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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对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其聚集连片的快速扩张模式对资源环境

的压力持续增加，已经成为制约未来可持续的瓶颈。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但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的京津冀城市群为

例，基于 CLUE-S 模型，模拟分析了 1990—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并预测了未来景观格局的

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1) 1990—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其中，人工表面持续增加，耕地明显下降，林地和草

地格局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时序差异; ( 2)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的变化主要受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影响，且不同景观

类型之间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林地更易在地势较高、坡度较大的西部地区分布，而河流、人工表面等更易在平坦低

洼的区域分布; 此外，不同景观类型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显著的时序差异，例如，人工表面受地形的影响程度逐步降低，呈现更

加离散的分布，且其分布特征由较早时期的向市中心集聚分布发展为逐渐远离市中心并向铁路、高速路周边集聚的趋势; ( 3)

经检验，CLUE-S 模型能够较好地动态模拟京津冀城市群的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特征，模型的 Kappa 指数达 0．84。模拟预测结

果显示，未来( 2020 年) 景观格局演变的显著特征是人工表面将持续增加，耕地将继续显著减少。北京、天津、唐山和石家庄等

核心城市的景观格局变化将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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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patterns of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Ｒegion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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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major form of China' s new urbanization，which has greatly advance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rapid regional urbanization has posed serious pressures on ecosystems，and it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We studie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Ｒegion ( BTH) ，which is undergoing

rapid urbanization but is also facing man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as a case example to analyze the dynamics of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ir driving factors during 1990—2010． To do this，we used the logistic model and simulated

changes in land-cover by using the CLUE-S model． Then，we predicted the changing trends of the landscape patterns of

BTH in 2020．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 1) there was a marked change in the landscape patterns of BTH during 1990—

2010． The proportion of the artificial surface clearly continued to increase，whereas that of the cultivated l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s of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showed obvious temporal changes; ( 2) The major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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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nd-cover changes of BTH included both topographic and social-economic factors． Moreover，for different landscape
types，the driving dynamics varied． For instance，the forested lands were more likely to occur northeast of BTH at high
elevation and steep slopes while the water body，artificial surface and other landscape types were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plains and low-lying areas． The driving forces of landscape change also changed temporally． An example of this is how the
distribution of artificial surface changed from being close to the central area in 1990—2000 to being away from the center，
thus closer to railways and highways; ( 3) The CLUE-S model was robust in its application for the simulations of land-use
dynamic changes of BTH，and the kappa index was 0．84． By 2020，the artificial surface of BTH was predicted to increase
whereas cultivated land would continue to decrease． The most stark changes in landscape patterns should occur in core cites
such as Beijing，Tianjin，Tangshan，and Shijia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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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通常是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与周边一系列不同规模的中小城市，通过空间上以及功能

上的紧密联系与协作分工，形成的具有明确的发展定位和层次结构清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1］。城市群最

初在发达国家中形成并发展起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1-4］。但是，随着城市群规模的不断发展，这种集中连片的城市发展模式对区域生态环

境的叠加影响持续加大，城市群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超采过

量、土地开发与农田保护矛盾越来越尖锐、大气污染和水环境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京津冀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5］。因此，深入解析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及其驱动机制，科学地预测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合

理规划城市群发展布局、优化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以及解析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重要支撑，也是

推进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
城市群地区的景观格局演变过程与变化规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常，城市群

覆盖的空间范围广、人口稠密、人类活动密集，因此，城市群的景观格局与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较单个城市复杂

很多。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学、社会-经济与景观生态学等领域。例如，从区位经济学角度，

一些研究分析了城市群的人口、经济、基础设施、政策以及文化生活等特征要素的时空格局与演变规律，并发

展了相关理论方法，例如，城市群的人口与产业布局与发展的点轴发展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城市增长序贯模

型等［6-13］; 从城市地学角度，一些研究探讨了城市群不同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经济等职能的时空格局与相互

作用规律，并提出了相关理论方法，如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空间扩散理论，城市空间发展的引力模型、潜力

模型以及空间断裂点模型等［14-15］; 从景观生态学角度，一些研究分析了城市群区域的景观类型、结构与格局，

及其时空变化特征与规律［16-18］。综上所述，当前关于城市群的发展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中，从区位经济、人
文地理或景观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较多，考虑多学科交叉的城市群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机制的研究

