三峡大

坝、南水北调等工程。不同工程项目因其施工布局

不同, 给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水库

大坝建设将淹没大片森林影响水库上下游的生态

系统
[ 9]

, 跨流域引水会导致区域水生态失衡
[ 10, 11]

,

管道工程建设将破坏地表土壤和植被
[ 12]

, 城镇兴

建和高速公路建设将导致生境破碎和野生动物栖

息地的丧失
[ 13 ]
。所有这些工程建设均会造成区域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威胁区域生物多样性

和可持续发展。

根据建设项目布局、走向和建设的规模, 可分

为点式、廊道式和面状工程建设。廊道式工程建设

是指以线状、条带状格局形式开展的施工建设活

动,如铁路、高速公路、大型引水调水工程等。这类

建设工程跨越路线长, 覆盖区域广, 经过的生态系

统类型复杂多样,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复杂,已成为

环境评价、保护和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 14~ 16]

。近

年来, 随着中国能源供需矛盾的加剧, 长距离输油

输气管线工程建设已成为快速发展的一类廊道式

工程建设项目。由于受地形和管线总体走向等因

素限制,管线建设不仅通过多种复杂类型的地质地

貌单元, 而且不可避免地穿过森林、草地、湿地、农

田、自然保护区等景观类型,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

影响 (如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生境退化、边缘效应

等 )不容忽视。然而中国输油输气工程环境保护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环境影响评价大多以定性为

主,难以客观反映管线建设对特殊生态区域的环境

影响
[ 16, 17]
。无论在施工建设过程中, 还是在运行管

理过程中,管线工程建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区域景

观格局的变化, 表现为管线周边地段斑块类型、比

例、尺寸、结构和地表土壤环境的变化,而这种变化

将进一步影响和改变区域的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

从目前研究来看, 虽然对输油输气工程建设的生态

环境影响开展了较多探讨
[ 18~ 20]

,但如何定量评价工

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系统和景观格局的影响还缺少可

靠的定量方法。本研究以西气东输豫南支线管线建

设为例,探讨了廊道式工程建设中景观格局影响的

定量评价方法,为当前廊道式工程建设对区域景观

格局影响的定量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1 研究区概况

西气东输管道工程是迄今为止国内距离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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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区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管道建设工程。本

研究选取西气东输豫南支线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该工程北起郑州薛店分输站, 南至驻马店分输站,

途经过 5个地级市, 6个县级市和 20多个县。管

线全长 231. 7 km, 穿越京珠高速公路 3处, 107国

道 2处, 普通公路 25处。管线沿途覆盖区域属于

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 640~ 980 mm, 地

貌类型以平原和盆地为主。豫南支线于 2002年

10月 31日正式开工建设,于 2003年 10月,工程进

入收尾阶段。管线建设干扰的主要景观类型有农

田、森林、草地、水体及建成区等。

2 研究资料与方法

2. 1 研究时段界定与数据资料选择

根据豫南支线施工期,选取施工前 ( 2002年 10

月末 )和施工后 ( 2003年 10月初 )作为研究时段。

由于管线跨度较大, 属于中尺度范畴, 故选用

Landsat TM和 ETM+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为了

尽可能准确反映施工前后管线附近区域各景观要

素特征,特别是施工后期的植被状况, 本项研究以

2002年 7月份和 2003年 10月末的遥感影像为主,

由于受遥感数据可获得性限制, 同时采用了 2002

年 5月份和 2003年 9月中旬的影像资料作为参

考。影像的轨道号分别为 p123r37和 p124 r36, 其

中 ETM+ 数据取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免费共享数

据, TM数据来源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2. 2 缓冲区分析及宽度设定
廊道式工程项目对周边区域景观结构的干扰

可以通过缓冲区分析来辨析。然而目前还没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缓冲区的宽度。在本研究中,

