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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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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有关

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研究多停留在定性描述阶段，缺乏具备空间位置信息的定量

研究。综合土地利用、NDVI、土壤类型、气象等多源数据，对汉江上游流域2000-2013年的土壤

保持服务、产水服务、植被碳固定（NPP）服务进行空间制图，并基于逐像元偏相关的时空统计制

图方法，对三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

2013年，汉江上游多年平均土壤保持量为434.20 t·hm-2·yr-1，且多年来以16.10 t·hm-2·yr-1速率

递增。多年平均产水量为 250.34 mm，多年递增速率为 3.79 mm·yr- 1。NPP 多年平均值为

854.11 gC·m-2·yr-1，多年递减速率为 8.54 gC·m-2·yr-1。② 汉江上游土壤保持量在空间上呈现

出“南北山地高，河谷盆地低”的分布格局；植被NPP在空间上表现为汉江河谷地带低，其余地

方高的态势；产水服务在空间上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分布规律。③ 整个汉江上游流域土壤保

持与NPP、土壤保持与产水服务均以权衡关系为主，权衡关系区域的面积占比分别达到62.77%

和 71.60%；NPP与产水服务以协同关系为主，协同关系的面积占比达到 62.89%。④ 林地、湿

地、耕地、人工表面及裸地中，土壤保持与NPP服务、土壤保持与产水服务在空间上以权衡关系

为主，产水与NPP服务在空间上以协同关系为主；而草地表现为三种服务两两之间均以权衡关

系为主。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的时空特征，有利于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互关

系在时间上的非线性变化以及空间上的分布异质性，对区域土地管理与生态系统服务优化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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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 ES），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福祉[1]，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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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分为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及文化服务等类型[2-3]。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在
动态变化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和此消彼长的权衡
关系[4-5]。厘清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权衡和协同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对促进区域多种生态系
统服务总体效益最优、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6-7]。

近年来，全球及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关系，成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的重要议题[8-9]。综合来看，其研究方法可分为统计描述法、空间统计制图法、情景分析
法、模型模拟法等4种类型[10-11]。

① 统计描述法：强调采用区域汇总数据、分区平均数据或离散样点数据等非空间化
数据，借助数理统计方法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互关系[10, 12-13]。另外，研究中常见的雷
达图、花瓣图、塔图等这些缺乏空间信息的方法，也可归属于统计描述法[1]。如Tian等[14]

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统计法研究西南喀斯特地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
并利用玫瑰图对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进行表征，结果表明该区域产水服务与产沙量为
协同关系，NPP分别与产水服务和产沙量为权衡关系。Hou等[9]以延安宝塔区为例，利用
斯皮尔曼秩相关统计法，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像元尺度及乡镇尺度的散点
图表征，但对于其空间具体位置的表述存在空白，仍属于统计描述法的范围。Yang等[15]

利用玫瑰图以及生产可能性边界方法，研究关中—天水经济区全区尺度上的净植被生产
力（NPP）、土壤侵蚀与保水三种服务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NPP与保水服务为协同关
系，NPP与土壤侵蚀、土壤侵蚀与保水服务则呈现权衡关系。

② 空间统计制图：强调利用空间地图数据及 ArcGIS 等软件平台，借助统计学方
法、地图代数等定量方法以及空间数据叠加、图形比较等方法，在像元尺度对生态系统
服务的相互关系进行制图与评估[5, 16]。如Gonzalez-Redin等将贝叶斯网络模型与ArcGIS平
台融合，开发基于像元尺度的分析工具bayesGIS，对阿尔卑斯山区韦科尔自然公园内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林地潜在生产力的关系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在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较高
的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关系普遍存在[17]。Haase等在德国城市化地区采用空间制图
的方法，通过计算两个时间段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对5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进
行集成研究，认为土地利用的变化导致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调节功能主要表现为协同作
用，而气候调节和娱乐功能以权衡作用为主[18]。