较少。
目前，许多研究表明，模型是模拟与预测城市时空格局动态演变过程的有效方法，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构

建模型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城市扩张演变过程进行了模拟与预测。其中，比较成熟并被广泛应用的模型主要

有统计分析模型、系统模型、空间分析模型及综合模型［19］。其中，统计分析模型易于结合遥感影像进行定量

化分析，但由于一些决策和社会经济因素难以实现空间化，使模型在空间分析上存在劣势; 系统模型在处理多

要素的相互作用具有优势，但在空间要素的动态变化模拟方面存在不足; 而空间分析模型，例如，元胞自动机

模型，适用于小空间尺度、目标要素的空间特征较为一致的城市，不适合大尺度且目标要素的时空分布特征复

杂的城市群区域; 而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综合模型，例如森林退化模型 DELTA、CLUE-S 模型等，综合了上面介

绍的几种模型的优势和特点，提高了针对大空间尺度以及不同目标要素的时空分布与变化特征的模拟效果，

弥补了单一模型的不足［20］。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针对城市群这一重要的区域城市化模式，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应用 C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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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以及自然多要素的影响，系统模拟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的动态演变过程与

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预测了京津冀城市群未来景观格局的演变趋势，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规划

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范围

Fig．1 Location and range of the study areas

1．1 研究区域介绍

京津冀城市群地处环渤海核心地带，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区位优势明显。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

辖市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张家口、承
德、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与邯郸 11 个地级市( 图

1) 。截至 2014 年，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群，京津

冀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 2．3%，而生产总值为 6．65
万亿元，占全国 10．5%，总人口占全国 8．1%，其中，北京

和天津 等 中 心 城 市 的 城 镇 化 率 分 别 高 达 86． 4% 和

82．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4．8% (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

计局) 。虽然京津冀城市群的战略地位突出，但存在着

明显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问题，例如，河北的人均

GDP 不足京津一半。随着京津冀地区快速城镇化的持

续推进，其区域景观格局也必然产生剧烈变化。
1．2 景观格局特征提取

京津冀城市群的景观类型主要包括林地、草地、水
体、耕地、人工表面与未利用地六大类型。景观特征的

提取主要基于 Landsat-5 TM 遥感影像，利用面向对象和

回溯相结合的土地利用 /覆被信息提取方法，获得了

1990、2000、2010 年 3 期的土地利用 /覆被分类图，并结

合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和野外实地调查数据对遥感解译

数据进行修正及验证，以保证分类精度［21］。其中 1990 年遥感影像的总体解译精度是 87．67%，2000 年及 2010
年的总体解译精度均超过了 96%。
1．3 CLUE-S 模型介绍

1．3．1 CLUE-S 模型的概念及原理

CLUE-S( the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 at Small regional extent) 模型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土地

利用变化与影响”研究小组在 CLUE 模型的基础上开发的［22］，如今已被国内外很多研究者采用［23-27］。CLUE-
S 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为，一个地区的土地覆被 /利用变化受该地区土地利用需求驱动，且该地区的土地利用

分布格局总是与土地需求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子处于动态平衡状态［23］。在此假设的基础上，CLUE-S 模

型依托于非空间的土地需求模块以及空间分配模块，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处理不同土地覆盖类型之间的竞争关

系，实现对不同土地利用变化的同步模拟［28］。
1．3．2 基于 Logistic 回归的驱动力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针对土地覆盖格局特征和各种驱动

因素，运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筛选对土地覆被格局影响较为显著的因子，剔除影响不显著的因子，从而估计式

( 1) 中的系数 β，获得不同驱动因素与土地覆盖类型分布的关系。

log
Pi

1-Pi
( ) = β0 + β1 X1，i + β2 X2，i… + βn Xn，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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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 表示区域单元内土地类型 i 可能出现的概率; Xk，i 表示与土地类型 i 产生概率有关的特征变量，即影