利用 106个 GPS实测点确定管线走向, 考虑到边

缘效应的影响和数据的粒度大小, 将管线两侧 300

m内的区域作为工程建设影响的重点区,并以整数

倍扩展到 3 000 m、9 000m和 15 000m,做缓冲区

分析 (图 1a)。比较研究 300 m范围与其他缓冲区

之间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差异性, 以此来判断工程

建设对沿线地区景观格局影响。

a.研究区基本特征; b.施工前后遥感影像解译结果

图 1 管道沿线走向、缓冲区分布与遥感影像解译图
F ig. 1 Locat ion of p roject, bu ffer m app ing and remote sen sing im age in terpretation

2. 3 遥感影像处理与景观分类制图
参考 1B5万地形图,选取和遥感影像图匹配的

控制点,对影像数据进行几何校正,分别调整 GCP

误差较大的点,最终使各控制点的误差均小于 0. 5

个像元。采用最小邻近法重采样,使各影像数据的

地面分辨率统一为 30 m。由于影像时相差异, 融

合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没有直接对影

像进行拼接,而是采取先逐幅解译, 后进行影像拼

接。由于缺少先验知识, 在影像解译过程中依靠常

规的监督分类很难达到满意的分类结果。因此在

本研究中, 采用非监督分类、定义图像判读标志和

分类管理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类。为了提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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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精度, 我们将研究区的地物类型分为 128类, 在

此基础上,利用所定义的图像判读标志和分类管理

器,结合同期土地利用、地形图等辅助信息,对分类

后的影像图进行重分类和合并,将管线经过区域地

表土地利用 /覆被特征分为六大类型: 耕地、有林

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此基础

上,参考原始遥感影像图,结合地物特征和专家知

识,基于 G IS软件, 对 2002和 2003年 4副影像的

解译结果进行反复检验、编辑与修改, 使其在随机

抽样中解译精度均达到 85%以上, 然后对各对比

年份内的分类图进行拼接,拼接图的整体分类效果

和精度均能满足本研究的需求 (图 1b)。

2. 4 景观格局分析方法

根据工程影响区土地利用 /覆被特征和环境影

响评价需求,应用景观格局指数, 从类别和景观水

平来分析管线建设对沿线景观格局的影响。在景

观类型水平上, 选取景观面积百分比、平均斑块面

积、斑块密度、斑块聚集度等指标; 在景观水平上,

选取景观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破碎度指数、分

维数等指数进行分析,各指数计算方法及其生态学

意义参考文献
[ 5 ]
。

3 结果分析

3. 1 不同缓冲区土地利用 /覆被面积比较

表 1可知, 各缓冲区内耕地所占面积百分比均

在 60%以上为优势景观,其次为林地、草地和建设

用地,水体和未利用地所占面积百分比较低。从变

化幅度看, 300 m缓冲区范围内林地的面积增长最

大,其次是水体和建成区, 而草地、耕地面积在减

小。从景观类型转移矩阵来看 (表 2), 耕地向林地

转移是林地景观面积百分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施

工前建成区的面积为 2. 17%, 较之施工以后增加

了 0. 32%, 增加部分主要来源于耕地、林地和草

地。管线建设是引起管线邻近地区主要景观类型

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缓冲区范围扩大, 林

地、未利用地景观类型施工前后面积百分比差异逐

渐减小,而其它景观类型则相反。在 3 000 m缓冲

区范围,所有景观类型的百分比均出现峰值或拐

点,由此可以推断, 在 300~ 3 000 m内存在管线建

设影响的最大区域 (图 2a)。

表 1 工程沿线不同缓冲区主要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类型比较

T ab le 1 C om parison on land use/ land cover in d ifferen t bu ffers along the p roject

土地覆被类

型

0~ 300 m / (% )

施工前 施工后

300~ 3 000m / (% )

施工前 施工后

3 000~ 9 000 m / (% )

施工前 施工后

9 000~ 15 000m / (% )

