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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以来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对人类活动程度的响应

吕立刚１,周生路１∗,周兵兵１,陈　龙１,苏全龙１,王　静２

(１．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２．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４)

摘　要:利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８年４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转移

方向和土地利用程度方面,借助 GIS空间分析和图谱分析技术及 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全面定量分析江苏省

１９８５年以来人类活动作用下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研究表明:(１)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３个

时段江苏省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分别为１２９５％、１７１７％、１５０３％,反应了人类活动对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影

响程度呈现出“缓慢影响—剧烈影响—影响减缓”的倒 U型曲线规律;(２)１９８５年以来,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之间

的空间转移是江苏省土地利用转移的关键,也是人类影响土地利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３种地类的相互转移占所有

土地转移流的８０％以上,其中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所占比例最大,主要分布苏锡常及南京４市的市辖区,以及昆山、

江阴等经济发达的县市及苏北的宿迁市、淮安市、徐州市;(３)１９８５年以来,追求净产出(利润)的增长是土地利用变

化的内在动力,导致建设用地增加及耕地减少,使得全省土地利用程度整体水平不断升高;受可驱动的有效资本量

控制,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一直是人类活动影响土地利用最为剧烈的区域,而苏北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

土地利用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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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andUseandLand
CoverChange,LUCC)越来越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

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１~３],是“国际地圈

与生物圈计划(InternationalGeosphereＧBiosphere
Program,IGBP)”和“全球环境变化人文计划(InＧ
ternationalHumanDimensionsProgram,IHDP)”
的 核 心 研 究 项 目. 土 地 利 用/土 地 覆 被 变 化

(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

表现形式,它是表征人类活动行为对地球陆表自然

生态系统影响最直接的信号[４].土地利用的变化被

人类活动所驱动[５],是人类在变化环境下的主动选

择[６],深入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转移方向

和土地利用程度,可揭示出土地利用对人类活动的

响应程度[７].从研究尺度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的大尺度[４,８,９]、以流域[７]和

地貌单元[１０,１１]为研究对象的中尺度以及具体城市

为研究对象的小尺度[１２].从研究方法来看,采用单

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

程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模型等传统方法[１３],
而集成复杂社会网络分析[１４]、土地利用 图 谱 分

析[１５]及土地利用变化密度制图[６]及传统方法分析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
江苏省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省份之一,也是人

口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地区,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

对人类活动的响应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关于江苏

省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并不少见,吴秋敏等[１６]研究了

全省近３０a来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但采用

的基础数据距今较远,仅至２００５年,并且未开展以

县(市)级为评价单元的研究,同时研究方法仅采用

了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方法;李璐璐等[１７]从各地类

变化角度研究了１９８９~２００３年土地利用变化态势,
而其他研究成果均集中在江苏海岸带[１８]、太湖[１９]、
南京市[２０]等局部地区.因此本文基于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８年４期遥感解译数据,从土地利用变

化速度、转移方向和土地利用程度方面,借助GIS空

间分析和图谱分析技术及 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



件,采用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单一土地利用动

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转移流、区域土地

利用程度等多种指标,全面定量分析江苏省１９８５年

以来人类活动作用下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揭示人

类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与区域差异,以期为促进

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３０°４５′~３５°２０′N,１１６°１８′~１２１°５７′E)
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长江下游,东濒黄海,
东南与上海和浙江毗邻,西接安徽,北接山东,属于

北亚 热 带 与 南 温 带 季 风 气 候.全 省 土 地 面 积

１０２６×１０４km２,境内地势平坦,河川交错,水网密

布,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江苏省土地利用以耕

地、建设用地、水域为主.以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现状

来看(图１),耕地面积最大,达６４０４％,建设用地

１７０３％,水域１４８０％,而草地、林地、未利用地面

积较少,３者仅占到土地总面积的４１４％.耕地在

全省分布较为均匀;林地主要分布在位于宁镇山脉、
老山山脉、茅山山脉、宜溧山地及沂沭丘陵地带;草
地主要分布于苏北沿海的大丰市、射阳县、东台市、
如东县等地;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与非农经济及城

市发展布局基本一致.

