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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南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问题是目前我国西部地区最为突出的地域环境问题之一，其迅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人们

的生产生活。以导致石漠化发生发展的自然、人文因子为切入点，通过模拟影响喀斯特系统地表覆被变化的基本生态过程( 如

植物定居、植物死亡、水蚀风蚀引起的土地退化以及岩石成土过程等) ，利用随机元胞自动机具有的简单邻域规则产生复杂空

间格局的特点，使喀斯特系统地表覆被植被-裸土-裸岩状态在一定概率下发生状态转换，并结合 RS 和 GIS 技术，构建了简单、

有效的喀斯特石漠化模拟及预测模型( KarstCA) 。以典型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关岭县为研究区，在自然、人文驱动因素共同影响

以及只考虑自然驱动因素情景下，KarstCA 模型模拟的研究区 2007 年石漠化空间分布格局的差异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其主

要是不同空间范围上人类活动作用方式和强度差异所致。在 16a 中( 1992—2007 年) 喀斯特地区地物( 植被-裸土-裸岩) 丰度变

化成非线性关系，当植被覆达到 54%以上并继续增加时，裸岩发展趋势与之呈明显的负相关( P＜0． 01) 。在模拟期内人类活动

对研究区石漠化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人类活动的正效应( 植树造林等) 与负效应( 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植被总面积的剧烈变化趋势。将地表过程耦合进元胞自动机模型，突破了以往该类研究只通过概率考虑状态转换，而对其机

理认识的不足; 同时本研究考虑了自然、人文驱动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作用于石漠化现象的复杂性，对于探索这些因素是如

何作用于地表过程及其贡献率等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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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simulation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based on cellular auto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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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ertification in the karst mountain regions of southwest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western China because of its sever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local community． Based on natur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cause rocky desertification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a simple，effective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model for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was constructed to gain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development ( KrastCA ) ． This model effectively incorporated ec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plant

colonization，plant mortality，land degradation，and soil formation with the local facilitation of the plant． The random
cellular automata model，which can generate complex spatial patterns via simple rules，was employed to make state
transition between vegetation，bare soil，and rock in a certain prob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remote sensing ( R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ology，rural settlem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M image，and vegetation-bar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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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composition abundance images using the linear spectral unmixing approach，which is the initial state of the KrastCA
model． The typical karst areas in Guanling County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s． KarstCA model simulation results
performed better forecast ( 73． 4% accuracy) when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were considered compared with incorporating
only natural factors ( 56． 7% accuracy) ． This outcome suggests that the model used in this study effectively incorporated the
key ecological processes that affected rocky desertification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By considering both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and natural factor alone，KrastCA model indicated that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mainly focused on the center and north of the study area in 2007，which mainly depended on the intensity and scales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land cover ( vegetation，bare soil，and rock) in karst regions showed nonlinearity during 1992 to
2007 ( 16 years) ． The trend of vegetation covering ≥ 54% showe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rocky areas ( P＜
0． 01) ． This finding strengthens the importance of vegetation in combating rocky desertification． Human activities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the study area during the simulation period． To some extent，the positiv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 e． g afforestation )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 e． g deforestation， overgrazing， etc． ) partially
counteracted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 area． However，the landscape tended to fragmentize．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couple the surface process model into the cellular automata model，breaking through the previous study
modeling surface process only by the state transition probability，and lack of understanding its mechanism． In addition，this
study took into account the complexity of natural and human drivers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to act on the rocky
desertific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s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se factors on surface processes．

Key Words: rocky desertification; spatial pattern; cellular automata; karst region; Guanling County

西南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是目前我国西部最为突出的两大地域环境问题之一。西南喀斯特山区生态系

统的严重退化，特别是水土流失加剧导致的石漠化面积的迅速扩展，已极大地制约了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严重威胁到当地人们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危及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石漠化的发生发展

过程较为复杂，以往研究过多关注其驱动因子、监测评价手段和生态恢复策略等，而忽略了对其发生发展机理

和格局的研究。由于不同驱动因子共同作用的过程可能导致相同的格局，而停留在现状描述层面上显然无助

理解各种驱动因子是如何作用于喀斯特系统的; 从实际决策的角度来看，目前对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策略因

为不能对乱砍滥发、人工植树造林等具体管理措施如何影响喀斯特石漠化过程作出明确的诊断，这势必造成

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和恢复效果都存在诸多问题
［2-3］。

严重的现实生态灾难要求决策者们应对喀斯特地区石漠化问题时，应该考虑喀斯特系统的生态恢复潜

力、喀斯特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能力，以及人类活动干扰下的景观异质性。因此，构建耦合自然、人文驱动

因素的喀斯特石漠化系统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认识石漠化过程、机理和寻求有效的生态修复措施

的关键，也是探索喀斯特地区人类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 1 ) 建立

基于一系列生态过程的喀斯特石漠化模型。( 2) 自然、人文因素在不同尺度上如何耦合并促进喀斯特地区石

漠化发生发展? 人文因子对石漠化的贡献如何?