响该土地类型演变的驱动因素; βk，i 是它们对应的系数，表现为当其他因素不变时，特征 Xk，i 增加一个单位所

带来的 Pi 的变化; β0 是常数项。

综合现有的城市化地区土地覆盖变化驱动机制研究［29-31］，城市土地覆盖格局变化主要受自然和人类活

动的双重影响。本研究通过融合多源数据，基于文献调研和京津冀城镇化现状，考虑了多重变量的共线性，筛

选了高程、坡度，以及到河流、海岸线的距离作为影响土地覆被格局变化的自然驱动要素; 还选取了到铁路、国
道、高速路、市中心距离这些与城镇化紧密相关的可达性要素，人口、产业比重等社会经济要素，以及采用灯光

指数作为空间上直接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及范围的驱动因子( 表 1) 。

表 1 去除共线性后的驱动因子汇总

Table 1 Driving factors after removing the collinearity

指标类型
Factors 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生物物理因素 高程 /m

Biophysical factors 坡度 / °

到河流距离 /km

到海岸线距离 /km

社会经济因素 到铁路距离 /km

Social-economic factors 到国道距离 /km

到高速路距离 /km

到市中心距离 /km

总人口 /人

城镇人口比重 /%

二产比重 /%

三产比重 /%

灯光强度指数

灯光面积指数

数据来源: 高程和坡度通过 DEM 数据转换; 距离因

子通过 ArcGIS 计算空间各点到特定矢量距离; 城镇人

口比重 等 社 会 经 济 指 标 来 源 于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 1990—2011) ; DMSP /OLS 夜间灯光数据为大尺度的

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手段，已有研究表明灯

光强度 /面积数据分别于人口密度、GDP 有高度相关

性，故研究尝试采用灯光指数来表征城市化水平对景观

格局的影响［32］。结合模型运算能力和熵理论将所有数

据统一为 600m×600m 分辨率的栅格数据。
2．3．3 模型模拟精度验证

CLUE-S 模型的精度校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应

用 ＲOC ( Ｒ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值对 Logistic
回归结果中驱动因素的解释能力进行校验，来定量衡量

模型模拟效果［33］。ＲOC 值越高，Logistic 回归方程对土

地利用分布格局的解释能力越强，通常 ＲOC 值在 0．7
以上，就 说 明 Logistic 方 程 的 判 别 能 力 较 好，可 利 用

CLUE-S 模型继续空间分配。空间模拟之后，可通过

Kappa 指数评价模拟精度［34］。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2．1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

1990—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景观类型组成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 表 2) 。

表 2 京津冀景观格局组成特征( 1990—2010)

Table 2 Landscape compositions of BTH ( 1990—2010)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s

1990 2000 2010

面积 /km2

Area
比例 /%
Proportion

面积 /km2

Area
比例 /%
Proportion

面积 /km2

Area
比例 /%
Proportion

林地 Forest 71157．96 33．20 69454．08 32．40 71136．36 33．19
草地 Grassland 16420．68 7．66 19376．28 9．04 19779．48 9．23
水体 Water 6648．84 3．10 6045．84 2．82 5673．24 2．65
耕地 Farmland 106875．00 49．86 101173．32 47．20 95844．96 44．71
人工表面 Artificial surface 12794．04 5．97 17703．72 8．26 21333．96 9．95
未利用地 Others 451．08 0．21 594．36 0．28 579．60 0．27

整体上，1990—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工表面持续增长，20a 内增加了 66．75%; 同时，耕地显著下降，

减少 10．32%，耕地被侵占现象严重。此外，植被景观格局也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例如，1990—2000 年间草地

723516 期 刘菁华 等: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机制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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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2955．60 km2，而 2000—2010 年的增幅相对缓慢; 1990—2000 年间林地面积减少 1703． 88 km2，而

2000—2010 年有所增加，京津冀的植被覆盖呈现由草地逐渐向林地过渡的特点。
2．2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Logistic 回归结果的判别能力由 ＲOC 值进行检验。随着 ＲOC 值的增

加，Logistic 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逐渐上升。整体上看，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整个京津冀城市群各土地覆盖类

型的分布解释能力较强，六类土地覆盖的 ＲOC 值均超过 0．70，说明 logistic 回归方程对各地类分布格局有较

好解释能力，其中，林地、水体及耕地的 ＲOC 值均在 0．90 左右，表明 Logistic 回归对这几种地类判别能力最

好，回归的结果可以较好地用于驱动机制分析研究以及未来对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的模拟与预测当中。

