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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城镇化的发展对区域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区域生态
系统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以呼包鄂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防风固沙功能、土壤保持功能，运用冗余分析方法
（ ＲDA） 探讨快速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 1） 2000—2010 年，呼包鄂地区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人
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加 83．39%、35．52%、1150．00%、51．91%； （ 2） 防风固沙功能、土壤保
持功能 10 年呈增强趋势，分别增加 20．17%和 4．39%； （ 3） ＲDA 分析结果表明，温度、降雨天数、风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建设
用地指数是呼包鄂地区防风固沙功能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5 个因子的共同解释信息量达 68．3%； 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建
设用地指数的解释信息量较高，分别为 21．5%、34．2%； （ 4）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防风固沙功能、土壤保持功能呈显著正相关
（ P＜0．05） ，建设用地指数与防风固沙功能呈极显著负相关（ P＜0．01） 。因此，有序推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常住人口城市化
率； 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抵制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是实现呼包鄂地区生态系统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城镇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ＲDA； 呼包鄂地区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Hohhot-BaotouOrdo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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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Ｒegional Ecology，Beijing 100085，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phenomena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However，it is considered to have detrimental impacts on 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s，
which could affect the ability of ecosystems to provide human services． Hohhot-Baotou-Ordos，is located in the midwest of
Inner Mongolia， which is known as “golden triangle ”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This area is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and is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and urbanized belt of Inner Mongolia，and also one of the
richest regions in China． Furthermore，this region is famous for sand-fixing and soil conservation． Thus，it is vital to
understand how urbanization change is influenc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Hohhot-Baotou-Ordos region． In this paper，we
analyze the changes in urbanization and ecosystem services （ sand-fixing and soil conservation） that occurred between 2000
and 2010 in the Hohhot-Baotou-Ordos region． We then used redundancy analysis （ ＲDA）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Hohhot-Baotou-Ordos reg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 1） Urbanization
progressed sharply from 2000 to 2010 in the Hohhot-Baotou-Ordos region． The urban population，the residen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gross domestic product （ GDP ） ，and the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by 83． 39%，35． 52%，
1150．00%，and 51．91%，respectively． （ 2） There was an obvious increase in sand-fixing and soil conservation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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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4． 39%，respectively） ． （ 3）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hanges in sand-fixing and soil conserv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 P＜0．05） with the change in permanent residents urbanization rate，an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 P＜0．01） with the change in the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Furthermore，an ＲDA two-dimensional ordination diagram
indicated that temperature，precipitation days，wind speed，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and the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were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of sand-fixing，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explain 68．3% of the data． The
explan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the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were higher，21． 5% and
34．2%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certain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recommend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ecosystem． Firstly，we should promote a greater migra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nto urban areas，properly
adjust the number of villages and small towns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large towns． Secondly，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more reasonable plans for urban development，prohibi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and increase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support to towns． Thirdly，we should use land resources in an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way and expand
urban ecological space by converting city land and other polluted land into natural landscapes，with the purpose of realizing
green urbanization and finally to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having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cosystem service； ＲDA； Hohhot-Baotou-Ordos region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所形成和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与效用 ，是人类赖
［1-2］

以生存的基础，与人类福利息息相关

，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供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3］。 随

着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理解逐渐加深 ，众多研究者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因素和管理措施上做
［4-5］

了大量的研究

。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6-7］，城镇化蕴含了大量的人类活动

信息，其改变了地表景观格局、生态过程、生物栖息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强烈的冲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及空间演变，特别是影响了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 因此揭示城镇化对生态系统
［8-10］

服务功能格局的影响机制已成为国际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镇化对生态系统的

［11-19］

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产生的生态风险 、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

，对关于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
［20］

响方面的研究较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

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80 年，刚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仅有 15 个，1990 年达
［21］

到 31 个，2012 年则达到 65 个，成为世界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最多的国家之一

