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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生态专栏

编者按: 京津冀城市群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如何从区域角度构建科

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是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基础。本专栏文章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支持下，围绕" 区域生态安全保障" 这一核心主

题，分别通过土地利用转化对区域植被净生产力的影响、城市扩张与地表热环境演变的关系、城区

职住空间分析及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因素

与维持机制，为进一步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提供技术支持。专栏由本刊编委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中心陈利顶研究员组稿。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化对植被净生产力的影响模式研究

孙 涛1，孙然好1，2，陈利顶1，2*

( 1．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 植被净生产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 变化机理是全球变化碳循环研究的重要内容。城市群地区人类活动与自

然环境交互强度大，植被净生产力变化原因较为复杂，尚没有明确解析。本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分别考虑林地、
草地、耕地以及建成区的 NPP，通过数理统计和土地转移矩阵方法，归纳了 2001—2018 年期间典型地物类别 NPP 的时空特

征; 识别了影响各土地类型 NPP 变化的主要因素; 定量化阐明了土地类型转移导致的城市群各土地利用类型以及整个区域

NPP 的净变化。得出主要结果: ( 1) 京津冀全域 NPP 总量随时间波动增加，各土地类型 NPP 总量增加。( 2) 耕地、草地 NPP
变化与降水相关性更高，林地 NPP 总量的提升主要是由于林地面积大幅增加，建成区 NPP 增加主要是由于城市植被绿度的

增加。( 3) 林地单位面积均值最高( 0. 459 KgC /m2 ) ，其次是草地( 0. 4 KgC /m2 ) 、耕地( 0. 337 KgC /m2 ) ，建成区最小( 0. 274
KgC /m2 ) 。因此，林地转出导致 NPP 减少 0. 062 TgC，草地和耕地由于部分转为林地，转出 NPP 分别净增 0. 565 和 0. 718 TgC。
( 4) 林地 NPP 转入量大，转出量小，林地 NPP 净增 8. 413 TgC; 草地转为林地面积较大，草地 NPP 净减 5. 467 TgC，耕地转出量

也大于转入量，NPP 净减 2. 340 TgC。建成区 NPP 净增 0. 625 TgC; 京津冀全域由于土地转化导致的 NPP 净增 1. 231 TgC，主

要由于林地的 NPP 增量不仅补偿了其他地类的净减量，还贡献了增量。本研究以定量的方法，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土地转换过

程和转换结果对城市群区域 NPP 总量变化的影响，可为在土地利用结构较为复杂的区域开展 NPP 变化机理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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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getatio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 NPP ) change is an important part for global change carbon cycle researc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very obviou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and the causes of changes in
the net productivity of vegetation are more complex，which have not yet been clearly explained．In this paper，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set as the study area，and the NPPs of forest land，grassland，arable land，and built-up areas are considered．
Through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and transfer matrix methods，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NPPs from 2001 to 2018 were
summarized．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ange of NPPs were quantified; the net changes of NPP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caused by land transfer were quantified．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The total amount of NPP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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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with time，and the total amount of NPP of each type also increased． ( 2) Changes in cultivated land and grassland NPP have
higher correlations with precipitation．The increase in the total NPP of forest land was mainly due to the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forest
land，and the increase of NPP in built-up areas was due to the increase in urban vegetation greenness．( 3) The average NPP of woodland
was the highest ( 0. 459 KgC /m2 ) ，followed by grassland ( 0. 4 KgC /m2 ) ，cultivated land ( 0. 337 KgC /m2 ) ，and the built-up areas
( 0. 274 KgC /m2 ) ．Therefore，the transfer of forest land caused a decrease of 0. 062 TgC in NPP，and the conversion of grassland and
cultivated land into forest land resulted in a net increase of 0. 565 and 0. 718 TgC in transferred NPP，respectively．( 4) The amount of
received NPP of forest was higher than the export NPP．Hence，the forest NPP increased by 8. 413 TgC; many of grassland converted to
the forest，which caused the grassland NPP decreased by 5. 467 TgC．NPP of cultivated land showed the net reduction of 2. 340 TgC．The
NPP in built-up areas has a net increase of 0. 625 TgC; as a whole，the land conversion caused the net increase of 1. 231 TgC in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The increase in forest NPP not only compensates for the net decrease of other land types，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net increase of regional NPP．This study quantitative explained the impact of land conversion process and conversion results on the
total change of NPP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could be th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NPP researches in urban area．
Key words: urban; NPP; land cover change; precipitation; Beijing-Tianjin-Hebei