表 3 1990—2000 各土地覆盖类型的 logistic 逐步回归结果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use types in 1990—2000

驱动因子
Driving factors

林地
Forest

草地
Grassland

水体
Water

耕地
Farmland

人工表面
Artificial surface

未利用地
Others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高程 Elevation 1．002 1．000 1．000 0．999 1．000 0．998

坡度 Slope 1．329 0．967 0．700 0．737 0．747 0．854

到市中心距离 Distance to city center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到铁路距离 Distance to railway 0．981 0．994 1．006 1．010

到河流距离 Distance to river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到海岸线距离 Distance to coastline 1．003 1．010 0．990 1．000 0．994 1．011

到国道距离 Distance to national highway 1．009 1．011 1．021 0．987 1．017

到高速路距离 Distance to expressway 0．994 1．003 0．995 1．003 1．014

总人口 Total population 0．999 1．000 1．000 1．000 1．001

城镇人口比重 Urbanization rate of residents 1．030 1．082 1．054 0．977 1．005 1．161

二产比重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 industry 0．859 0．909 0．957 1．081 0．758

三产比重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0．989 0．833 0．909 1．013 1．007

灯光强度指数 Light intensity index 0．279 1．464 2．137 2．353

灯光面积指数 Light area index 0．377 0．426 0．585 1．806 1．632 0．827
ＲOC 值 Ｒ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value 0．945 0．784 0．88 0．905 0．838 0．821

表 4 2000—2010 各土地覆盖类型的 logistic 逐步回归结果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use types in 2000—2010

驱动因子
Driving factors

林地
Forest

草地
Grassland

水体
Water

耕地
Farmland

人工表面
Artificial surface

未利用地
Others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Exp( B)

高程 Elevation 1．001 0．999 0．998 1．000 1．000 0．999

坡度 Slope 1．328 0．944 0．609 0．739 0．840 0．861

到市中心距离 Distance to city centers 1．003 0．999 1．012 0．997 1．003 1．024

到铁路距离 Distance to railway 0．986 0．996 1．011 0．998 0．992

到河流距离 Distance to river 1．005 0．996 1．013 0．995 1．007

到海岸线距离 Distance to coastline 0．997 1．009 0．992 1．002 1．001 1．007

到国道距离 Distance to national highway 1．022 1．027 0．986 1．025

到高速路距离 Distance to expressway 1．010 0．993 1．009 0．995 0．998

总人口 Total population 0．999 0．999 1．000 1．000 1．000 0．999

城镇人口比重 Urbanization rate of residents 0．025 0．008 0．072 0．005 0．008 0．013

二产比重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 industry 0．921 0．870 1．124 0．961

三产比重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0．990 0．972 1．089 0．985 0．970

灯光强度指数 Light intensity index 0．165 0．481 0．164 42．563 18．319

灯光面积指数 Light area index 0．396 0．599 0．393 3．489 2．593 0．389

ＲOC 值 Ｒ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value 0．937 0．797 0．898 0．900 0．856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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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驱动机制的空间分异特征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影响京津冀城市群不同景观类型变化的驱动因子有显著差别。以

2000—2010 年各土地覆盖类型的 Logistic 逐步回归结果( 表 4) 为例。

自然影响因素方面，高程、坡度两个因子对京津冀六类土地覆盖类型的演变都影响最为显著。例如，对于

林地，随着高程和坡度的增加，Exp( B) ＞1，林地分布概率增大，说明林地更易在相对陡峭的山地或高山分布，

而与之相对的草地、水体、耕地、人工表面和未利用地都更易在平坦、地势较低的位置分布，几种地类中水体受

坡度影响最大，坡度每降低 1°，水体的分布概率就增加 10．80%。

社会经济影响要素方面，交通网络体系布局与距市中心距离对京津冀六类土地覆盖类型的演变都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例如，林地在靠近铁路以及远离市中心和高速路的位置分布概率增加; 草地更倾向于在靠近市