。1978—2013 年，城镇常

住人口从 1．7 亿人增加到 7．3 亿人，城市化率从 17．9% 提升到 53．7%，到 202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60% 左右［22］，总体上 ＞70% 的时间大致在 2035—2040 年间，因此中国城镇化仍将保持较快的推进势头［23-24］，
对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也将日趋显著 。
呼包鄂地区地处内蒙古中西部，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草地和沙地是主要的生态系
统类型，充沛的沙源和频发的大风气候使呼包鄂地区饱受土壤风蚀的侵扰 ，呼包鄂地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
的沙尘源之一，防风固沙功能、土壤保持功能是呼包鄂地区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
开发战略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呼包鄂地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逐步得以释放，经济发展速度明显
加快，到 201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 70．35%，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高强度人类活动和剧烈的土
地类型转变加剧了土壤侵蚀过程 ，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正常的生产基础 、生活环境乃至于生命安全产生
［25］

巨大的威胁

，因此，研究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与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 、土壤保持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对区

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
1

研究区概况
呼包鄂地区是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 （ 图 1） ，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呈“品 ”字

2
型分布，土地面积为 13．16 万 km ，占全区面积的 11．49%。到 2010 年，城镇人口为 524．67 万人，占全区城

http： / / www．ecologica．cn

19 期

王莉雁

等： 城镇化发展对呼包鄂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6033

镇人口的 38．24%； 经济总量为 6970．00 亿元，占全区经济总量的 54．23%，是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总量的“半壁
江山”，经济地理位置优越，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地区。
呼包鄂地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中部 ，属黄河中上游地区，黄河境内流长 728 km。气候为典型的干旱、半干
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变化明显，夏季炎热少雨，冬季严寒少雪，春秋两季气候变化剧烈，降雨少，蒸发
大； 地貌类型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沙漠、沙地等，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草地、沙漠、农田是
2
研究区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其中草地生态系统面积为 8．33 万 km ，占呼包鄂总面积的 63．41%； 沙漠生态系
2
2
统面积为 1．70 万 km ，占呼包鄂总面积的 12．91%； 农田生态系统的面积为 1．43 万 km ，占呼包鄂总面积的

10．92%。

图1
Fig．1

2

研究区生态系统类型图

The type of ecosystem in study area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2．1
2．1．1

土壤保持功能

本文 选 择 土 壤 保 持 强 度 衡 量 土 壤 保 持 功 能 。 运 用 通 用 土 壤 流 失 方 程 （ USLE，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来估算呼包鄂地区潜在土壤侵蚀量与实际土壤侵蚀量，两者之差为呼包鄂地区生态系统土壤保
持量。
潜在土壤侵蚀量为生态系统在没有地表植被覆盖和水土保持措施情况下的土壤侵蚀量 。 在通用土壤流
失方程中不考虑地表植被覆盖因素和水土保持因素 ，此时土壤流失方程为：
S 潜 = Ｒ·K·LS
实际土壤侵蚀量则考虑地表覆盖因素和水土保持因素 ，此时通用土壤流失方程为：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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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 实 = Ｒ·K·LS·C·P
结合（ 1） 和（ 2） ，计算得出呼包鄂地区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 ：
SC = S 潜 － S 实

－2 －1
－2 －1
－2 －1
式中，SC 为土壤保持量（ t hm a ） ； S 潜 为潜在土壤侵蚀量（ t hm a ） ，S 实 为实际土壤侵蚀量（ t hm a ） ； Ｒ
－2
－1 －1
－2
－1
－1
2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 MJ mm hm h a ） ，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 t hm h hm MJ mm ） ，LS 为地形因子，C

为植被覆盖度因子，P 为土壤保持措施因子。
2．1．2

防风固沙功能

本文在充分考虑呼包鄂地区的气候条件 、植被情况、土壤可蚀性、土壤粗糙度、土壤结皮的情况下，采用
修正风蚀方程（ ＲWEQ，Ｒevised Wind Erosion Equation） 估算土壤风蚀量。
SL =