③ 模型模拟法：通过环境模型及社会模型，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量化、空间制图及
可视化，并对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及结果输出，使利益相关者通过目标优化
等方法，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最优策略[1, 5]。在应用中，生态系统服务模型具有操作
界面简单、数据批量处理及快速制图等优点，但是模型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在生态系
统机理模拟、结果验证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与情景模拟过于简
化，且对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文化服务仍没有较好的定量方法，很难大范围推广使用[3, 10, 19]。
较为典型的工作是Nelson等[20]以美国俄勒冈流域为研究案例区，基于当地决策行为，利
用 InVEST模型设置 3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景，研究发现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水平与
生态系统多样性存在权衡关系。Thompson等[21]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利用空间直观景观模型
LANDIS-II，对2010-2060年4种土地利用情景进行模拟，并利用雷达图对生态系统服务
间的权衡关系进行表征，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减小。

④ 情景分析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段（历史、现阶段或者未来）社会经济情况的发展
状况及生态保护目标，模拟相应的土地利用情景作为背景变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自
身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化[22]。情景方法是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研究的常用方
法，通常也与模型模拟法、空间统计制图等结合使用。如Mina等[23]结合斯皮尔曼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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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与未来情景预估，对未来时期欧洲尺度高山林地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
系进行了评估，认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未来欧洲高山林地生态系统服务间主要以协同
关系为主。

综上所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仍以统计分析与空间制图两种方法为主[1]，而情景
模拟及模型分析等方法的理论深化与应用、验证等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统计描述方法
虽然对服务之间的关系机理有很好的揭示，对区域管理决策时目标服务类型筛选有重要
作用，但是该方法描述性较强，难以定量地、空间位置明晰地揭示服务的相互关系，限
制了其在区域空间规划方面的应用。空间制图可以弥补传统统计描述法的不足，但是目
前这种方法大多只考虑前后两个年份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叠加权衡关系，稳定可靠性较
差，很有可能对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造成误判[24]，亟需进行区域长时间序列连续时间
段服务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拟采用时间序列连续的数据，首先分析土壤保持、
产水、NPP三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规律，然后利用偏相关方法，基于像元尺度计
算三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偏相关系数，厘清其权衡与协同关系的时间演变规律，并进行空
间明晰的定量制图，最后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权衡与协同关系进行探讨，以
期为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优化提供理论支持。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汉江是长江最大支流，发源于汉中盆地西部宁强县潘冢山，流经陕西、湖北两省，

于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江上游地区（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Basin, URHR），全
长 652 km，地理位置介于 31.02°~34.48° N，105.85°~111.6° E，流域面积 6.2万 km2，占
整个汉江流域面积的39.18%。

汉江流域上游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653~1183 mm，年均气温
12~18 ℃，植被以常绿—落叶阔叶林为主，植被覆盖率较高。汉江上游水系发达，河网

图1 研究区位置与气象站点分布
Fig. 1 Locations,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geographical zones of UR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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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布，根据区域地貌及水文条件[25]，可将汉江上游划分为12个子流域（图1），本文中利
用简称对每个流域进行标识：漾河流域（YR）、褒河流域（BR）、湑河流域（XR）、子
午河流域（ZR）、旬河流域（XUR）、金钱河流域（JR）、丹江流域（DR）、冷水河流域
（LSR）、双马河流域（SR）、竹河流域（ZR）、月河流域（YR）、岚河流域（LR）。

汉江上游紧依中国南北分界线南界（秦岭—淮河线） [26]，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
源地，也是中国中部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屏障。然而，汉江在陕西境内由西向东穿行于
北部的秦岭山地与南部米仓山、大巴山之间，地形起伏大，峡谷盆地交错分布，加之降
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因此暴雨、洪涝灾害频发[27]。当地人口增加、工业和旅游开发等人
类活动的持续干扰，使得汉江上游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持续降低、山地灾害频发和水源地
水质持续退化，人地关系矛盾更加突出，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2.2 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使用的基础数据包括以下5类：
① 气象观测数据，选取2000-2013年汉江上游地区及周边区域24个气象站点的日降

水量、平均气温及日照时数等气象数据，来源网址为中国气象数据网 http://data.cma.cn/。
② 土地利用数据，共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3 年四期。来源于 Global

