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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模型方法是定量评价森林水源涵养的重要途径。根据元胞自动机的基本理论 , 结合森林水源涵养效应的多尺度特征 , 提

出了一个新的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森林水源涵养量计算模型。该模型将森林 “水文响应单元”网格化作为元胞空间的基本单元 ,

邻域定义为摩尔(Moore)型 ,元胞 “水库”水量状态变化范围定义在一个连续的实数空间上。将元胞单元对不同降雨事件的响

应分为不产生径流和产生径流两种情况 ,通过对蒸散发 、邻域元胞间水量传输 、深层渗漏等制定转换规则 ,模拟森林在不同尺度

上的水源涵养动态特征。这种新模型方法将为森林水源涵养由小尺度(水文响应单元)向流域 、景观尺度上推提供有效的定量

研究途径 , 从而进一步推动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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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forestwaterconservationhasbecomeoneofcriticalecosystemserviceissuesincontextofglobalwater

shortage, theexplorationforitsquantitativemethodshasincreasinglygainedmoreattention.Therelationshipbetween

forestsandwateriscomplex.Differentgeographicalcharacteristicsandforesttypeshavevariouseffectsontheinterception

ofrainfallredistributioninforest, surfacerunoffandevapotranspiration.Thereexistinteractionsamongthecomplex

hydrologicalandecologicalprocessesinforestecosystems, thuscausingthespatialandtemporalvariationsinwatercycles

andwaterbalanceatthewatershedandlandscapescales.However, thedominantfactorsanddrivingmechanismsofforest

waterconservationkeyprocessesatthesedifferentscalesarenotyetclear, makingitdifficulttoevaluateforestwater

conservationatthesescalesanddevelopascale-upmethodforquantifyingforestwaterconservation.Themodelingmethodis

anefficientroutetowardsquantitativeevaluationofforestwaterconservation.Overthepastdecades, mostofthe

quantitativeresearchesconcerningforestwaterconservationhavefocusedononedimensionmethods(e.g.methodsofwater

balance, soilwaterstoragecapacity, precipitationstorage, canopyinterceptionsurplusandsoon).Scaling-upremainsasa

challengingissueinquantifyingforestwaterconservation.Inthisstudy, theauthoremployesthebasictheoriesofcellular

automatatodevelopinganewmodelingmethodforquantifyingforestconservation.Themodel, weintegratethehyd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ofrainfallredistributionbycanopy, waterretentionoflitterandwaterconservationofsoilanddefineacellas

anelementaryspatialunitthatisrasterizedfromahydrologicresponseunit, witheverycellinteriorhavingrelatively

consistentcharacteristicsofthevegetation, soilandterrainattributes.AcellneighborhoodisdefinedastheMoor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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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ngeofquantitativechangeofwaterismeasuredincontinuousrealnumbers.Thewaterquantityineachcellisaffected

byneighboringcellsandstatusoftheprevioustimestep.Basedontheresponsecharacteristicsoftheunderlyingsurfaceson

differentrainfallintensityandduration, thecellularresponsestodifferentrainfalleventsisclassifiedbytwoscenarios:

generationofrunoffandwithoutgeneration.Thetransformationrulesofforesthydrologicalprocessesarealsodefined,

includingevapotranspiration, intercellularwatertransmissionanddeepseepage.Andthehydrologicalprocesseswithboth

horizontalandverticaldirectionsarealsoconsidered.Takingmainfactorsaffectingforestwaterconservationanditsspatial

heterogeneityintoconsideration, themodelovercomesthedefectsofmosttraditionalmethodswhichfocusononedimension.

Thisnewmodelingwillprovidesausefulwayforsolvingforestwaterconservationscaling-upissuesfromsmall-scale

(hydrologicalresponseunit)towatershed, orlandscapescale;andthusimprovesquantitativeevaluationofforestwater

conservationatdifferentspatialscales.Themodelalsoprovidesaneffectivequantitativewayofquantifyingforestwater

conservationwithdifferent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sofdifferentforesttypes.Thispaperis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the

modeldescribedabove.Acasestudywillbepresentedinafollow-uppaper.