2·z
S2

Q max ·e － ( z / S)

2

S = 150．71 ( WF × EF × SCF × K' × C )

－ 0．3711

Q max = 109．8 ( WF × EF × SCF × K' × C )
式中，S L 为风力侵蚀量（ t km

－2

－1

a ） ； Q max 为最大转移量（ kg / m） ； S 为关键地块长度 （ m） ； z 为最大风蚀出现距

离（ m） ； WF 为气候侵蚀因子（ kg / m） ； K' 为地表糙度因子； EF 为土壤侵蚀因子； SCF 为土壤结皮因子； C 为植
被覆盖因子。
生态系统防风固沙量即为没有地表植被覆盖条件下的潜在土壤风蚀量与地表覆盖植被条件下的实际土
壤风蚀量的差值表示。
S L固 = S L潜 － S L实
式中，S L固 为生态系统防风固沙量 （ t km

－2

－1

a ） ，S L潜 为没有地表植被覆盖条件下的潜在土壤风蚀量 （ t km －2

a －1 ） ，S L实 为有地表植被覆盖条件下的实际土壤风蚀量 （ t km －2 a －1 ） 。
生态系统防风固沙量可以表示为生态系统实际的固沙量 ，由于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单纯的防风固沙量
并不能有效的凸显生态系统本身对防风固沙的贡献大小 。 为了进一步的分析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作用，本
文选择固沙率来衡量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功能 ，即生态系统防风固沙量与潜在土壤风蚀量的比值 。
Ｒ = S L固 / S L潜 × 100
－2 －1
式中，Ｒ 为固沙率，S L固 为生态系统防风固沙量（ t km a ） ，S L潜 为没有地表植被覆盖条件下下的实际土壤风
－2 －1
蚀量（ t km a ） 。

2．1．3

冗余分析（ ＲDA）

冗余分析（ ＲDA） 是一种直接梯度分析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独立保持各个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贡献
率。在本文中，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指标视为响应变量； 各影响因子指标视为解释变量，选用气象因子 （ 温
度、降雨量、降雨天数、风速、大风天数 ） 、城镇化指标 （ 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密度、二三产
业总值所占比例、建设用地面积、建设用地指数等） 共 20 个指标。由于各影响因子之间具有明显的自相关作
用，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利用 ＲDA 冗余分析简化因子，选择易测定分析，对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影响大的因子至关重要。ＲDA 二维排序图可以直观的展现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
排序结果图中，根据响应变量（ 服务功能因子） 与解释变量 （ 影响因子 ） 之间的夹角，判断其对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影响方式，若两者之间小于 90°，那么两者之间为正向相关，服务功能因子会随着影响因子的增大而
增大，若夹角大于 90°，两者之间呈负相关，若夹角等于 90°，则不存在相关。另外，影响因子箭头的长度表
示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子的综合影响程度 ，箭头越长，影响程度越高。
2．2

数据来源
人口、经济数据来源于《2000 年内蒙古统计年鉴》、《2010 年内蒙古统计年鉴 》、第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

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等； 本研究使用的 DEM 数据来自 SＲTM（ Shuttle Ｒadar Topography Mission） ，精度为 90 m；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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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图及其属性数据（ 包括土壤粘粒、粉粒、砂粒以及土壤有机质百分含量 ） 来自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精度
为 1∶1000000； 2000 年和 2010 年的生态系统类型和植被覆盖度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遥感所 ，精度分别为 90 m
和 250 m； 气象数据（ 降雨、气温、风速等月均数据） 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网； 行政区划数据来自环保部
卫星中心。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果分析

3
3．1

城镇化水平结果分析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 ，涉及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城市建设等多方面因素。