中心、铁路和高速路以及远离国道的位置分布; 水体分布更易远离市中心、国道和高速路; 耕地在靠近市中心、

国道和高速路，且远离铁路的位置有分布概率增加的趋势; 人工表面在靠近铁路和高速路以及远离市中心的

位置分布概率提高。此外，城市总人口数量与除人工表面之外的其他地类均呈现负相关，且结合灯光指数可

以看出人工表面的分布概率与人类活动呈现正相关，而其他地类受人类活动影响多呈负相关，揭示了京津冀

人类活动的增加对自然与半自然景观格局的变化干扰很大。
2．2．2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驱动机制的时序变化特征

对于不同阶段，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有所差异。其中，林地、草地、耕地以及人工表面这 4 类土

地覆盖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的时序差异最为明显。

首先，林地、草地作为与生态保护紧密相关的土地覆盖类型，其驱动机制在不同阶段有明显分异。自然影

响要素方面，对于 1990—2000 年和 2000—2010 年两个不同阶段，到海岸线距离对林地分布概率的影响有所

变化，距离海岸线距离越远，林地分布概率由 1990—2000 年的逐渐增加到 2000—2010 年的逐渐减小。道路

交通体系方面，1990—2000 年林地在远离国道、靠近高速路的位置分布概率增加，而草地在远离高速路的位

置分布概率增加; 2000—2010 年林地在远离高速路距离的位置分布概率增加，草地在靠近高速路的位置分布

概率增加。另一方面，草地由随着城镇人口比重分布概率增加( 1990—2000 年) 到随之下降( 2000—2010

年) ，也表明草地慢慢向人类活动较小、城市化欠发达地区转移。

其次，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的分布概率在不同阶段的驱动机制也有所变化。自然影响要素方面，

1990—2000 年和 2000—2010 年两阶段，高程每增加 100 m，耕地分布概率分别减小 3．59%和 0．25%，揭示了耕

地受地势影响程度降低的趋势。道路交通体系对耕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随时间逐渐由远离高速路向靠近高

速路分布。三产比重对耕地分布概率的影响由正转负，也表明了产业结构转型对于耕地的抑制作用随时间的

推移更加显著。

最后，对于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人工表面而言，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具有更为明显的时序差异。

自然影响要素方面，高程和坡度对人工表面分布概率的影响程度随时间逐渐降低。1990—2000 年和 2000—
2010 年两阶段，高程每增加 100 m，人工表面分布概率减小 1．20%和 0．60%; 坡度每增加 1°，人工表面分布概

率分别减小 6．95%和 4．29%，这可能说明早期人工表面更易在平坦、地势较低的位置分布，而随着经济发展、

时间推移，平地上逐渐达到饱和，人工表面未来有向高地、坡地演进的趋势。另一方面，人工表面的分布概率

由靠近海岸线逐渐增加到减小，也体现了城市发展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人为要素方面，道路交通体系对人工

表面的影响有明显的时序差异，具体表现在 2000—2010 年人工表面分布更易受道路影响，靠近高速路和铁路

分布概率显著增加。再者，1990—2000 年，人工表面向市中心集聚，而 2000—2010 年，人工表面逐渐偏离市

中心，呈现空间上离散的扩张趋势，表明京津冀城市群逐渐实现由单核向多中心发展，有助于经济一体化的促

进。1990—2010 整个时间段人工表面的增加都与总人口呈现正相关，但 2000—2010 年阶段二产、三产比重

均与人工表面分布概率呈现负相关，这说明京津冀地区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及人工表面的发展方式更

集约，经济增长对人工表面的驱动效应减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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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趋势预测

2．3．1 模拟精度验证与预测

基于 CLUE-S 模型模拟的 2010 年京津冀土地覆盖 /利用格局与 2010 年实际现状的对比分析表明，模型

模拟的 Kappa 系数为 0．84，通常 Kappa 系数的最低允许判别精度为 0．7［36］，说明应用 CLUE-S 模型对京津冀城

市群景观格局的动态模拟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
由于城市化区域的景观格局是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逐渐变化的，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如人口和经济

增长等也是逐步变化的，因此，某一时段景观格局的变化机制与距其最近时段的景观格局变化机制关系最为

密切，故而假设 2010—2020 年期间影响土地利用格局的驱动要素与 2010 年相似，结合土地需求与各类景观

的历史转移规则，模拟预测了 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景观格局分布特征( 图 2) 。