Land Cover Facility 全球土地覆盖研究机构，来源网址为 ：http://www.landcover.org/
data/。利用ENVI 5.2 软件，对Landsat 5 TM数据进行人工解译，最终解译精度＞94%，
可以满足生态系统服务模拟与制图需求[28]。本文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草地，湿地，耕
地，人工表面，裸地，林地6大地类[29]。

③ DEM 高程数据，采用 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ASTER GDEM）
数据，空间分辨率90 m，来源网址为http://gdem.ersdac.jspacesystems.or.jp/。

④ NDVI数据，采用 2000-2013年MODIS NDVI数据，分辨率为 250 m，来源网址
为：http://ladsweb.nascom.nasa.gov/data/。

⑤土壤数据，采用基于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的中国土壤数据集（v1.1），分辨
率为1 km，来源网址为：http://westdc.westgis.ac.cn。
2.3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流域产水模型、CASA模型等常用方
法，定量评估汉江上游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服务、产水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时空
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基于偏相关系数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的时空统计制图方法，对
该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评估。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2.3.1 土壤保持服务 生态系统土壤保持服务常用土壤保持量（Soil conservation, SC）进
行评估。本文采用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 [30]估算汉江上游生态系统土壤保持
量。计算公式如下：

SC = Ap -Ar = R × K × L × S -R × K × L × S × C × P （1）

式中：SC为土壤保持量（t · hm-2 · yr-1），由潜在侵蚀（Ap）与实际土壤侵蚀（Ar）之差
决定。潜在土壤侵蚀量指在区域无植被覆盖、不采取任何水保措施下的土壤侵蚀量（t ·
hm-2 · yr-1）。实际土壤侵蚀则指考虑区域植被覆盖及水土保持条件的土壤侵蚀量（t·hm-2·
yr-1）。式中各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1）R：代表降雨侵蚀力因子（MJ · mm · hm-2 · h-1 · yr-1），由Wischmeier经验公式
求得[31]，Pi和Pa分别代表月降水量和年降水量（mm）：

R =∑
i = 1

12

1.735 × 10
(1.5 × lg

P 2
i

pa

- 0.81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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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代表土壤可蚀性因子（t · ha · h · ha-1 · MJ-1 · mm-1），用以评价土壤被降水
冲蚀和搬运的脆弱性，由Sharpley等发展的EPIC模型求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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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a、Si、Cl和C分别代表砂粒、粉粒、粘粒与有机质在土壤中的质量百分数。

（3）L为坡长因子，S为坡度因子，坡长坡度因子用以反映地貌特征对土壤侵蚀的影

响，计算公式如下[33]：

L = æ
è

ö
ø

λ
22.13

m

,
ì
í
î

ïï
ïï

m = 0.5
m = 0.4
m = 0.3
m = 0.2

θ≥ 9
9 > θ≥ 3
3 > θ≥ 1
1 > θ

（4）

S = æ
è

ö
ø

sin θ
0.0896

0.6

（5）

式中：λ为坡长（m）；m为坡长坡度指数；θ为坡度。

（4）C为植被覆盖因子，f为植被覆盖度，利用NDVI数据求得[34]：

ì
í
î

ï

ï

C = 1 f = 0
C = 0.6508 - 0.3436 log10 f 0 < f < 78.3%
C = 0 f≥ 78.3%

（6）

（5）P是水土保持因子，由坡度斜率指数α求得[35-36]：

P = 0.2 + 0.03α （7）

2.3.2 产水服务 流域生态系统产水服务（Water Yield, WY），一般采用区域水量平衡法

进行评价，利用区域水分的输入量降水与输出量蒸散发的差值，得到区域生态系统的产

水量[37]。该方法在全球不同气候类型的流域内进行了校正[38]，成为产水量长时段评估的

有效工具，计算公式如下[33, 39-40]：

WY = PPT−ET ±ΔS （8）

ET =
1 + w PET

PPT

1 + w PET
PPT

+ PPT
PET

∙PPT （9）

ET = min(P, PET) （10）

式中：WY为流域产水量（mm）；PPT为年降水量（mm）；ΔS为流域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mm），在长时间变化尺度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流域长时间尺度的产水量主要由降水量及