植被净生产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 )

是全球变化碳收支研究的关键参数，受到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的显著影响［1，2］。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过

程中的主要形态，具有城市扩张显著、人类活动强度

较大的特点［3-5］。城市化过程对区域气候变暖［3］、
植被物候［6］以及碳氮沉降等［2］均有显著作用，而这

些生态过程又深刻影响了 NPP 的时空格局。因此，

城市群的发展对区域 NPP 时空的影响需要多方面、
综合性的评估。

当前对植被 NPP 时空变化的归因分析主要从

土地利用［7，8］、气候要素变化［9，10］、植被生物物理参

数［2］以及物候［11］方面展开，这些因素对 NPP 影响

的正负作用各有不同。其中，城市不透水面的扩张

占用了耕地、林地等植被，是导致 NPP 减少的直接

原因［12-15］，而城市绿地建设以及生态工程的实施则

直接增加了植被 NPP［16，17］。除此之外，由于森林、
农田、草地等植被类型固碳能力不同，它们之间类型

的转化也导致 NPP 总量的波动［7，18-20］。气象要素方

面的大量研究表明，降水是 NPP 变化的主要气象驱

动因素［21，22］，NPP 随降水量增加而增加［23］，而干旱

则导致 NPP 下降［24，25］。植被生理参数方面，叶面

积指数的增加对全球的 NPP 和中国的总初级生产

力( GPP ) ［26］具有显著贡献。除此之外，气候变化

导致部分区域植被生长期延长，进而增加了植被

NPP［11，27］，而城市化的增温作用也延长了城市植

被的物候期，对城市区域植被 NPP 具有一定促进

作用［28-30］。
而城市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区域降水、气温

以 及 太 阳 辐 射 对 植 被 的 固 碳 能 力 均 有 一 定 影

响［21，31］，而且城市群的土地破碎化程度较高［32］，土

地类型间转移方向多，转移量较大。在城市群内部，

大城市的不透水面聚集度相对较高［33，34］，除大城市

外，其卫星城及县城的建成区和其他人工表面的

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离散性。除此之外，城市群

人口聚集性显著，人类活动强度大［35］，对自然植被

的侵占也较为显著。以上自然和人文因素相互之

间的耦合关系增加了解析植被 NPP 变化机理的

难度［36，37］。
因此，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重点考虑土地

利用类型相互转化以及降水的作用，对城市群区域

植被 NPP 年际变化的原因开展综合分析。本文首

先描述 2001—2018 年京津冀城市群植被 NPP 的总

格局，并且分别归纳了林地、草地、耕地以及不透水

面的植被 NPP 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与

土地利用、植被绿度以及降水建立关系，明确各个

关键影响要素与 NPP 的联系。最后基于土地利用

转移矩阵，计算了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导致的 NPP
净变化量。

1 数据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人类活

动和自然环境交互强度很高，是生态服务功能及气

候变化相关研究的热点区域。区域内地貌特征多

样，同时包括海洋、平原、山地以及高原，整体地势西

北高，东南低，海拔呈阶梯状向渤海盆地下降。京

津冀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其中冬

季寒冷干燥、夏季湿润炎热。京津冀平均降水量

一般在 500 mm 左右，东部太行山区域降水较多，

可达 600 mm，北部坝上高原地区降水量较少，一

·2·



2020 年 孙涛等: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化对植被净生产力的影响模式研究

般为 400 mm 左右。
如图 1 所示，在土地类型方面，区域内部耕地面

积最大，其次为草地、林地，建成区面积最小。北部

张家口市主要以草地为主，承德市主要以草地和林

地为主。中部北京市、天津和唐山市经济较为发达，

属于建成区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其余中南部地区

为主要的粮食产区，主要土地类型为耕地。
1. 2 数据及预处理

本文基于 MODIS 中尺度遥感产品研究京津冀