图 2 不同时期京津冀土地利用分布图

Fig．2 land-use patterns in BTH from various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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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趋势

如表 5 所示，较 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林地、草地和人工表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其中人工表面增加

了 17．02%; 水体、耕地和未利用地都有一定比例的减少，耕地退化依然严重; 林地和草地继续增加，植被覆盖

的增加有助于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的改善，但耕地、水体的减少以及人工表面过快的增速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仍需引起重视。

表 5 2010—2020 年人工表面的数量变化

Table 5 The quantity change of artificial surface in 2000—2010
土地利用类型 2010 面积 /km2 2020 面积 /km2 变化面积 /km2 变化比例 /%
Land use types Area in 2010 Area in 2020 The area changed in 2010—2020 The change proportion

林地 Forest 71136．36 72819．72 1683．36 2．37%

草地 Grassland 19779．48 20184．12 404．64 2．05%

水体 Water 5673．24 5302．08 -371．16 -6．54%

耕地 Farmland 95844．96 90518．04 -5326．92 -5．56%

人工表面 Artificial surface 21333．96 24964．2 3630．24 17．02%

未利用地 Others 579．6 559．44 -20．16 -3．48%

从景观类型转换方式看，1990—2010 年 3 个时期人工表面增长的主要来源于对耕地的侵占，其次是林地

与水体; 减少的耕地主要转变为人工表面，其次是林地( 表 6) 。从空间分布看( 图 3) ，人工表面的增长主要发

生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主要城市如石家庄和唐山，不同城市的人工表面增长来源并不相同。例如，北京

2010—2020 年增加的人工表面，71．3%来自于耕地，19．8%来源于林地; 天津新增的人工表面 80．4%来自耕地，

14．6%来自水体; 唐山新增的人工表面 85．4%由耕地转化，6．7%和 6．3%由林地和水体转换; 石家庄的新增人

工表面有 81．0%来自于耕地，15．1%来源于林地。对比发现，经济相对发达的北京、天津、唐山等核心城市的人

工表面增加幅度大，而张家口、承德等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位置的劣势，人工表面增加幅度

较缓。

表 6 不同时期人工表面的转移来源

Table 6 The transformation source to artificial surface in various periods

新增人工表面来源
The source of added artificial surface

面积 Area /km2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林地 Forest 606．24 238．32 556．2

草地 Grassland 343．08 253．08 81．36

水体 Water 359．64 382．68 324．36

耕地 Farmland 7705．44 4839．12 2653．2

未利用地 Others 15．48 44．28 15．12

3 结论

本文应用 CLUE-S 模型，通过综合考虑自然、经济与社会等因子，模拟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的时

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并对京津冀城市群未来景观格局的变化趋势做了模拟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 1) 1990—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其中，人工表面的变化最为显著，增加了 66．75%，

耕地退化严重，林地和草地格局的变化存在明显的时序差异，京津冀城市群的植被覆盖呈现由草地逐渐向林

地过渡的趋势。
( 2) 1990—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的演变主要受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影响。但是，不同景

观类型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林地更易在地势较高、坡度较大的西部分布，而河流、人工表面等更易

在平坦低洼的位置分布; 人工表面和人口呈现显著正相关。此外，不同时段的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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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时期人工表面转移来源的空间分布

Fig．3 The transformation location to artificial surface in various periods

差异，例如，人工表面受地形影响程度逐渐降低，且呈现了更加离散，从向市中心集聚到远离市中心并逐步向

铁路、高速路集聚的趋势。
( 3) CLUE-S 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和预测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的过程与趋势，模型模拟的 Kappa

系数达 0．84。京津冀城市群未来景观格局变化的显著特征为，人工表面将持续增加，耕地继续显著减少，植被

覆盖有所提升。北京、天津、唐山和石家庄等核心城市的景观格局变化相对较大，而张家口、承德等欠发达地

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位置的劣势，景观格局的变化相对较小。
( 4) 本文运用 CLUE-S 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的模拟与预测结果具科学性，但也存在一定局

限性。一方面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部分社会经济指标只到地市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拟精度; 另一方

面，本文并未考虑政策要素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情景分析或多目标优化的手段，从

多角度模拟政策要素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京津冀未来城市发展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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