２　数据来源

江苏省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全国土地利用数据库.全国

土地利用数据库是以陆地卫星 TM 或 ETM＋、

CBERS等数据为主要信息源建设完成的,原图为

Arc/info矢量数据,比例尺１∶１０万,数据综合精度

达９０％~９５％以上[３,２０].其土地利用分类系统为２
级,６个一级土地利用类型,分别为耕地、林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工
交建设用地;其中工交建设用地中包含工矿用地、交
通用地、盐田和特殊用地等三级地类)及未利用地

等,和２５个二级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数据分别

为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４期.江苏省行政区划

单元数据来源于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考虑到与

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相对应,按照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统计年鉴所列出的行政区划单元,对各地级市的市

区以及所辖区统一合并成一个研究单元,经处理后

全省共划分研究单元６３个.在此基础上按行政区

划和经济发展水平可归并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

域,其中苏南包括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镇江５市;
苏中包括南通、泰州、扬州３市;苏北包括连云港、徐
州、宿迁、盐城、淮安５市.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速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定量描述人类活动对土地利

用类型变化的综合影响[７].土地利用动态度分为区

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区

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其着眼点在于人类活动对于

土地利用影响的过程而非变化的结果[１２].单一土

地利用动态度是以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为基础,关
注研究时段内类型面积变化的结果[１３].

(１)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S＝ ∑
n

ij
ΔSi－j/Si( ){ }×１００×

１
t ×１００％ (１)

式中:S 为t时段对应的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动

态度;t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时间段;Si 为监测开始时

间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ΔSi－j 为监测开始至

监测结束时段内第i类型土地利用类型转换为其他

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总和合.S 值越大,说明区域

土地利用变化越剧烈,反之变化越弱.
(２)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K ＝
Sb －Sa

Sa
/t×１００％ (２)

式中:K 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Sa 和Sb

分别为监测时段始末某一土地利用类型面积;t为

土地利用变化的时间段.

３．２　土地利用转移方向

通过对各期土地利用图的叠加,可求得研究时

段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化的数量,进而

构建土地利用转化动态模型,以反映不同类型间的

转化过程[１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计算公式为:

Ci×j ＝１０Ak
i×j ＋Ak＋１

i×j (３)
式中:Ci×j 为k时期到k＋１时期的土地利用变

化图;Ak
i×j为k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图;Ak＋１

i×j 为k＋１
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图;i和j 分别表示不同的土地

利用类型,当i和j 取值范围为１~１０时.利用社

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将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视

化,来表征各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特征[１４].
同时采用马彩虹等[１１]提出的“土地利用转移

流”,用来表达土地利用变化的矢量属性,揭示人类

７８０１　第７期　　　　　吕立刚,等:１９８５年以来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对人类活动程度的响应



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方向特征.将某一地类

转为其他地类的变化量称为“转出流”,由其他类型

转为该类型的变化量称为“转入流”.转出流与转入

流之和就是该地类在特定时间段的“土地利用转移

流”,表征该土地利用类型中所有参与土地利用变化

的总量.转入流与转出流之差为土地转移流净值.
当其值为正时,表示净流入;反之,当其值为负时,表
示净流出.

Lf ＝Lout＋Lin (４)

Lnf ＝Lin ＋Lout (５)
式中:Lf 为土地利用转移流;Lout为转出流;Lin

为转入流;Lnf为土地转移流净值.

３．３　土地利用程度

区域土地利用程度用得较多的是土地利用程度

综合指数.该综合指数可以反映特定时期的土地利

用程度[１３],其公式为:

L＝１００×∑
n

i＝１
Ai×Ci (６)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是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

综合结果,可以定量表达人类活动对区域土地影响

的综合水平和变化趋势[２３],公式为:

ΔLb－a ＝Lb －La ＝

∑
n

i＝１
Ai×Cib( ) － ∑

n

i＝１
Ai×Cia( ){ }×１００ (７)

式中:L 为某区域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Ai

为区域内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Ci 为区域

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n 为土地利

用程度分级数.ΔLb－a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变化指

数,如果为正值,则该区域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否
则处于衰退期,但变化值的大小并不反映生态环境