实际蒸散量决定[37]。PET代表年潜在蒸散量（mm），可采用Hamon潜在蒸散法求得[41]；

ET为实际蒸散量（mm），植被蒸散量由经验式（9）求得[42]，流域水体蒸散量由降水与

潜在蒸散量的最小值求得[33]。式（9）中植被可利用水系数（w）代表植被在蒸腾过程中

利用土壤水分的能力，根据前人校正结果，将覆盖率> 30%的林地w设置为2.0，覆盖率

< 30%的林地w设置为1.0，草地及耕地为0.5，人工用地及裸地为0.1[33, 39, 43-44]。

2.3.3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指植被在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累积的有机物数量，即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后产生的有机物质总量减

去自身呼吸消耗后的实际积累量。Potter 等建立的 Carnegie Ames- Stanford Approach

（CASA）模型，基于光能利用率原理，实现了对全球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有效估算[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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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可以方便的利用遥感数据与方法，因此得到广泛应用[46]。其估算方法如下：
NPP(x, t)= APAR(x, t)× ε(x, t) （11）

式中：x代表栅格数据中的具体像元；t代表时间， NPP(x, t) 是x像元上的植被 t月份净初

级生产力 （t · ha- 1 · yr- 1），由植被所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 （APAR） 与光能转化率
ε(x, t) 的乘积决定。 APAR(x, t) 是 x像元上植被在 t月份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MJ/m2）；

ε(x, t) 是 x像元上植被 t月份实际光能利用率（g · C · MJ-1）。参数确定及模型计算方法，

参见文献[45, 47]。
2.3.4 权衡与协同关系的时空统计制图方法 基于逐像元偏相关的时空统计制图方法定量
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可研究生态系统服务连续的时间演变规律，另
一方面可对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进行空间明晰的定量制图。从时间变化来看，生态系
统服务表现出连续的时间演变的规律，若仅有两个时间点或者某几个时间段内数据，无
法衡量生态系统对于外部突发状况的响应和时滞效应，会造成对生态系统时间变化的误
判[24]；从空间分布来看，空间制图需要结合空间化了的遥感数据、气象数据、社会统计
数据等，提供空间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变化特征，可促进生态保护决策的实施[48]。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一个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不仅受到另一个生态
系统服务的影响，还受到气候要素及土地利用变化的共同影响。因此，需要消除其他因
素的影响，然后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关系，这种统计方法称为偏相关分析。我们
考虑到年降水量、NDVI对土壤保持、产水、NPP变化有影响，对其进行偏相关分析，即
保持年降水量、NDVI不变，求3种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的偏相关系数[6]。具体计算步
骤如下[49]：

（1）在MATLAB软件平台中，基于像元尺度计算相应的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
第一步，计算简单相关系数：

r12(ij) =
∑

n = 1

n

( )ES1n(ij) - - -- -----
ES1(ij) ( )ES2n∙(ij) - - -- -----

ES2(ij)

∑
n = 1

n

( )ES1n∙(ij) - - -- -----
ES1(ij)

2∑
n = 1

n

( )ES2n∙(ij) - - -- -----
ES2(ij)

2

（12）

第二步，计算一级偏相关系数：

r12∙3(ij) =
r12(ij) - r13(ij)r23(ij)

( )1 - r2
13(ij) ( )1 - r2

23(ij)

（13）

第二步，计算二级偏相关系数：

r12∙34(ij) =
r12∙3(ij) - r14∙3(ij)r24∙3(ij)

( )1 - r2
14∙3(ij) ( )1 - r2

24∙3(ij)

（14）

式中：ES1与ES2分别代表两种生态系统服务；r为ES1与ES2之间的相关系数；i、j分别
代表栅格数据中具体像元的行号和列号；n为栅格数据的时间序列。 r12(ij) 代表在 n年份

时，年降水量与年NDVI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ES1与ES2在像元 ij上的简单相关系数。
同理，可求得 r13(ij) 、 r23(ij) 、 r14(ij) 、 r24(ij) 与 r34(ij) ； r12∙3(ij) 代表在年降水量不变的情况下，ES1