KeyWords:cellularautomata;forestwaterconservation;hydrologicalresponseunit;foresthydrologicalmodel

随着近年来区域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凸显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工作的深入 ,森林涵养水源功能的定量

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 1-2]
。由于森林与水的关系极其复杂 ,不同自然地理环境 、不同森林类型对大气降水的

截留 、林内降雨的再分配 、地表径流以及蒸散发的影响不尽相同 ,而且这些复杂的局部过程彼此间存在着紧密

的联系 ,进而造成了流域和景观尺度水分循环和水量平衡的时空分异;另一方面目前对影响不同尺度森林水

源涵养功能关键过程的主导因子 、驱动机制认识尚不清晰 ,这就为准确评价流域 、景观尺度森林水源涵养价值

和不同尺度森林水源涵养效应的尺度转换方法带来困难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通常需要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

上的方法来解决
[ 3]
。对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研究已由过去的简单定性和个别因素评价 ,发展到了现在的定

量 、多因素综合计量评价
[ 4]
。目前对流域 、景观尺度森林水源涵养量评价主要是通过水量平衡法 、土壤蓄水

能力法 、降雨储存量法 、林冠截留剩余量法 、综合蓄水能力法 、年径流量法 、地下径流增长法 、多因子回归法等 ,

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1)上述方法都是从一个维度去考量森林水源涵养功能 ,其核算结果不是过大

就是过小 ,难以准确的核算流域或景观尺度的水源涵养量 。 (2)上述方法对下垫面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考虑

不足。

元胞自动机(CA)是由 Ulam和 VonNeumann在 20世纪 50年代提出的一种灵活的数学工具 ,它可以通过

制定一些简单的局部规则来模拟复杂系统 ,其 “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充分体现了系统的局部个体行为产生

复杂全局 、有秩序模式的理念
[ 5-6]
,非常适用于复杂系统时空演化过程的模拟和预测 。CA自 20世纪 90年代

开始逐步引入到分布式水文过程的研究中 ,并广泛应用于降水侵蚀和坡面径流
[ 7-8]
、河道汇流

[ 9-10]
、坡面细沟

侵蚀过程
[ 11]
、流域汇流

[ 12]
、平原地区地表径流

[ 13]
的模拟 ,展现了其强大的复杂过程的模拟和预测能力 。CA

不再是早期的游戏模型 ,它将在生态水文学领域内作为一个基础模型平台发挥其强大的作用。

本文提出定量研究森林水源涵养量的 CA模型方法 ,与其他传统的 CA模型不同的是 ,该模型对元胞状态

“水量”进行累积处理 ,将其变化范围定义在一个连续的实数空间上 ,而并非传统 CA模型对于元胞状态的离

散处理方式 。本模型模拟森林在特定时间 、空间尺度上的水源涵养量变化 ,旨在为森林水源涵养由小尺度

(水文响应单元)向流域 、景观尺度转化提供有效定量研究方法 ,提高流域 、景观尺度森林水源涵养的定量评

估水平 ,深化对森林水源涵养量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的认识 ,探索不同森林类型空间格局对森林水源涵养效应

的影响 ,推动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研究的深入研究。

1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森林水源涵养量评价模型的基本框架

1.1　森林的水源涵养效应

　　森林水源涵养功能主要是指森林生态系统特有的水文生态效应 ,是森林生态系统通过林冠层 、枯落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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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层拦截滞蓄降水
[ 14]
,具有蓄水 、调节径流 、削洪补枯和净化水质等功能

[ 15-16]
。林冠层的截留作用首先

对降水进入土壤的过程产生影响 ,不同林型 、不同生长阶段的森林生态系统冠层对不同强度的降水截留量是

不同的 ,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的林冠平均截留量变动在 134.0— 843.4 mm,截留率平均值变动在 11.4%—

36.5%之间 ,各类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和截留率的变动系数分别是 14.27%— 40.53%和 6.86%—