的好坏[４,２２].土地利用程度的分级指数依据刘纪远

先生[８]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标准,将土地利用

类型整合为未利用地级、林草地水用地级、农业用地

级和城镇聚落用地级等４级,分别将其指数设定为

１、２、３、４,依次表示人类活动强度,值越高表示表示

人类活动强度高,反之则较低.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土地利用变化速度

４．１．１　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

江苏省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３个时段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整体呈现出“缓慢

变化—剧烈变化—缓慢变化”的倒 U 型曲线规律.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江 苏 省 土 地 利 用 综 合 动 态 度 为

１２９５％,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慢,人类活动对土地

利用的影响较小;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土地利用综合动态

度提高至１７１７％,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加快,人类活

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与１９８５~１９９５时段相比明显

增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下降为

１５０３％,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有所减缓.
以县(市)为研究单元,计算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３个时段全省各县(市)土地

利用综合动态度(图２),来反映人类活动的区域差

异性.按照土地利用动态度大小及 ArcGIS自然断

裂点方法(NatureBreaks)划分为４种类型:急剧变

化型、快速变化型、慢速变化型、极慢变化型.从３
个时段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土地利

用综合动态度急剧变化型和快速变化型的县(市)个
数(４３个)相比其他两个时段多(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３３
个、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１２个),表明该时段土地利用受

到人类活动影响程度最大,这与江苏省整体土地利

用综合动态分析结果一致.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土地利

用动态度急剧变化型和快速变化型的县(市)主要分

布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苏南地区,其中吴江市、溧
水县、溧阳市、丹阳市、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宜兴

市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较大;而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苏北

地区属于急剧变化和快速变化型的县(市)明显增

多,其中淮安市、滨海县、阜宁县、邳州市和赣榆县土

地利用综合动态度较大.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苏南、苏中、
苏北的地区的急剧变化和快速快变化型的县(市)减
少迅速,仅剩余苏南地区的南京市、句容市、昆山市、
镇江市,苏中地区的海东市,苏北地区的大丰市、东海

县、沛县、滨海县、连云港市、徐州市和丰县.由此看

出,在３个时期苏南地区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较

大,成为人类活动影响土地利用最为剧烈的区域.

４．１．２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速度

１９８５年以来江苏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度(图

３),揭示出人类活动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
(１)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减少,耕地和草地面

积减少速度不断增大,林地减少速度呈现先下降后

升高的趋势,草地的减少速度最快.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耕地、林 地 和 草 地 减 少 速 度 分 别 为 ０２４％、

００５％和００７％.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耕地和草地

减少速度增加到０３１％和２６３％,林地减少速

度较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有所减少.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耕
地、林地和草地减少速度增加为００９％、１５６％和

６３４％.

８８０１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第２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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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时期江苏省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Fig．１　LandUsePatternofJiangsuatDifferent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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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时期江苏省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

Fig．２　IntegratedDynamicDegreeofLandUseinJiangsuDuringDifferent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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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时期江苏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度

Fig．３　RateofVariousLandUseChangesin
JiangsuDuringDifferentPeriods

　　(２)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水域面积增加速

度不断增大,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速度呈现先略降后

猛升的趋势.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水域和建设用地增加

速度分别为００３％和１３７％.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水
域和建设用地增加速度分别０７４％和１３０％,建设

用地减少速度较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有所减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水域和建设用地增加速度增加为１６２％和

４７５％.
(３)未利用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未利用地面积增加,增加速度为

１７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减少

速度为１２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未利用地面积减

少,减少速度分别００９％,减少速度较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大幅降低.

４．２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空间特征及方向

为分析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影响的

空间分异特征,利用 ArcGIS９３软件 Spatial空间

分析模块中的Density工具进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

面积的密度制图,分析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热点区

域.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与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热点区域基本

相同,主要分布在几乎整个苏南地区及苏北中部的

泗阳县、涟水县、淮安市、涟水县及苏中地区的扬州

市、泰兴市等区域(图４a、图４b),分布范围较广,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土地转移面积密度远远高于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年,最大值达到９８４０hm２/km２,由此看出苏

南地区及苏北的中北部的土地利用受到人类活动影

响增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相比前两个时段来说,热点

区域分布的范围有所减少并且更为集中,大多分布

在城镇周边区域,土地面转移面积密度的最大值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相差不大(图４c).