城市群地区的 NPP 变化与土地利用的联系，包括

MCD12Q1 土地利用 ( Land Cover ) 产品、MOD13A1
植被指数产品以及 MOD17A3HGF 植被净生产力产

品。数 据 来 源 于 美 国 NASA 的 EarthData 网 站

( https: / / earthdata．nasa．gov) 。以上遥感产品空间分

辨率均为 500 m，其中 Land Cover 和 NPP 为年度合

成产 品，NDVI 为 16 天 合 成 产 品。本 研 究 基 于

Arcpy 将 NDVI 产品合成到年平均尺度，研究时间范

围为 2001—2018 年。

图 1 研究区位置和土地利用情况( 基于 2018 年 MCD12Q1 数据的 IGBP 分类)

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land use ( based on the IGBP classification in 2018 of MCD12Q1 data)

遥感产品预处理基于 Arcpy 完成，主要内容如

下: 经过格式转换、投影转换、裁切等步骤，研究从

MCD12Q1 土地利用产品中提取了基于 IGBP 分类

标准的林地、草地、耕地以及建成区，从 MOD13A1
植被指数产品中提取了 NDVI 指数，从 MOD17A3HGF
生产力产品中提取了 NPP。
1. 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时空分析、
影响要素识别和基于土地转移的 NPP 变化值计算。
其中，MODIS 数据每个像元的 NPP 是单位面积均

值，单位为 KgC / ( m2·a) ，因此计算 NPP 总量需要用
NPP 像元值乘以像元面积。在本研究中，NPP 总量

计算公式如下:

NPPtotal = ∑NPPpixel × 0. 5 × 0. 5 × 103( m2 ) ( 1)

时空分析方面，研究主要采取时间序列趋势拟

合的方法，根据拟合斜率大小判别 NPP 和其他要素

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影响要素识别方面，鉴于 NPP
与其他要素的正负关系，文章使用 Pearson 相关系

数识别 NPP 与 影 响 要 素 的 关 联 性 和 正 负 关 系。
Pearson 相关系数公式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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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n

i = 1
( Xi － 珔X) ( Yi － 珔Y) ］/

( ∑
n

i = 1
( Xi － 珔X)槡

2 ∑
n

i = 1
( Yi － 珔Y)槡

2 ) ( 2)

其中，Xi，Yi 为变量值; 珔X，珔Y 为变量平均值; i 为

样本序号; n 为样本总数。
除此之外，本文还基于土地转移矩阵评价了土

地类型 转 化 过 程 以 及 由 于 土 地 类 型 变 化 导 致 的

NPP 净变化量。其中，土地转移矩阵使用 ENVI 软

件计算。以 2018 年 NPP 均值作为基准，计算土地

转换过程中 NPP 的变化值。方法是以转出类型计

算的 NPP 减去以原类型计算的 NPP，差值即为类型

转换导致的 NPP 增减量，公式如下:
NPPdiff = NPPout－ j － NPPformer－ i ( 3)

最后，研究还计算了由于土地类型流转导致的

NPP 净变化，以及各个土地类型转入和转出导致的

本类型 NPP 净变化。研究首先计算了转入到本类

型导致的 NPP 增加量，再计算本类型转出的 NPP
减少量，二者差值即为本类型土地转换导致的 NPP
净变化，所有类型的 NPP 净变化总和即为土地转换

导致的整个区域 NPP 净变化量，公式如下:
NPP i －net = NPP i －in － NPP i －out ( 4)

NPPregion－net = ∑ i
NPP i －net ( 5)

2 结果

2. 1 植被净生产力时空特征

研究首先明确 2001—2018 年京津冀地区 NPP
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从整个区域的平均值上看

( 图 2) ，京津冀地区自 2001 年以来的 NPP、植被绿

图 2 京津冀地区植被绿度总量、NPP 总量以及

降水总量的时间变化

Fig．2 Temporal variations of gross NDVI，NPP and
precipit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度( NDVI) 以及降水均为增加趋势，并且 NPP 均值