5.05%
[ 17]
。对于一次小降雨事件 ,植被截留量占整个降雨总量的比重较大 ,只有一小部分降雨能够渗入到土

壤中(树干茎流 、林内穿透雨)。对于大降雨事件来说 ,植被截留只占降雨总量的一小部分 ,而土壤入渗是森

林涵养水源的主要形式。一般情况下 ,如果近地面温度不是太低 ,那么冠层截流的降雨会在几天之内通过蒸

发作用返回到大气层中。枯落物截留降雨的能力受枯落物含水率 、蓄积量 、降雨量 、降雨历时等因素的影

响
[ 18-20]

,而枯落物层厚度和储量因主要物种的凋落节律 、土壤动物 、微生物分解等作用的不同而发生相应变

化 ,与林下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相关不大
[ 21]
,一般枯枝落叶持水可达自身干重的 2— 4倍 。在降水截流作

用发生后 ,土壤入渗率和地表径流量又决定了降水的净土壤入渗量 ,土壤的入渗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

土壤表面渗透性 、水分停留时间 、降水持续时间及降水强度等因素起着主要的控制作用
[ 22]
。由于土壤水分的

下渗过程较缓慢 ,因此降水下渗作用的变化发生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 ,如小时或者天。植物根系的水分再分

配作用可以对土壤水分的分布情况进行调节 ,如使得某些土层内的含水量增加 ,某些土层内的含水量降低等 ,

这种作用与土壤中的水势梯度有关
[ 23-25]

。土壤水分的变化是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 ,它与

土壤蒸发 、植物蒸腾 、叶面蒸发 、渗漏到地表深层等水分再分配过程有关。由于土壤蒸发和植物的生理作用 ,

土壤水分会在几天或几周内耗尽 ,土壤蒸发作用只发生在较浅的土层内 ,一般为 15 cm的土壤表层 ,与土壤接

收的太阳辐射能量和土壤本身的含水量有关。植物蒸腾作用具有昼夜变化的周期性 ,其速率与土壤含水量有

关 ,植物的蒸腾速率会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大而增大 ,但当土壤水分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土壤水分将不再是蒸

腾速率的限制因素 ,蒸腾速率增加的速度变的缓和 。渗漏水量在整个水分平衡中所占比重非常小(小于

5%),并且这种作用一般在降水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后才会发生
[ 26]
。

1.2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森林水源涵养量模型的基本构成

1.2.1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的表述形式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由四个部分组成 ,表述形式为 G, Q, N, f,其式中各变量的说明如下:

G={c(xc, yc) c∈Z
2
, 0≤xc≤M, 0≤yc≤N}

其中 , Z
2
为二维欧氏空间 , G表示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的元胞空间 , M、N为 Z

2
空间的行列数 , xc、yc

均取自然数;

Q代表元胞 “水库”在 t时刻的水源涵养量 ,是一个在实数范围内的连续变量;

N为中心元胞 c(x, y)的邻域 ,根据元胞水量传输特征 ,将其定义为摩尔(Moore)型 ,是有限的序列子集 N

=(x1, x2, … , xi, …, x8);

f为 Q(t)※Q(t+1)的转换规则 , Q为所模拟空间尺度的元胞水源涵养总量 ,根据 t时刻的元胞水源涵养量

和 t+1时刻元胞间水量传输 、降雨 、深层渗漏 、蒸散发来确定 t+1时刻的元胞 “水库”水量。

1.2.2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的元胞及其元胞空间

森林水源涵养功能是多时空尺度水文过程综合作用结果 ,在模型运行之前 ,首先确定元胞的大小(空间

尺度)和邻域范围(元胞间水文效应的空间相关性)。元胞单元大小的选择对结果的空间格局有明显的影响 ,

而邻域范围对空间格局和系统稳定性都有影响
[ 27]
。元胞的大小既要反应出影响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空间细

节特征 ,又要考虑对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模型运行的效率。

根据 Flǜgel的自然地理划分概念将流域划分为 “水文响应单元(HRU)”
[ 28]
, HRU是下垫面特征相对单一

和均匀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中的网格是具有相似水文特性的面积单元 ,如相同的坡向 、坡度 、土地利用类型等 。

森林植被通过林冠层截留 、地被物层对降水的再分配 、对土壤水文的促进作用 、蒸散发等来影响森林水源涵养

过程
[ 29-30]

;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导水率 、土壤最大持水量等都有影响 ,从而影响着森林土壤水源涵养量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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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森林水源涵养量模型概念图