2000 年，内蒙古确立了以呼包鄂为核心的特色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战略 ，为该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策
保障。2000—2010 年，呼包鄂地区城镇化水平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 。
2000—2010 年，总人口增加 194． 65 万人，增幅为 35． 32%，其中城镇人增加了 238． 57 万人，增幅为
83．39%，约为全国城镇人口增长水平 1．75 倍，城市化率增长 35．52%。 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二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的增长幅度 。2010 年，呼包鄂地区第
二、三产业总产值为 6741．11 亿元，占呼包鄂地区总国民生产总值的 96．72%，相比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提
高了约 10 倍。城市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建设用地面积增长了 51．91%，约为全国增长水平的 1．91
倍，其中采矿场面积变化最大，增幅高达 261．00%，约为全国增长水平的 3．65 倍。
表1
Table 1

研究区城镇化发展水平 10a 变化

The changes of urbanization of study area （ 2000—2010）
2000—2010
2000

2010

变化量
Change

变化幅度 / %
Ｒate of change

全国增幅 / %
National rate
of change

总人口 Total population / 万人

551．12

745．77

194．65

35．32

5．80

城镇人口 Urban population / 万人

286．10

524．67

238．57

83．39

47．57

51．91

70．35

18．44

35．52

36．45

1596．56

2425．36

828．80

51．91

27．24

1032．34

1275．73

243．39

23．58

23．01

241．97

440．96

198．99

82．24

87．39

128．15

462．62

334．47

261．00

71．76

城镇化指标
Index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 %
Urbanization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 km 2
居住地 Apartment / km

2

工业用地 Industrial land / km
采矿场 Mine stope / km

2

2

交通用地 Traffic land / km

2

194．10

246．06

51．96

26．77

36．02

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亿元

557．60

6970．00

6412．40

1150．00

304．38

第一产业 GDP / 亿元
The first industry gross domestic product

68．78

228．62

159．84

232．39

171．22

第二产业 GDP / 亿元
The second industry gross domestic product

304．92

3561．83

3256．91

1068．12

311．76

第三产业 GDP / 亿元
The third industry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83．90

3179．28

2995．38

1628．81

347．09

3．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果分析
2000—2010 年，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 10a 增幅为 20．17%。防风固沙功能呈现总体增强，局部退化的

趋势，增强区域面积占呼包鄂地区总面积的 60．63%，不变和退化区域面积各占呼包鄂地区总面积的 31．37%
和 8．00%（ 图 2，表 2） 。
2000—2010 年，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 10a 增幅为 4．39%。土壤保持功能呈现小幅度增强，局部减弱的
趋势，不变和退化区域面积各占呼包鄂地区总面积的 74．11% 和 9．23%（ 图 2，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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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防风固沙功能与土壤保持功能变化空间格局

Changes of sand-fixing service and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in study area （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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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等： 城镇化发展对呼包鄂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研究区防风固沙功能与土壤保持功能变化表（ 2000—2010 年）

Changes of sand-fixing service and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in study area （ 2000—2010）
防风固沙功能 Sand-fixing service

变化 Change

6037

面积
Area / km 2

土壤保持功能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面积
Area / km 2

比例
Percentage / %

比例
Percentage / %

退化 Degradation

10461．85

8．00

8147．69

9．23

未变 Invariability

41010．54

31．37

96901．58

74．11

增强 Enhancement

79281．80

60．63

25704．93

19．66

变幅在±3%以内为未变

3．3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影响机制
从表 3 可以看出城镇化与防风固沙功能 、土壤保持功能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其中常住人口城市化

0．422； 建设用地指数与防风
率与防风固沙功能、土壤保持功能呈显著正相关（ P＜0．05） ，相关性指数为 0．458、
固沙功能呈极显著负相关 （ P ＜ 0． 01） ，相关性指数为 － 0． 621； 与土壤保持功能呈 负 相 关，相 关 性 不 显 著
（ 表 3） 。
为了更好的揭示呼包鄂地区防风固沙功能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选取气象因子和城镇化指标等共
20 个指标与固沙率、固沙强度进行 ＲDA 冗余分析。结果表明，温度、降雨天数、风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建
设用地指数 5 项因子是作为解释防风固沙功能变化的最小变量组合 ，5 项因子均经过蒙特卡罗置换检验，防
风固沙功能与温度、降雨天数、风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建设用地指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分别解
38．6%、
12．1%、
21．5%、
34．2% 的防风固沙功能变化趋势，综合解释防风固沙变化达 68．3%，第一
释了 16．7%、
排序轴信息量高达 65．5%，第二排序轴仅解释了 2．8% 的信息量，再次表明利用温度、降雨天数、风速、常住人
口城市化率、建设用地指数作为表征影响防风固沙功能变化的因素是可行的 （ 表 4，图 3） 。
表3
Table 3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impact factors of ecosystem service