增加最快，斜率达到 5. 9。而 NDVI 和降水增加的趋

势较为接近，分别为 3. 39 和 3. 9。其中，由于 NPP
和 NDVI 的密切联系，二者增长曲线和年际变化规

律十分类似，而降水作为气象因子，其变异性要显著

大于植被要素，尤其是自 2012 年以来，年际降水变

异性在 400 mm 和 600 mm 之间反复波动，体现了气

象要素的随机性，这也给 NPP 变化的归因分析带来

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图 3 所示，分别计算了林地、草地、耕地以及

建成区的 NPP 总量、植被绿度( NDVI) 总量及其面

积的时间变化。NPP 方面，以上 4 种土地类型的

NPP 总量自 2001 年来均为增加趋势，仅增长速率

有所 差 别。林 地 NPP 增 长 最 快，增 长 斜 率 达 到

0. 723，其次是耕地( 0. 32) 和草地( 0. 107) ，建成区

图 3 不同土地类型的 NPP 总量、NDVI 总量以及

对应面积的时间变化( 图中数字为趋势斜率)

Fig．3 Temporal variations of NDVI，NPP and area

of each land use type ( the number is linear slop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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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 总量增长最慢，仅有 0. 053。植被绿度方面，整

体规律与 NPP 类似，但是各自类别的增长率有所不

同。例如，草地的绿度总量整体趋势为减少，斜率为
－0. 569。而林地同样增加最快，增长率达到 2. 855。
土地面积变化方面，自 2001 年起耕地和草地的土地

面积净减少，减少速率分别为－0. 439 和－0. 962，林

地和 建 成 区 面 积 为 净 增 加，年 际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 238 和 0. 143。
图 4 从空间上描述了各土地类型 NPP 的变化

情况。整体上，截至 2018 年，各土地类型的 NPP 均

值在空间上是全面增长的趋势。耕地主要分布在京

津冀地区中南部以及东部，2018 年北部张家口市耕

地面积有所增加。2001 年京津冀中部和南部的耕

地多数 NPP 均值小于 0. 26 KgC /m2 ; 到 2010 年，部

分区域增长到 0. 26 ～ 0. 31 KgC /m2 ; 2018 年中南部

区域耕地 NPP 均值普遍大于 0. 31 KgC /m2，北部耕

地更是大于 0. 37 KgC /m2，东部耕地多数区域大于

0. 44 KgC /m2。草地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北部坝上区

域，2001 年草地多数区域NPP 均值小于 0. 27 KgC/m2，

到 2010 年北部草地有显著增长; 截至 2018 年，北部

草地区域 NPP 大于 0. 49 KgC /m2。林地方面，京津

冀地区林地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山区，从图

4 看到，林地面积自 2001 年以来持续增加，主要集

中在北部的承德市区域。而林地单位面积 NPP 均

值也持续增加，从 2001 年的 0. 3 KgC /m2 左右增加

到 2018 年的 0. 49～0. 61 KgC /m2。建成区在京津冀

地区土地面积占比最少，但是由于城市化扩张导致

的 NPP 的空间变化也十分显著。除面积绝对值增

加外，NPP 的均值也从 2001 年的 0. 19 KgC /m2 增

加到 2018 年的 0. 29～0. 35 KgC /m2。

图 4 各土地利用类型 NPP 均值的时空分布特征

Fig．4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NPP mean values of each land use type

2. 2 NPP 变化影响要素识别

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本文识别了各土地类

型 NPP 总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图 5) 。鉴于植

被绿度 NDVI 是估算植被 NPP 的主要输入之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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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扰影响因素的识别，因此，本文从土地面积和气

象( 降水) 两方面展开评价。如图 5 所示，耕地 NPP
与降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 63，与耕地面积的

相关系数为－0. 46，说明耕地 NPP 的增加与降水的

关系更密切，而耕地面积趋势为净减，因此与 NPP
的相关系数为负值，不是决定 NPP 增加的主要因

素。同样地，草地 NPP 总量与降水的相关系数为

0. 61，与草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仅为－0. 08，说明草地

NPP 的变化与降水总量的变化更加密切。林地和

建成区的控制因素则有所不同。林地 NPP 总量与

林地面积的变化高度相关，Pearson 系数达到 0. 97，

与降水的相关系数仅有 0. 40，说明林地 NPP 总量的

增加主要是由于林地面积的扩大。最后，建成区

NPP 总量与建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也较高，达到

0. 90，与降水相关系数为 0. 43，说明建成区 NPP 总

量的扩张由建成区面积增加造成，而结合图 4 的

NPP 空间分布，建成区扩大带来的 NPP 总量增加是

因为建成区扩张的同时，其整体绿化程度的增加。

图 5 各个土地利用类型的 NPP 总量分别与面积与降水的回归关系

Fig．5 Ｒegress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oss NPP and land use area and precipitation