１９８５年以来江苏省人类活动导致了３０种土地

类型转移关系,各时间段略有差异,其中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年３０种、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３０种、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２６种.在众多土地利转移流中,耕地与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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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３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移占绝对优势(图

５),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耕地与建设用地、水域３种地类

转移流占所有土地转移流的８７８９％,最低的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也占到整个土地转移流的８４３０％,成为

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关键地类(图６).耕地转为

建设用地在３种地土地转移流中及整个土地转移流

所占比例最大,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占整个土地转移流的

４１１６％,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占３７６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６６５７％,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主要分布苏锡常及南京

四市的市辖区,以及昆山、江阴等经济发达的县市及

苏北的宿迁市、淮安市、徐州市.其次为建设用地转

为耕地,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建设用地转为耕地４０３６９１
hm２,占整个土地转移流的２９２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占２８１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占４４８％,主要分布在

苏北地区的淮安市、沭阳县、涟水县、宿迁市、睢宁

县、泗洪县、盱眙县、徐州市、泗阳县和苏南的南京等

市地,主要是由于这些区域推行建设用地复垦整理

力度较大.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耕地转为水域１１１７９７
hm２,占８１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占１０８５％,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３７２％,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的南京市、吴
江市、昆山市、苏州市、溧阳市和宜兴市的等地,增加

以坑塘水面为主.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水域转为耕地

１００２０９hm２,占７２６％,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占６２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４９５％,主要是沿海滩涂和内陆滩地

减少为主,其次为沿江与沿太湖地区的水面围填,分
布在苏南的南京市、吴江市、苏州市、宜兴市、常州

市,苏北地区的盱眙县、射阳县、徐州市、淮安市,苏
中地区的宝应县和兴化市等地.

( ) !a 1985~1995 ( ) !c 2005~2008

0 100 200
km

(hm /km2 2) (hm /km2 2) (hm /km2 2)
High: 50.01 High: 98.40 High: 98.69

Low: 0 Low: 0 Low: 0

"#$%&' "#$%&' "#$%&'

118°E

118°E

118°E

118°E

118°E

118°E

120°E

120°E

120°E

120°E

120°E

120°E

32
°N

32
°N

32
°N

32
°N

32
°N

32
°N

34
°N

34
°N

34
°N

34
°N

34
°N

34
°N

(�) !b 1995~2005

N N N

图４　不同时期江苏省土地利用转移面积密度制图

Fig．４　SpatialVariationsofLandUseChangeAreaSDensityinJiangsuDuringDifferent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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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时期江苏省土地转移矩阵的网络结构图

Fig．５　NetworkStructureoftheLandUseChangeMatrixofJiangsuDuringDifferentPeriods

４．３　土地利用程度

以县(区)为研究单元计算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８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

程度综合变化指数,以反映出３个时间段人类活动

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
(１)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江苏省６３个评价单元中有

５５个单元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变化值为正值,
说明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升高是江苏省该时段的

主要趋势.各县(市)土地利用综合水平变化差异较

大,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变化值介于９５３~－４７１３
之间,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变化值(正值、负值)大的区

域均出现在苏南地区和苏中地区,说明在此期间这

两个区域的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响应程度较大.
其中苏中地区的扬中市、泰兴市,苏南地区常州市、
泰州市、无锡市土地利用综合水平变化最大,土地利

用综合变化值均大于５,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为正

值,说明这些区域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结合土地利

用变化来看,主要由于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为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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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用地在增加幅度上远大于其对应的分级指数

为３的耕地减少幅度.而高邮市、溧阳市、昆山市土

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为负值,主要由于指数为４的建

设用地增大幅度小于分级指数为３的耕地减少幅

度,同时有一部分为耕地转为分级为２的水域,因此

这些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变化为负值.
(２)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江苏省各县(市)土地利用