施工前 施工后

耕地 78. 15 74. 03 71. 27 66. 78 69. 23 66. 92 70. 33 68. 64

林地 11. 33 16. 99 14. 42 20. 47 13. 99 18. 55 13. 84 18. 17

草地 8. 20 5. 06 10. 19 5. 98 10. 66 5. 4 10. 49 4. 9

水体 0. 42 1. 06 3. 26 1. 74 0. 58 1. 92 1. 14 2. 56

建成区 1. 85 2. 17 0. 61 3. 93 5. 28 6. 45 3. 91 5. 21

未利用地 0. 04 0. 69 0. 25 1. 11 0. 26 0. 77 0. 29 0. 52

表 2 施工前后 0~ 300 m缓冲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 (% )

T ab le 2 Landscape change m atrix before and after constru ct ion w ith in the 300m bu ffer area (% )

景观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体 建成区 未利用地

耕地 61. 41 10. 73 3. 73 0. 48 1. 19 0. 61

林地 6. 23 3. 95 0. 60 0. 20 0. 30 0. 06

草地 5. 79 1. 68 0. 47 0. 04 0. 21 0. 01

水体 0. 04 0. 07 0. 01 0. 28 0. 03 0. 00

建成区 0. 53 0. 56 0. 25 0. 07 0. 44 0. 01

未利用地 0. 03 0. 01 0. 00 0. 00 0. 00 0. 00

3. 2 景观类型水平上格局指数变化与差异显著性
比较

1) 0~ 300m缓冲区景观格局变化特征。表 3

显示了不同缓冲带内景观类型水平上主要指数施

工前后的变化特征: ¹ 建成区、耕地、未利用地景

观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明显增加, 林地的斑块面积

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而水域景观斑块面积趋于下

降, 草地斑块面积变化不明显。综合来看, 管道两

侧 300m范围内,耕地和建成区的平均斑块面积上

升,优势程度在加强; º 水域和未利用地的斑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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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0~ 300m缓冲区主要景观指数变化情况

Tab le 3 Dynam ics ofm ajor landscape ind ices w ith in the 300 m bu ffer area

景观类型
平均斑块面积 ( hm 2 )

施工前 施工后

斑块密度 (个 /hm2 )

施工前 施工后

斑块聚集度

施工前 施工后

耕地 24. 55 32. 29 2. 94 2. 17 98. 41 98. 02

林地 1. 73 3. 1 8. 05 6. 01 87. 03 90. 09

草地 1. 27 1. 41 8. 59 4. 45 83. 25 81. 14

水体 1. 77 1. 51 0. 25 0. 85 83. 78 82. 27

建成区 0. 97 1. 26 2. 58 2. 2 76. 86 80. 34

未利用地 0. 84 1. 98 0. 14 0. 41 73. 48 83. 72

图 2 不同缓冲区施工前后景观指数变化对比
Fig. 2 C om parison on the land scape ind ices b efore and after cons truct ion in the d ifferent buffers along p roject