2. 3 土地利用类型转化引起的 NPP 净变化

在识别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土地转移

矩阵描述了京津冀区域内部土地类型转移造成的

NPP 变化( 表 1) 。从 2001—2018 年，林地转化比

例较小，有 4. 927%转换为草地，有 0. 694%转为耕

地，有 0. 075%转为建成区。草地转化比例较大，

有 20. 253%草地转化为林地，6. 705%转为耕地，

有 0. 254%转为建成区。耕地保留了 88. 585%，其

表 1 2001—2018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le 1 Land use conversion matrix from 2001 to 2018
( %)

年份
2001 年

林地 草地 耕地 建成区

类别

总量

2018 年

林地 94. 294 20. 253 3. 528 0. 000 100. 00

草地 4. 927 72. 647 5. 906 0. 000 100. 00

耕地 0. 694 6. 705 88. 585 0. 000 100. 00

建成区 0. 075 0. 254 1. 940 100. 000 100. 00

类别总量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0. 00

余都不同程度地转为其他用地类型。建成区较为

特殊，没有转出，而分别从林地、草地和耕地转化

而来。
在土地转移矩阵基础上，文章计算了土地类型

转化后导致的 NPP 净差值( 表 2) 。林地转化为草

地时，NPP 净减了 0. 047 TgC，转为耕地净减 0. 014
TgC，转为建成区则净减 0. 002 TgC。这是因为林地

NPP 的单位面积均值( 0. 459 KgC /m2 ) 比其他类型

表 2 2001—2018 年土地类型转换过程的 NPP 净变化值

Table 2 Net change of NPP during the land use conversion

process from 2001 to 2018 ( TgC)

年份
2001 年

林地 草地 耕地 建成区

转入 NPP

总量

2018 年

林地 — 0. 912 0. 450 0. 000 1. 363

草地 －0. 047 — 0. 398 0. 000 0. 352

耕地 －0. 014 －0. 323 — 0. 000 －0. 336

建成区 －0. 002 －0. 024 －0. 131 — －0. 157

转出 NPP 总和 －0. 062 0. 565 0. 718 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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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因此，草地转化为林地时，NPP 净增 0. 912
TgC。草地 NPP 的单位面积均值为 0. 4 KgC /m2，耕

地为 0. 337 KgC /m2，所以草地转化为耕地时，NPP
净减 0. 323 TgC。建成区单位面积 NPP 仅为 0. 274
KgC /m2，则 草 地 转 为 建 成 区 时，NPP 净 减 0. 024
TgC。耕地转为林地和草地时，NPP 都是净增，转为