Fig.1　Theconceptmodelofforestwaterconservationbasedoncellularautomata

P表示降雨量 , E表示蒸散发 , H表示与邻近元胞的交换水量 , D表示深层渗漏量;(a)为元胞单元的水库水量平衡概念图;(b)元胞空间及

元胞邻域;(c)元胞单元的确定方式;(d)模型与微观 、宏观尺度影响因素耦合方式;(e)本模型输出结果

于在每个自然子流域中都具有复杂的地形 、多种土壤类型 、多种植被类型等特征 ,不同坡度 、坡向 、土壤类型和

植被类型的组合会有不同的水文响应 ,因此 ,为了进一步反映这种子流域内部的水文差异.通过子流域内部植

被类型 、土壤类型和地形的叠加统计分析 ,网格化为具有一种单一的土壤类型 、植被类型和地形的元胞单元

(图 1(c)、(d))。

CA模型空间定义为二维欧式空间 ,每个元胞形状为规则的四方网格 ,有利于直接利用 GIS软件生成的栅

格数据 。在模型运行过程中 ,将所模拟的元胞空间实际区域上再新添加多行列元胞单元(图 1(b)),保证边

界元胞可以同样执行转换规则 ,同时有利于对模型运行结果验证。为了避免模拟区域以外新添加元胞水库水

量的长时间累积 ,并且不影响到实际模拟范围的元胞水量变化 ,在每个模拟时间步长上都将其清空。

1.2.3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的邻域构型

为了探索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 ,不同森林格局对同一降水事件的响应特征 ,森林水源涵养

量的动态变化特征 ,就必须加入 “动态 ”演化规则 。在元胞自动机中 ,这些规则是定义在空间局部范围内的 ,

即一个元胞下一时刻的状态取决于本身状态和它的邻域元胞的状态 。因而 ,在制定规则前 ,明确哪些元胞属

于该元胞的邻域 ,按照侧渗的特点 ,将邻域定义为摩尔型 。

1.2.4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的元胞状态及模型运行需要的输入参数

将每个元胞单元假设为一个 “水库”,元胞水库的水量变化由降雨 、横向流 、蒸散 、下渗过程决定 ,而下渗 、

土壤蒸发 、叶面蒸发和植被蒸腾作用等又随着水库水量的变化而变化。突破了传统 CA模型对元胞状态的离

散处理方式 ,对元胞水库 “水量 ”实现累积处理 ,将 CA模型状态变量定义在一个连续的实数空间上。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模型需要的实测参数主要包括:研究区实际观测的降雨 、气温 、风速 、太阳辐射

和相对湿度;土壤容重 、土壤颗粒组成 、土壤饱和导水率 、土壤饱和持水量;不同林地类型(落叶阔叶林 、针叶

林 、常绿阔叶林等)根系层的平均深度 、枯落物饱和持水量;各河口监测站断面的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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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模型需要输入的模拟参数:包括土壤水分的深层渗漏系数 、土壤水压力势 、α

(与坡度 、元胞本身蓄水量等有关的决定元胞间侧渗速率的系数)、Penman-Monteith公式所需的参数 、自由穿

透降雨系数 、树干径流系数等。

1.2.5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时间步长

在每个模拟时间步长上 ,元胞空间的所有元胞单元要同时根据相同的转换规则来改变状态 。森林水源涵

养功能的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是紧密对应的 ,因此 ,在实际模拟过程中 ,可以根据模拟的空间尺度和元胞大小

来决定模拟的时间尺度 ,当然从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角度考虑的话 ,每次降水事件才是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

直接驱动者 ,因此也可以根据降水事件时长来决定模型模拟时长。

1.3　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模型的转换规则

转换规则是 CA的最核心部分 ,模拟过程完全由转换规则来确定。因此有必要将本部分内容单独出来作

为一节来论述森林水源涵养元胞自动机模型的转换规则 。将元胞单元对降雨的响应分为两种情况分别阐述。

1.3.1　降雨事件不产生径流

本模型中把每个元胞的土壤 、植被 、地形作为其属性值 ,即元胞状态变量的参数与其属性值有关 。从水量

平衡的角度考虑 ,即在每个时间步长上元胞单元的涵养水源量 W变化计算如下:

W(t+1)=W(t)+P(t+1)+H(t+1)-D(t+1)-E(t+1) (1)

式中 , W(t+1)表示 t+1时刻元胞单元水库涵养水源量;Wt表示 t时刻的元胞含水量;P(t+1)表示 t+1时刻

降雨量 ,无降雨时其值为 0;H(t+1)表示 t+1时刻中心元胞与周围 8个方向元胞单元的净交换量;D(t+1)表示

t+1时刻向深层土壤的渗漏量;E(t+1)表示 t+1时刻的 “水库”的蒸散量。

(1)侧渗净交换量

H=∑
8

i=1
αivhΔT (2)

式中 , vh是侧渗速率 , α是与土壤 、坡度 、元胞本身蓄水量等有关的系数 , Δt表示模型模拟的时间步长。

(2)渗漏

不管在是否产生径流情况下 ,将向深层土壤的渗漏系数 vv其作为常数项输入模型 。在模拟时间步长上 ,

渗漏损失量可表示为:

D=vvΔt (3)

(3)蒸散发

蒸散发过程数值模拟要比降雨过程复杂很多 ,蒸散发的机理过程发生于土壤 -植物-大气系统(SPAC)内 ,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连续过程
[ 31]
,它即受元胞水库水量的影响 ,又与林区的热量供应量有关系

[ 32]
。用 Penman-

Monteith方程计算蒸散量
[ 33]
:

Es0 =
sRn+ρCpDα/ra
λs+λγ(1+rv/ra)

(4)

式中 , Es0为潜在蒸散量(mm·d
-1
);s为饱和水汽压一温度曲线的斜率(kPa·℃

-1
);λ为水的汽化潜热

(MJ·kg
-1
);Rn为净辐射(MJ·m

-2
·d

-1
).ρ为空气密度(kg·m

-3
);Cp为空气比热(J·kg

-1
·k

-1
);Dα为冠层上部

的空气饱和水汽压差(kPa);γ为干湿表常数(kPa·℃
-1
);ra为冠层表面空气动力学阻力(s·m

-1
);ru为冠层表

面气孔阻力(s·m
-1
)。 Katerji和 Perrir

[ 34]
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 , ra与 ru以及气象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ru
ra
=n
r
＊

ra
+l (5)

式中 , n和 l都是参数 ,且 n>0, ra为空气动力学阻力 ,代表平衡蒸散时的表面阻力 ,可通过气象变量

计算:

r
＊
=
Δ+r
Δ
·
ρcp(e

＊
a -ea)

γ(R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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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壤蒸发 ,当表层土壤风干时 ,土壤蒸发速率为 0;当表层土壤湿润时表面阻力 ru设为 0。在计算植

被潜在蒸腾时 ,假设冠层截留降水全部蒸发掉 ,然后从总的净辐射中扣除冠层截留水蒸发需要的能量 ,计算冠

层和地表获得的净辐射 ,应用公式(4)分别计算植被的潜在蒸腾和土壤蒸发 ,最后通过比较土壤水分和潜在

的蒸发和蒸腾来计算土壤水分对蒸散的限制作用 ,具体计算如下:

Es=min(ES0 , (SWt-SWr)) (7)

Ep=min(Ep0 , (SWrt-SWrt0)) (8)

式中 , Es、Es0分别为实际土壤蒸发速率和潜在蒸发速率(mm·d
-1
);SWt为 t时刻表层土壤(一般为地表

到土层 15cm处深度的土层)含水量(mm), SWr为表层土壤风干时的含水量;Ep、Ep0分别为植被的实际蒸腾

和潜在蒸腾速率(mm·d
-1
);SWrt为 t时刻根系层的土壤含水量(mm);SWrt0为萎蔫点时根系层的含水量 ,

SWt、SWr、SWrt0均可由土壤水在不同深度土壤剖面的运动和分配公式(9)求得 。

对于土壤水在土壤剖面上的运动和分配用 Richard方程计算:

dθ
dt
=
dK-

dU
dz

dz
(9)