与ES2在像元 ij上的一级偏相关系数，同理可求得 r14∙3(ij) 与 r24∙3(ij) 。 r12∙34(ij) 代表在年降水量

与NDVI不变的情况下，ES1与ES2在像元 ij上的二级偏相关系数；
（2）统计ES1与ES2的偏相关系数：若相关系数为正，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为协

同关系；相关系数为负，说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权衡关系；相关系数为零，则表明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无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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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 t检验方法，判断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互关系的显著性，划分权衡与协同系
数的显著性等级如下：显著协同（r＞0，0.01＜P＜0.05），文中用“协同**”表示；较显
著协同（r＞0，0.05＜P＜0.1），文中用“协同*”表示；弱协同（r＞0，0.1＜P），文中
用“协同”表示；微弱权衡（r＜0，0.01＜P＜0.05），文中用“权衡”表示；较显著权衡
（r＜0，0.05＜P＜0.1），文中用“权衡*”表示；显著权衡（r＜0，0.1＜P），文中用“权
衡**”表示。

3 结果分析

3.1 生态系统服务时空特征分析
在 2000-2013年，汉江上游地区土壤保持服务及产水服务均呈上升趋势，而NPP则

呈下降趋势（图2）。具体而言，土壤保持量多年平均值为 434.20 t · hm-2 · yr-1，最低值

在 2001年（239.45 t · hm-2 · yr-1），最高值在 2010年（739.42 t · hm-2 · yr-1），多年来以

16.10 t · hm-2 · yr-1速率递增。从年际变化来看，2000-2006年，土壤保持量增加较为缓

慢，且呈明显的波动状态，2007-2013年土壤保持量年际间剧烈变化，分别于 2007年、

2010年达到峰值，其余年份土壤保持量则相对较低。产水量多年平均值为 250.34 mm，

最低值在 2001年（140.16 mm），最高值在 2011年（431.96 mm），多年递增速率为 3.79

mm · yr-1。年际间，2000-2006年产水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7-2013年，产水量的年

际变化则存在一个明显的峰值（2011 年），之后产水量迅速下降。NPP 多年平均值为

854.11 gC · m- 2 · yr- 1，最低值在 2012 年 （730.84 gC · m- 2 · yr- 1），最高值在 2005 年

（918.30 gC · m-2 · yr-1），多年递减速率为8.54 gC · m-2 · yr-1。2004年以前，NPP呈现波

动变化趋势，2004年之后NPP基本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并在2012年达到NPP谷值。

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在时间变化上的关系，土壤保持量与产水量在2003-2007年呈现明

显的协同变化规律，土壤保持量与NPP在 2005-2012年大致呈现权衡变化关系，产水量

与NPP在2005-2013年大致呈现协同关系，其余时段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则不明显。

土壤保持量在空间上呈现出“南北山地高，河谷盆地低”的分布态势（图3）。汉江

河谷两侧的秦岭山地与大巴山区土壤保持量较高，包括双马河、竹河、岚河等流域南部

以及子午河、湑河、月河流域北部，土壤保持量普遍高于770 t · hm-2 · yr-1。低值区集中

分布于汉江河谷西部与丹江、金钱河流域，土壤保持量普遍低于200 t · hm-2 · yr-1。多年

来，全区大部土壤保持量呈现上升趋势，仅岚河流域东部土壤保持量呈微弱下降趋势。

汉江河谷地区及丹江流域东部，土壤保持量增加趋势较为缓慢，递增速率普遍低于 10

t · hm-2 · yr-1，增加最快的区域分布在漾河西部、褒河中部及湑河北部，递增速率普遍高

于40 t · hm-2 · yr-1。

图2 2000-2013年汉江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的时间变化趋势
Fig. 2 The temporal changes of three ES in URHR from 2000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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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上游植被NPP空间差异较大（图 3）。NPP低值区集中分布在汉江河谷湑河南