建成区为净减。
综合计算，转入林地的 NPP 整体增加了 1. 363

TgC，转入草地的 NPP 增加了 0. 352 TgC，而转为耕

地和建成区时，NPP 实际上分别净减了 0. 336 和

0. 157 TgC。从林 地 转 出 之 后，NPP 减 少 了 0. 062
TgC，而 从 草 地 和 耕 地 转 出 后，NPP 分 别 增 加 了

0. 565 和 0. 718 TgC，这是因为大部分的转化目标是

林地，而林地的单位面积 NPP 均值更高。建成区没

有转出，转出 NPP 总和为 0。
基于土地转移矩阵虽然可以定量计算出类型间

转换导致的 NPP 增减，但不能得到单个地物类型经

过类型转入和转出之后，NPP 的净变化量。本文基

于 2018 年各类别 NPP 均值，以本类型 NPP 均值计

算净转入量和净转出量，评价各个土地类型转化之

后 NPP 的净变化量。
以 2018 年单一类型 NPP 均值为基础，计算单

独类型 经 过 转 入 和 转 出 之 后 的 NPP 净 变 化 量

( 表 3) 。因此，林地的净转入 NPP 为 8. 832 TgC，净

转出仅为 0. 419，因此，林地 NPP 的净变化量为净增

8. 413 TgC，这主要是由于草地和耕地分别有大量面

积转 为 林 地 ( 表 2 ) 。类 似 地，草 地 NPP 为 净 减

5. 467 TgC，主要由于大量草地转为林地，而草地耕

地互相转化的实际面积相差不大; 耕地 NPP 净减

2. 340 TgC，也是由于净转入量小于转出量造成。而

建成区由于自身绿化增强的原因，包括转入的面积，

整体 NPP 为净增 0. 625 TgC。将每个土地类型转入

转出的 NPP 净变化相加，得到由于土地类型转换造

成的 NPP 变化为净增 1. 231 TgC，相当于林地的净
表 3 以本类型计各土地利用类型 NPP 净变化量

( 基于 2018 年 NPP 均值计算)

Table 3 Net change of NPP within each land use type
( based on the mean NPP in 2018) ( TgC)

转化量 林地 草地 耕地 建成区

转入总量 8. 832 2. 845 1. 763 0. 625

转出总量 0. 419 8. 312 4. 103 0. 000

转入减转出量 8. 413 －5. 467 －2. 340 0. 625

土地类型转换导致的 NPP 净变化 1. 231

增量不仅补偿了耕地和草地的净减，还提升了整个

京津冀地区的 NPP 总量。

3 讨论

本文分别从时空特征、主要影响要素和土地类

型转换三个方面，定量描述了城市群区域 NPP 的变

化。根据本文结果，京津冀地区 NPP 总量在 2001—
2018 年趋势为显著增加，并且影响因素各有不同。
而不同地物类别之间的转化也对 NPP 总量的增加

有所贡献。
具体到各个地物类别，城市扩张占用自然植被

确实显著减少了 NPP，但城市内部绿化程度的逐步

提高也提升了建成区的 NPP 总量。耕地和草地的

面积为净减，对 NPP 具有负效应。而且从类型流转

的角度，草地和耕地 2001—2018 年的 NPP 也分别

净减 5. 467 和 2. 340 TgC，但二者的 NPP 总量的趋

势为净增，这说明有其他因素不仅补偿了面积净减

造成的总量减少，还进一步贡献了 NPP 的增加量。
本研究认为，京津冀降水的增加以及气候变暖导致

对植被物候期延长具有显著贡献［6，27］，另外农田、草
地生产力( 肥力) 增强对 NPP 总量的提升也不能忽

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草地 NPP 总量在 2001—
2018 年的增加率较小，并且草地的面积持续减少，

尤其体现在京津冀北部，因此草地的可持续性保护

需要进一步关注。

4 结论

( 1) 京津冀地区植被 NPP 总量自 2001 年以来

处于增加趋势，林地、草地、耕地以及建成区的 NPP
总量 也 持 续 增 加，林 地 NPP 增 长 率 最 大，达 到

0. 723，建成区 NPP 增长率最低，为 0. 053; 空间分布

方面，各 土 地 类 型 的 NPP 均 值 整 体 上 都 有 显 著

增加。
( 2) 耕地和草地 NPP 变化与降水相关性更高，

林地与建成区 NPP 变化与各自面积变化相关性更

高，建成区绿化程度增强是建成区整体 NPP 增长的

主要原因。
( 3) 土地类型转移过程中，林地转出量减少，转

入量较多，转入导致 1. 363 TgC 的总量净增; 转入导

致草地 0. 352 TgC 的总量净增; 转入耕地和建成区

分别导致 NPP 减少 0. 336 TgC 和 0. 157 TgC。
( 4) 具体到各个类型本身，土地类型转换导致

林地 NPP 净增 8. 413 TgC，导致草地和耕地分别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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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5. 467 和 2. 340 TgC，导致建成区净增 0. 625 TgC，

因此由土地类型转换导致的 NPP 净变化为净增

1. 231 TgC。
本研究不仅识别了区域 NPP 变化的影响要素

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 NPP 变化，还进一步量化了由

于土地类型转换导致的各类型 NPP 总量净变化以

及区域 NPP 的净变化，研究结果可以为城市群 NPP
时空格局变化机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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