程度变化较为复杂,其中有３３个评价单元土地利用

程 度 指 数 变 化 值 为 正 值,占 到 了 评 价 单 元 的

５２３８％,有３０个评价单元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变化

值为负值,占到４７６２％,说明该时段江苏省土地利

用程度指数呈现双向变化.但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变

化值(正值、负值)大的区域仍然均出现在苏南地区

和苏中地区,说明这两个区域的土地利用仍然受人

类活动影响较大.其中江阴市、张家港市、无锡市、
泰州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为正值大于５的区域.
江都市、高邮市、溧阳市、金坛市、兴化市、如东县、吴

江市、昆山市、高淳县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变化量为负

值小于－５的区域.
(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江苏省各县(市)的土地利

用 综 合 指 数 升 高 的 评 价 单 元 占 总 评 价 单 元 的

８７３０％.但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苏北地区的吴

江市、沛县、连云港市、丰县、大丰首次进入了土地利

用程度变化量为正值大于５的区域,结合土地利用

变化来看,丰县、大丰县和沛县主要是因为土地利用

程度分级指数高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同时增加,吴江

和连云港,苏南江阴市、张家港市、无锡市,苏中的泰

州市仍然位于该区域;苏北地区的东台市、响水县也

首次进入了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变化量为负值小于－
５的区域,主要是因为土地利用程度分级低的水域

面积增加,说明和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这两个

时段相比,苏北地区土地利用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

增大,而苏南地区土地利用受到人类活动影响一直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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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时期江苏省关键土地利用转移流图谱

Fig．６　TUPUAnalysisofKeyLandUseChangePatternofJiangsuDuringDifferent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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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时期江苏省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图

Fig．７　SpatialVariationsofLandUseIntensityChangesinJiangsuDuringDifferentPeriods

５　结论与讨论

(１)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３
个时段江苏省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分别为１２９５％、

１７１７％、１５０３％,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江苏省土地利

用变化的影响程度呈现出“缓慢影响—剧烈影响—
影响减缓”的倒 U型曲线规律.从各地类的数量变

化趋势来看,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减少,水域和建

设用地面积增加,未利用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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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从土地利用方式间转移来看,主要表现在耕

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空间转移,

３种地类转移流占所有土地转移流的８０００％以上.
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在整个土地转移流中所占比例最

大,也成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反映出在社会经济

的发展进程中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大量占用.其中一

部分由于城镇化过程使得城镇周边的优质耕地转为

城镇建设用地;另一部由于农民收入增加导致了改

善居住条件需求的增加使得新增宅基地增长占用了

村庄周边的耕地,而原有的宅基地仍然处于闲置或

废弃状,农村居民点面积并未随着城镇用地的增加

而减少.水域面积增加主要是农户基于土地利用的

经济产出效益考虑,自发地将原有主要从事种植业

的低收益的耕地转变从事水产养殖高收益的鱼塘水

域,其中也有部分林地和草地转变成鱼塘水域.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期间未利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

地转移,发生在南京市、苏州市等经济发达区域,主
要是因为城镇附近农户进城务工收入大于从事种植

业收入使得部分耕地闲置撂荒,而自１９９８年土地整

理和耕地占补平衡成为正式制度后,为了完成耕地

占补平衡任务部分未利用地被开发成了耕地,随之

发生的是也有大量的林地和草地被开垦用来补充耕

地.
(２)１９８５年以来,江苏省土地利用程度整体水

平不断升高,主要是因为追求净产出(利润)的增长

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力,土地利用变化是人们

对市场和体制变化提供的各种机会的响应[６].城市

化过程中将耕地转为城镇用地和农户占用耕地开塘

养鱼、耕地撂荒等均属于人们对高劳动生产率的追

求,而同一块土地由耕地转为鱼塘或者耕地转为建

设用地,均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人们也有满

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比如农村居民

在收入增长后改善居住条件而占用耕地新增宅基

地.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主导行为不容忽视,比
如出于对耕地数量和粮食安全的考虑要求耕地占补

平衡,实现了耕地在总体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部分区

域增加.受土地资源的约束,土地利用的产出(利
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可驱动的有效资本量,
例如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一