部、月河中部、旬河南部等流域以及丹江北部河谷地区，NPP均低于700 gC · m-2 · yr-1；

高值区位于子午河、旬河、月河流域交接区、双马河流域南部及岚河流域中部，其NPP

均高于 900 gC · m-2 · yr-1。NPP 的变化趋势大致与平均值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相反态

势。NPP增加较快地区主要分布在汉江河谷东段及金钱江流域，其NPP的递增速率普遍

高于10 gC · m-2 · yr-1；漾河、褒河、湑河、子午河等流域北部及冷水河、双马河流域南

部为NPP下降区域，汉中盆地、米仓山地区等NPP递减速率最大，为20 gC · m-2 · yr-1。

产水量在空间上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分布规律：北部的旬河、金钱河及丹江等流域

产水量最少，产水量在 121~178 mm之间，北部的褒河、湑河、子午河等流域产水量在

200~280 mm之间，处于汉江流域上游的中等水平；南部地区产水量最高，特别是双马

河、竹河等流域南部，产水量可达 400 mm以上。产水量的多年变化趋势呈现“东高西

低”的分布格局，大致以岚河、金钱河等流域及旬河流域东部为界，界线以西为多年产

水量增加区，界线以东为多年产水量减少区。其中，漾河流域北部及冷水河流域产水量

的递增率最高，这些地区递增速率普遍高于15 mm · yr-1，而东部岚河流域递减率最大，

为5 mm · yr-1。

3.2 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的定量分析
基于像元尺度，对汉江上游地区生态系统间的关系进行空间制图：土壤保持量与

NPP的空间关系（图 4a，SC&NPP）、土壤保持量与产水（图 4b，SC&WY）、产水量与

NPP（图4c，WY&NPP）。

土壤保持量与NPP的相互关系，在空间上权衡关系的像元个数占比为62.77%，表明

全区土壤保持量与NPP呈现权衡关系，但是这种相互关系呈现显著的南北差异。汉江上游

北部地区土壤保持量与NPP的相互关系以协同关系为主，秦岭山地北缘为两者显著协同

区；汉江上游南部地区两者的相互关系则以权衡为主，显著权衡区主要位于米仓山地区。

土壤保持量与产水的相互关系，在空间上权衡的像元个数占比71.60%，表明权衡的

图3 2000-2013年汉江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的时间变化趋势
Fig. 3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three ES mean values and change trend in the URHR from 2000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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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范围更为广泛。两者的关系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西差异，汉江上游东部地区两者
的关系主要以权衡关系为主，显著权衡区分布在岚河流域西部；汉江上游西部地区两者
的关系则主要以协同关系为主。

NPP与产水的相互关系以协同为主，协同的像元个数占比62.89%。权衡的区域仅分
布在金钱河、岚河等流域东部及丹江流域，并零星分布于漾河流域北部、褒河流域南
部，显著权衡区域分布在丹江流域东部、金钱河流域东南部。其余地区均以协同关系为
主，显著协同区零星分布于旬河、子午河、湑河及双马河等流域。

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统计汉江上游各子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分
布特征（图5），可以看出：① 在流域西部，包括褒河、湑河、子午河、双马河流域，土

壤保持与NPP、土壤保持与产水量、NPP与产水量均以协同关系为主。② 在丹江流域，

土壤保持与NPP、土壤保持与产水量、NPP与产水量均以权衡关系为主。③ 在旬河与金

钱河流域，土壤保持与NPP 、NPP与产水量均以协同为主、土壤保持与产水量以权衡为

主。④ 在南部地区，包括漾河、冷水河、竹河、月河、岚河流域，土壤保持与NPP、土

壤保持与产水量以权衡关系为主，NPP与产水量以协同关系为主。

3.3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间权衡与协同关系特征

通过统计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图 6）特征发现，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间，土壤保持量与NPP的相互关系以权衡为主，土地类型中林地、湿地、

耕地、人工表面、草地的生态系统权衡关系占比均在50%以上，而裸地生态系统权衡关

系也接近于50%。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土壤保持量与产水量的相互关系也以权衡关系