式中 , θ为 t时刻深度 z处的土壤含水量(m
3
·m

-3
);t为时间 , z为地表起算的土层深度(m);K为土壤导水

率(m·d
-1
);U为 Kirchoff转换变量:

U=∫
Χ

-∞
KdΧ (10)

式中 , Χ为土壤水压力势(m水柱)。

则每个元胞蒸散量为:

E=Es+Ep (11)

1.3.2　降雨事件产生径流

对降水事件满足产生径流的情况界定为降雨量达到元胞的最大持水量才产流(这里假设降水过程中径

流对元胞水量的再分配不产生影响 ,同时也不考虑地下水回流形成的地表径流及其对元胞水量的影响),即

降雨量 ≥林冠截留饱和 +枯枝落叶饱和持水量 +土壤饱和含水量所需的必需降水量 ,其中林冠达到饱和所

必需的降雨量 Pc由下式确定
[ 35]
:

pc= -
 RS
 E
ln1-

 E
 R
(1-Ps-Pt)

-1
(12)

式中 ,饱和林冠的平均蒸发速率  E由公式(4)来计算 ,  R为平均降雨强度(mm·h
-1
);Ps表示自由穿透降

雨系数;Pt为树干径流系数 ,可由过往研究结论得到
[ 36-38]

。

枯落物持水 K和土壤饱和持水量 Ss可根据实地数据或过往研究经验确定
[ 19-20, 39-41]

。对侧渗净交换量和

渗漏的计算跟不产生径流的方程一致 。在降水产生径流状态下 ,因为大气相对湿度接近饱和 ,此时大气净辐

射量很小 ,蒸发量非常小 ,在这种情况下林区蒸散发极小 ,可以假定为 0。

这样 ,径流产生情况下的森林水源涵养量为:

W(t+1)=Pc+K+SS+H(t+1)-D(t+1) (1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水分深层渗漏促进了局部元胞 “水库 ”对同一降水事件的响应不同 ,但从森林水

源涵养功能的角度考虑的话 ,水分的深层渗漏也应该算作森林的涵养水源量 。因此 , t+1时刻模拟区域的森

林总涵养水源量 Q就可以表示为:

Q=∑
m

i=1
W(t+1)i+D(t+1) E· n· Δt (15)

式中 , Q表示 t+1时刻森林涵养水源总量 , m表示所模拟区域的元胞单元的总数 , n为模拟次数。

2　元胞自动机的开发平台与实现工具

森林水文过程极其复杂 ,模型在设计的时候同时需要考虑与其他软件嵌套使用 ,并允许与其他模型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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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优势功能模块上实现耦合 ,比如利用本模型对景观尺度的森林水源涵养量模拟 ,就可将水热梯度变化的模

拟用其他模型的相关模块集成进本模型。表 1为目前 CA的开发平台以及 CA的实现软件例子。

表 1　关于 CA的开发平台及几个已开发实现 CA的软件

Table1　CAdevelopmentplatformsandsoftwares

研发平台

Developmentplatforms

目前应用的主要领域

Mainapplicationfields

主要特点

Maincharacters

C

JAVA

http://cell-auto.com/links/上就有 80多种基于

这两种语言的免费的 CA软件 , 主要用于 life

games、自我复制现象 、 3D等

完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 , 可易维护行强 ,开发效率
高 ,扩展性强 ,可与其他软件实现对接等。