度趋于上升,而其它景观类型的斑块密度均表现为

下降趋势,这表明区域内大多数景观类型的破碎化

程度在降低,石油管道建设未对管道两侧 300 m区

域造成明显影响,区域内植被趋于变好; » 建成区
和未利用地的斑块聚集程度在上升, 林地也呈现出

一定的上升趋势,水域和草地趋于下降, 其它景观

类型变化不明显。

2) 不同缓冲区施工前后景观类型水平上主要

指数变化特征。图 2表明: ¹ 随着缓冲区面积扩

大,在工程建设后, 耕地和草地景观的面积百分比

均表现为下降, 而其它景观类型表现为增加,水体

景观在 3 000 m范围内的变化例外。草地景观百

分比差异程度随着对比区域的增大而增大,而耕地

和林地表现为相反趋势 (图 2a) ; º 施工后, 除水

体外, 各景观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均表现为增大趋

势,随着缓冲区面积扩大, 耕地、林地和建成区景观

施工前后变化差异趋于增大,因此从该指数变化不

能直接判断工程建设对斑块面积产生了影响, 但这

种变化规律可能与缓冲区设置所引起的边缘效应

有关 (图 2b) ; » 耕地、林地、草地景观在施工后,

其斑块密度一致表现为减小的趋势,而建城区景观

表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从变化趋势上分析,

3 000m缓冲区是大多数景观类型斑块密度产生极

值或拐点的区域 (图 2b) ; ¼在各缓冲区内, 耕地、

草地、水体的斑块聚集度在施工后均表现出减小,

林地、未利用地的斑块聚集度增加, 而建成区景观

在 300~ 3 000m缓冲区内表现为降低趋势。施工

后在靠近管线区域草地、水体和耕地景观斑块聚集

度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管线建设对草地斑块的连

通性影响较大, 其次为水体和耕地, 而且从变化趋

势看,在 300~ 3 000 m处出现拐点,另外建成区、

林地、未利用地在施工后靠近管线区域其斑块聚集

度处于很高水平,但随着缓冲区的增大斑块聚集度

趋于减小。

3) 景观类型水平上格局指数差异显著性比

较。施工前后相比, 除斑块密度有显著性差异外,

平均斑块面积、斑块分维数、斑块聚集度等指数均

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 4) ,说明工程建设对研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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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斑块尺度景观指数及其方差显著性检验
Tab le 4 Com parison of th e landscape ind ices at patch scale and sign if icance of difference

缓冲区 年份 斑块密度 (个 /hm2 ) 平均斑块面积 ( hm2 ) 分维数 斑块聚集度

0~ 300m
施工前 3. 76Aa 5. 19Aa 1. 07Aa 83. 80Aa

施工后 2. 68Ba 6. 93Aa 1. 06Aa 85. 93Aa

300~ 3 000 m
施工前 2. 79Aa 10. 27Aa 1. 07Aa 90. 87Aa

施工后 1. 91Ba 12. 79Aa 1. 07Aa 91. 47Aa

3000~ 9 000m
施工前 2. 72Aa 9. 99Aa 1. 07Aa 92. 80Aa

施工后 1. 80Ba 14. 85Aa 1. 06Ab 92. 52Aa

9000~ 15 000m
施工前 2. 66Aa 11. 47Aa 1. 07Aa 93. 45Aa

施工后 1. 72Ba 16. 50Aa 1. 06Aa 92. 68Aa

  注:表格中数字后面的大写字母表示年份之间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缓冲区之间显著性检验结果。字母相同表示相互

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字母不同表示结果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的景观格局未产生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比较不同缓冲区之间各斑块景观指数之间的差异

性,同样发现除 2003年斑块分维数在 3 000~ 9 000

m缓冲区内与其他缓冲区之间有显著性差异外,其

他斑块格局指数在不同缓冲区之间没有显著性差

异。 3 000~ 9 000m缓冲区与管道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分维数的变化不能确定就是由于管道施工建

设引起的,可能与区域内其他人类活动影响有关。

3. 3 景观水平上格局指数分析

从工程沿线两侧不同缓冲区景观格局指数分

析可知 (图 3a) ,整体上景观破碎度随着离管道距

离的增加而增加;从时间序列上看, 2003年各个缓

冲区景观破碎度均呈下降趋势。 2002年, 随着距

离增加,景观分维数指数表现为上升趋势; 2003年

300m缓冲区内景观分维数指数值较其它缓冲区

要小,并且在 300 m以外的缓冲区, 随着距离增加

分维数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 (图 3b); 从时间上看,

各缓冲区的景观分维数均呈下降趋势。景观均匀

度指数 (图 3c)在各对比区域内, 随着与管道距离

增大, 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从时间上看,

2003年各缓冲区内景观均匀度指数较 2002年略

有增加。景观多样性指数在空间上比较可知 (图

3d), 随着与管道距离增大, 也呈现出先增加后降

低的趋势, 总体上有上升趋势; 从时间上看, 2003

年各缓冲区内景观多样性指数较 2002年增加。以

上结果表明,在景观水平上很难看出工程建设对沿

线景观格局产生明显的影响。通过配对的 T检

验,也未发现景观水平上施工前后景观格局指数之

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图 3 管道沿线两侧景观水平上不同缓冲区景观格局指数比较
F ig. 3 Com parison of landscape ind ices in differen t bu ffers at land scape scale along p roject