直较高,是人类活动影响土地利用最为剧烈的区域,
而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断增

长,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也在不断提高,土地利用

受人类活动影响逐渐增强.
(３)在江苏省土地利用程度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的过程中,城镇用地扩张迅速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

建新不拆旧,大量占用了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具有生

态功能的用地,导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同时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的粮食保障功能.因此,需要

通过科学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来管制土地用途,
合理约束人类活动一味追求净产出(利润)的增长而

忽视了土地的生态保障功能的行为;划定城镇增长

边界控制城镇用地的粗放扩张,提高土地集约节约

利用程度;加强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

综合整治措施及时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增强粮食

生产功能.同时,针对土地利用程度的阶段和区域

差异,还需要制定更为细致的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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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OFLANDUSECHANGESTOHUMAN
ACTIVITIESINJIANGSUPROVINCESINCE１９８５

LVLiＧgang１,ZHOUShengＧlu１,ZHOUBingＧbing１,CHENLong１,SUQuanＧlong１,WANGJing２

(１．SchoolofGeographicandOceanographicScience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２１００２３,China;

２．LandSurveyandPlanningInstituteofJiangsuProvince,Nanjing,Jiangsu２１００２４,China)

Abstract:Basedontheremotelysenseddataoflanduse/landcoverinJiangsuProvincein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and
２００８,acombinedspatialanalysisusingGIS,Ucinetsocialnetworkanalysissoftwareandatlasanalysiswere
conductedtocomprehensivelyandquantitativelystudythespatialＧtemporalvariationsoflandusechangeinJiangsu
Provinceduring１９８５to２００８,includingthevariationsoflandusechangerate,landusetransformationdirection
andlanduseintensity．Resultsshowedthat:１)Theintegrateddynamicdegreeoflandusedynamicsduring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８was１２９５,１７１７and１５０３,respectively,suggestingthattheimpactofhuman
activitiesonlandusechangefollowedaruleofinvertedUＧshapecurvestartingfromslighttointenseimpactsand
thentoslowingＧdownimpacts．Thisphenomenonseemstobecloselyrelated withregional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process,yetothercasestudiesandmorerigorousmechanismstudiesareneeded．２)Since１９８５,the
landuseinterchangeflowsbetweencultivatedland,builtＧuplandandwaterareahavebeendominantintheland
usedynamicsofJiangsuProvince．Theyreflectedthemainmanifestationsoftheimpactsbyhumanactivitieson
landusedynamics,accountingformorethan８０％ofalllandusechangeflows．Inaddition,theflowofcultivated
landintobuiltＧuplandrankedasthetoplandusechangetype,mainlydistributedinthemetropolitanareasof
Suzhou,Wuxi,Changzhou,andNanjingaswellasinthedevelopedcountyＧlevelcitiessuchasKunshanand
Jiangyin,andalsoinpartoftheNorthJiangsuofincludingSuqian,HuaianandXuzhou．Theseconclusionsarein
linewithexistingfindingsofpreviouscasestudies,indicatingthatthecomparativeeconomicadvantagesbetween
variouslandusetypeshavedriventhoselandusechangesalongwithregionaldevelopmentprocess．３)Aslanduse
intensityisanindicatorcloselyrelatedwithcapitalinputandeconomicoutputperunitland,itsspatialＧtemporal
variationsgaveotherhintsofthedynamicsofhumanactivities．Since１９８５,thepursuitofdirecteconomicoutput
promptedtheincreasingofbuiltＧuplandandthedecreasingofcultivatedland,leadingtotheascendinggrowthof
overalllanduseintensitydegreeinJiangsu．Thisimpactofhumanactivitiesonlandusechangewasmostobviousin
SouthJiangsuallthetimewhileitwaseverＧincreasinginNorthJiangsu．Ourfindingsprovidednovelinsightsinto
landresourcesustainabilityinJiangsuProvince,suggestingnewpossibilitiestobettermanagelandresourcesin
accordancewithregionalsocioeconomicdevelopmentstage．

Keywords:landuse/coverchange;humanactivities;TUPUanalysis;complexnetwork;Jiangsu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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