为主，各土地类型，权衡的占比均在60%以上，而人工表面生态系统权衡关系占比高于

50%。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NPP与产水的相互关系则主要以协同关系为主，各土地

图4 2000-2013年汉江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空间格局
Fig. 4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airwise ES interactions in URHR from 2000 to 2013

图5 2000-2013年汉江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分区统计
Fig. 5 The area proportion of pairwise ES interactions in each sub-basin from 2000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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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类型协同关系的占比均高于52%，仅草地生态系统协同关系接近50%。
综上可以看出，不同土地类型中，林地、湿地、耕地、人工表面及裸地，土壤保持

与NPP服务、土壤保持与产水服务在空间上以权衡关系为主，产水与NPP服务以协同关
系为主的分布格局。仅草地表现为3种服务两两之间均以权衡关系为主。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3年数据，分析了汉江流域上游地区土壤保持服务、NPP与产水服

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对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定量评
价，并探讨了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影响，得到基本结论如下：

（1）在2000-2013年，汉江上游地区土壤保持服务及产水服务均呈上升趋势，而NPP
则呈下降趋势，其中土壤保持量与产水量在2003-2007年呈现明显的协同变化规律，土壤
保持量与NPP在2005-2012年大致呈现权衡变化关系，产水量与NPP在2005-2013年大致
呈现协同关系。

（2）汉江上游土壤保持量在空间上基本呈现出“南北山地高，河谷盆地低”的分布
态势，且多年来全区大部土壤保持量呈现上升趋势。植被NPP空间差异较大，其中低值
区集中分布于汉江河谷地带以及丹江北部河谷区，高值区位于子午河、旬河、月河流域
的交接区、双马河流域南部及岚河流域中部，空间上土壤保持量的变化趋势大致与平均
值的分布格局呈现相反态势。产水量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由北向南递增的分布规律，而
产水量的多年变化趋势则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

（3）在全区尺度，土壤保持量与NPP、土壤保持量与产水呈现权衡关系，NPP与产
水呈现协同关系。从空间来看，土壤保持量与NPP表现为“南部权衡—北部协同”的空
间格局，土壤保持量与产水表现为“东部权衡—西部协同”的相互关系，NPP与产水表
现为“全区大部协同—东部局部权衡”的分布态势。

（4）不同土地类型中，土壤保持与NPP服务、土壤保持与产水服务在空间上以权衡
关系为主，产水与NPP服务在空间上以协同关系为主，仅草地表现为3种服务两两之间
均以权衡关系为主。
4.2 讨论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时间、空间尺度，对于生态环境管理、社会经

图6 2000-2013年汉江流域上游不同土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统计
Fig. 6 The area proportion of pairwise ES interactions in each LULC type from 2000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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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应用价值[50]。基于逐像元偏相关空间制图框架，本文分析

了三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特征。

（1）偏相关系数方法有效集成了时间的动态过程分析。从时间变化上看，汉江上游

地区土壤保持服务及产水服务呈上升趋势，NPP呈下降趋势，且在一定的时段内三者在

时间变化上存在大致的权衡或者协同关系。Renard等[51]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生态系统以

及Wu等[52]在青藏高原高山生态系统研究时均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时

间变化存在着一定的演变规律，并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与差异性。首先，一些外界的突

发因素，可能会对生态系统造成较大的影响，如某一时段突然发生的环境变化。其次，

生态系统的组成具有复杂性，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

6种简化形式[53]。Hao等[54]进一步研究表明，分析成对生态系统的非线性变化时，需考虑

一个生态系统服务对于另一个生态系统服务的约束阈值效应。在外界扰动的合理范围

（约束阈值范围）内，生态系统服务对于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内扰动的响应并不敏感，存

在明显的阈值效应和滞后效应；而当外界扰动强度超过生态系统的约束阈值后，作为响

应的生态系统服务则会受到约束条件的影响从而发生剧烈变化，此时滞后效应几乎消

失，导致生态系统相互关系发生转变。总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时间变

化，可能会发生演变[51]。在目前阶段，理解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时间尺度效应，

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挑战[24]。如果仅静态研究两个时间点或者某几个时间段，