R 生态学 [ 42] 、社会学 、经济学等领域的统计应用

强大的拓展与开发能力 ,提供了有弹性的 、互动的环

境来分析和处理数据 , 最重要的它是免费的开发
平台。

GIS软件
土地利用变化 [ 43-44] 、城市动态演化 [ 45-46] 、荒漠

化演化 [ 47-48]等

利用 GIS软件的栅格数据处理优势 , 经过 2次开发来

实现 CA模型模拟。 实现 GIS软件与 CA的优势

互补 [ 49] 。

MATLAB
城市情景模拟 [ 50] 、土地利用 [ 51] 、农业景观格局

空间优化 [ 52] 、大尺度系统模拟 [ 53]等

利用 MATLAB编程简易 ,完备的数学工具函数集 , 以

及其可提供外部数据接口的特点(如调用 C语言编写
的程序),来编写 CA程序 ,其潜在优点在于其可以和

其他语言编写的模型的优秀模块实现无缝结合 [ 54] 。

CA实现软件示例
Softwarepackagesof

CELLLAB http://www.fourmilab.ch/cellab/
允许用户用 java、C等面向对象的语言定义自己的转
换规则。

cellularautomata BABYLOV http://www.riks.nl/ 操作简单 ,现用于土地利用动态模拟。

IDRISI http://www.verycd.com/topics/132440/

该软件具有 200多个模块 ,有强大的栅格数据分析功

能 ,其中的CA-Mrakov模块 ,集成了CA和 Mrakov的优
点。

GeoSOS http://www.geosimulation.cn/
该软件包含了常用的CA模型 ,包括 MCE-CA, Logistic-

CA, PCA-CA, ANN-CA, , Decision-treeCA等。

3　元胞自动机在流域 、景观尺度森林水源涵养量评价中的优势

3.1　不同时空尺度的森林水源涵养量的尺度上推

本模型方法考虑了不同植被 、地形 、土壤要素对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影响 ,将流域 、景观划分的森林水文

生态响应单元网格化为具有单一植被 、地形 、土壤要素的元胞单元 ,将每个元胞假设为一个小 “水库”,通过林

冠截留 、林下次降雨 、枯枝落叶持水 、土壤蓄水 、横向流 、下渗 、蒸散发等过程来模拟元胞水库水量变化 ,突破了

传统 CA模型在模型模拟时间步长上对元胞状态的离散处理方式 ,而对每个元胞状态 “水量 ”实现累积处理 。

灵活的输入不同时空分辨率的参数 ,设置不同的时间步长 ,该模型就可以为森林水源涵养量由小尺度(水文

响应单元)向流域 、景观尺度研究提供有效的尺度上推方法 。本模型方法考虑了影响森林水源涵养量的主要

驱动因子 ,克服了传统上只是从单一维度定量研究森林水源涵养的不足 ,从森林水文过程整体耦合的角度来

认识森林水源涵养量的变化。

3.2　模拟不同森林类型空间格局对森林水源涵养量的影响

随着对水源涵养林研究的逐步深入 ,对其经营管理策略应该考虑不同森林类型的数量结构和空间配置格

局对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影响 ,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森林水源涵养效应的正功能。从支撑决策方面考虑 ,通

过模拟不同林分格局情景下森林水源涵养效应的差异 ,为实现预期目标的区域水资源调控管理政策提供指导

建议 ,同时也可为制定宏观上国家层面的森林管理政策提出统筹性的框架建议 。CA模型通过模拟局部尺度

上的元胞间相互作用再现了全局尺度上的复杂格局 ,通过改变元胞植被属性的初始状态 ,可以模拟不同森林

类型空间格局的变化对森林水源涵养效应的影响 ,即不同的林型元胞间的水分侧渗 、渗漏 、蒸散发影响到元胞

水库水量变化 ,进而造成对同一降雨事件的元胞所蓄水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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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本模型没有考虑植被生长过程 ,在实际的应用中可以只模拟降水季节(如 7— 8月份)的水源涵养量及其

变化特征 ,但从研究内容的对政策的导向作用来考虑的话 ,应该在未来研究中将植被生长做为一个重要的变

量考虑进去 ,以便能更加准确的模拟森林水文过程 。

为了模型高效运行 ,本模型框架忽略了一些森林水文细节特征 ,简化了模型以降低模拟难度 ,但是仍需要

率定一些参数。有研究表明 ,类似复杂现象的 CA模拟 ,通常模拟结果受模型参数的影响很大
[ 55]
,由于森林

水源涵养功能是多个过程在不同尺度下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或复杂的水文现象的结果 , 这种简化可能忽视了

某些影响要素 ,从而影响模拟的效果 。有研究人员开始利用智能式的方法来提取转换规则 ,如:遗传算法 、

Fisher判别 、非线性核学习机 、神经网络等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转换规则无需通过数学公式表达 ,能更准确的

描述自然界的复杂关系
[ 56]
。因此 ,本模型方法在转化规则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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