温度
Temperature

降雨天数
Precipitation day

风速
Wind speed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建设用地指数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0．508 ＊＊

－0．583 ＊＊

－0．422 *

0．458 *

－0．621 ＊＊

温度
Temperature

降雨量
Precipitation

0．395 *

－0．553 ＊＊

防风固沙功能
Sand-fixing service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影响因子的相关系数

土壤保持功能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表4
Table 4

0．422 *

－0．202

ＲDA 分析最小解释变量组合特征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allest combination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ＲDA analysis
膨胀系数 Inflation factor

变量名 Variable name

4

建设用地指数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 rate of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permanent residents

P

F

降雨天数 Precipitation day

1．74

0．002

15．06

风速 Wind speed

2．46

0．05

3．30

温度 Temperature

1．81

0．028

4．82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1．25

0．014

6．59

建设用地指数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1．21

0．002

12．49

结论与讨论
［26］

城镇的发展深受资源、工业化经济、城市人口等多因素的影响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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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造成人口膨胀、耕地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等众多
［27-30］

环境问题

，但健康稳定的城镇化不仅是提升人们

生活质量的有效方式，也是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
手段，尤其在近 10 年在国家生态恢复的政策导向下，
［32］

城镇化不一定导致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

。

本研究表明：
（ 1） 防风固沙功能、土壤保持功能均与常住人口城
市化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
有助于改善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功能和土壤保持功能 。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2000—2010 年呼包鄂步

图3

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与 5 项影响因子 ＲDA 二维排序图

入快速城镇化时期，非农企业向城市聚集，吸纳了大

Fig． 3

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了乡村人口逐渐向城市

service and the 5 impact factors

ＲDA two-dimensional ordination diagram of sand-fixing

人口转移，城镇人口大幅度增加，农村人口迅速下降，
以农牧业为主的农业活动减少，大大减轻了对生态系统的人为活动压力 。
（ 2） 防风固沙功能与建设用地指数呈极显著负相关 ，表明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的扩张不利于防风固沙
功能的改善。呼包鄂地区是以工矿业为主的资源性城市，2000—2010 年，其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828．80
km 2 ，增幅为 51．91%，其中居住地增加 23．58%，工业用地增加 82．24%，交通用地增加 26．77%，采矿场面积
［31］

增加 261．00%。在 2009 年召开的煤机气态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上指出 ，呼包鄂地区对资源的依赖性太强

。

资源的散点分布特点导致集约紧凑的城镇化土地利用模式在呼包鄂地区实施难度较大 ，分散化的建设用地
［32］

布局显然干扰了生态用地的完整性

，城镇化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2000—2010 年，呼包鄂地区建设用地

［22］
面积增长速度远高于常住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建设用地以外延扩张

为主，粗放低效，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城区、工矿用地等。 建设用地的不断无序扩张改变地表景观
格局、生态环境、生态空间演变结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等，使得自然植被遭到破坏，破环土地结构稳定
性； 采矿场面积的不断扩大使得生物多样性减少 ，植被破坏，大量地表土壤裸露、土地塌陷，占用大量的生态
［33］

用地，加快了土地沙化的扩展速度

，甚至引起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急剧恶化 。

因此，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正向或者负
向影响。为实现生态系统与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要理性进行城镇化建设，一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
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 二要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提
高国土空间利用率； 三要强化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城市建
设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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