就可能对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造成误判。考虑长时期观测数据的偏相关系数方法，可以

有效的探查生态系统服务的随时间的动态演变特征，避免对于生态系统长时间演变过程

中突发因素及时滞效应的误判[55]。

（2）借助遥感数据、土地利用以及水文模型的空间制图等，偏相关系数方法在空间
上的应用，有效的解决了权衡关系的空间制图问题。结合时间的动态和空间的分布，可
以更好地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从空间上看，本文结果表明土壤保持量与
NPP的相互关系以及土壤保持量与产水的相互关系，以权衡关系为主，NPP与产水的相
互关系以协同为主，并且这种相互关系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差异（南北差异或者东西差
异）。这种空间差异，可以利用约束阈值大致分析[54]。这里以土壤保持量与NPP的相互关
系的南北差异为例。首先，NPP高的地区植被覆盖水平较高，因此对该地降水造成的土
壤侵蚀起到抑制作用，这时土壤保持与NPP呈现协同关系。另一方面，一般而言NPP高
的地方降水量充沛，降水量增大则相应的土壤侵蚀量增加，这时NPP又与土壤保持呈现
权衡关系[54]。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降水对NPP的阈值效应，可能是南部二者呈现
权衡关系，北部二者以协同关系为主的原因。因此生态系统服务权衡随时空变化的差
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约束阈值影响造成的。

本文研究过程中，仍存在部分数据获取问题，如土地利用数据只有 2000年、2005

年、2010年和2013年四期数据，气象站点数量少且分布不均，这势必会影响相应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56]。第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具有明显而又复
杂的尺度效应[57]。对于生态系统服务过程尺度效应背后的生物与物理机理研究的欠缺，
势必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分析。基于时空演变方法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分析框架，
可以规避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时间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与差异性，并能在空间分布上以像
元尺度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基于统计方法的时空分析无法探求生态系
统服务权衡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阈值以及不同阶段的变化等问题。因此，在生态系统服务
权衡研究中，进一步获得更加详实的高分辨率的统计数据，结合生态系统服务机理深入
研究权衡与协同的演变的滞后与阈值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工作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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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Basin

WANG Pengtao1, ZHANG Liwei1, LI Yingjie1, 2, JIAO Lei1,

WANG Hao1, YAN Junping1, LÜ Yihe3, FU Boji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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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ES) is a
hotspot.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the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ES interaction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spatially explicit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S interactions. In this paper, we mapped the ecosystem service of soil
conservation (SC), 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 and water yield (W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Basin (URHR) based on the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 NDVI, soil
properties and observed climate data covering 2000- 2013. Moreover, we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ES with a spatio-temporal
statistical framework by applying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t a pixel scale.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From 2000 to 2013, the mean annual SC was 434.20 t·hm-2·yr-1, and the
mean annual WY was 250.34 mm. They also presented a rising tendency at the rate of 16.10 t·
hm-2·yr-1 and 3.79 mm·yr-1,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mean annual NPP was 854.11 gC·m-2·
yr-1, and presented a decreasing tendency at the rate of 8.54 gC·m-2·yr-1. (2) Spatially, SC was
high in the North-South mountain area, while it was low in the Middle valley region. Similarly,
the NPP in the Middle valley regio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regions. However, the WY
increased from north to south. (3) The three pairwise ES presented different interactions. Bo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 and NPP and that between SC and WY presented as trade- off,
accounting for 62.77% and 71.60% of the total area, respectively. On the contra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PP and WY was prone to synergies, accounting for 62.89% of the total
area. (4) Pairwise ES in different land cover types also presented a different interaction. As for
woodland, wetland, cropland, artificial land and bare land, SC and NPP, as well as SC and WY
both presented trade-off, while WY and NPP presented synergy. Specially, in grassland, all the
three pairwise ES presented a trade- off relationship. Therefore, spatially explicit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S interactions are more helpful for revealing the temporal non-
linear evolution, an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ES interactions. This analysis framework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multiple ES
conservation.
Keywords: ecosystem service; ecosystem services mapping; trade- off and synergy; climate
chang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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