4 结论与讨论

选取西气东输豫南支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比各缓冲区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特征, 分析廊道式工

程建设对沿线景观格局的定量影响, 可以为定量评

价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本研

究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¹ 管线建设引起近管线区

域用地类型的转移, 工程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耕

地、林地和草地,在 300~ 3 000m缓冲区范围内存

在管线建设影响的最大区域; º 管道两侧 300 m

范围内,耕地和建成区的平均斑块面积上升, 优势

程度在加强, 大多数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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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景观指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 斑块聚集度指
数变化对管线建设的影响较为敏感, 而其他景观指

数的变化更大程度上受到人为干扰和景观边缘效

应的影响; ¼配对的 T检验表明,在景观类型水平

上,施工前后不同缓冲区, 除斑块密度外, 各景观指

数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300m范围内景观格局指

数的变化与周边地区的景观格局变化趋势类同; ½

从景观水平上的格局变化很难看出管线建设对沿

线整体景观格局产生了影响。该项研究为定量研

究廊道式工程建设对沿线景观格局的影响提供了

一种思路。总体上可在比较研究施工前后景观格

局指数变化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缓冲区比较景观格

局指数的差异显著性,来判断工程建设是否对沿线

景观格局产生了影响,但在景观类型水平和整体景

观水平上不同景观指数变化对工程影响的敏感程

度不同。因此, 在管线环境影响评价中, TM 或

ETM +影像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在今后的

环境影响定量评价中,应针对管线所跨越的生态敏

感地区,通过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进行针对性的分

析,同时应加强分析景观边缘效应、其它人为干扰

等因素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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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 ipeline construction, as a linear pro jectmay resu lt in sign ificant effect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 ion

of reg iona l ecosystem, how ever a system atic and effectivemethod to quan titative ly evalua te th is kind of effects is

unava ilable un til today. In th is paper, the D iansh-i Zhumadian branch line o f theW es-t to-East P ipeline Pro ject

(WEPP) w as chosen as a study area, the landscape pattern change along the pipe line w as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construct ion based on Landsat TM and ETM+ ( 2002, 2003) images by using landscape metrics. The re-

su lts show s that o il p ipeline construction activ ity becom es the direct facto r affecting land use changes in the area

near the o il p ipeline, the construction areas increase by occupy ing farm land, w oodland and grassland, and the

in fluence ex 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has an inflection po in t at the 1500- 3000m bu ffer zone. The connectiv ity in-

dex ( COHESION ) is mo re sensit ive to impact of the p ipeline construct ion. Pa ired T test ind icates that no signif-i

cant d ifference is found on the landscape indices at patch sca le, and the landscape pattern change at 0- 300 m

buffer zone has a sim ilar trend to the other bu ffers. A t the landscape leve,l it is d ifficu lt to determ inewhether the

construction pro ject have produced effects on the landscape pattern changes a lone the pro jec.t Based on our stud-

y, theme thod by comparing the sign if icance of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landscape indices both in spatial and tem-

poral scales is useful and effective for quantitative eva luation on the env ironmen tal impacts, and it can be used to

dist inguish the effects of pro jects from the other sources w hen the environmenta l impact assessm ent is conducted

in p ipeline pro ject construct ion. H ow ever, it is impo rtant to note that the response feature o f landscape ind ices to

the impact o f p ipeline project is d ifferent at the patch level and landscape leve.l

Key words: linear pro ject construct ion; W es-t to-E ast P ipe line Pro ject (WEPP) ; landscape pa ttern; bu 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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