1 喀斯特地区植被-裸土-裸岩的状态转换

Wootton 研究发现物种间交互作用、大小结构、邻域的交互影响、各种干扰等是准确预测大尺度空间格局

必须考虑的因素
［4］。本模型所考虑的基本过程( 图 1 ) 包括植被定居 w{ 0，+} ( 即由裸土状态向植被状态的转

变) 、死亡 w{ +，0} ( 即由植被状态向裸土状态的转变过程) 、土地退化 w{ 0，－} ( 即由裸土状态向裸岩状态的转变

过程) 和恢复( 即裸岩状态在周围环境的促进下，风化发育为裸土的过程) 。在立地尺度上，本模型是完全随

机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步长上，每个立地就其给定的状态而言，不是一定会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而是以一

定概率发生。
本文将某种状态的全局密度定义为 ρi，这里 i 可以是+( 植被) ，0( 裸土) ，－( 裸岩) 。为了方便模拟繁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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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喀斯特地区植被 ( V) -裸土 ( S) -裸岩 ( R) 状态转变的概念

图式

Fig． 1 The concept schema of the state transition between

vegetation，bare soil and rocky

局部促进作用，这里将某种状态周围其他状态的密度定

义为在给定的立地的 i 状态下发现邻域为 j 的概率，其

数学表达式为 qj| i 。KarstCA 模型从 3 个角度来考虑邻

域构型特征及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从不同空间尺度上作

用于石漠化现象的复杂性:

1) 植物定居过程中，将其邻域结构定义为冯-诺依

曼( Von． Neumann) 型，即只有立地单元地表覆被类型是

裸土且 周 围 有 植 被 时，其 种 子 才 可 能 在 这 个 单 元 上

定居。
2) 人类活动的负影响 ( 如过度开垦耕地、乱砍滥

伐、过度放牧，采矿等) ，考虑到地形地势对人类活动的

限制，其邻域构型是以人类居住区为中心 ( 本研究以

TM 影像提取的居民点多边形的中心代替) ，一定半径的圆。
3) 植物对岩石成土过程的局部促进作用，其邻域结构也是冯-诺依曼型，只有当裸岩单元周围 4 个元胞单

元中有 3 个单元是植被时，植被对岩石成土过程的促进作用才有可能发生。
1． 1 植物定居

对种子飘散的研究表明，植物种子库主要集中在植被斑块上，但也有一部分种子借助外力( 动物、风力、

水力等) 传播到较远的地方。因此，假设植物种子一部分是在植被立地周围邻域范围内飘散，而剩下的一部

分则是飘散到其他地方。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植被在裸土上的定居率:

w{ 0，+} = ( δρ + + ( 1 － δ) q+| 0 ) ( b － cρ + ) + pa ( 1)

令: βε = b ( 2)

βg = c ( 3)

式中，δ 是飘到远处的种子所占比例; ε 是最大出芽率; g 表示密度依赖强度; β 是一个正常数，它是种子的

生长速率、存活率和萌芽率三者的乘积; pa 是人类活动将某区域建成植被状态的概率，其表达式为:

pa = pl × parea / zarea ( 4)

式中，pl 是人工造林( 草) 植被的成活率，parea 是人工造林( 草) 植被的面积，zarea 指研究区年内除已有植

被覆被区以外的总面积，即裸岩和裸土面积。假设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优先进行的地区为工程相

对容易，有一定土壤厚度的区域。
1． 2 植物死亡

死亡事件是指由植被状态向裸土状态的转变，引起此变化的原因包括植被因密度过大引起竞争而导致的

死亡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等。假设靠居民点越近的地方，w{ +，0} 发生的概率越大，反之则越小，人类活动对植

被的影响范围是以某阈值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呈线性衰减。因此，可根据立地单元与居民点的距离来确定转

换概率，这种方法也被成功应用到其他研究中
［5-6］。死亡事件可以表示为:

w{ +，0} = ω +∏ ( Djk ) = ω +
Dmax － Djk + 1

∑
Dmax

Djk = 1
Djk

= ω +
2( Dmax － Djk + 1)
Dmax( Dmax + 1)

( 5)

式中，ω 表示因竞争等自然原因导致的植被死亡，∏ ( Djk ) 表示因人类活动的负效应( 如过度开垦耕地、

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 导致的植被死亡，Djk为每个立地单元距离居民点的距离; Dmax为人类活动对周围区域

的最大影响半径。
1． 3 土地退化

如果裸地上没有植被繁殖，就可能会发生风蚀或者水蚀。裸土的退化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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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0，－} = d ( 6)

这里 d 是一个依赖于岩性、坡度、土壤类型、土层厚度、植被和气候特征的正常数。假设植物种子不能在

裸岩上萌芽。
1． 4 局部促进作用下的岩石成土作用

自然状态下，裸岩转为裸土是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湿、热气候植被发育较好的地区，岩石成土的作用有

显著的改善
［7］。本研究将植被对喀斯特生境的岩石成土促进作用主要定义为以下 3 个方面: ( 1) 不同植被覆

盖条件下的土壤溶液中 CO2浓度明显不同，不同的 CO2 浓度将产生不同的化学势，使土壤保持了不同的溶蚀

能力，( 2) 有植被覆盖的地区，植被冠层和根系减少了土壤侵蚀，植被根系和枯枝落叶层具有较强的保水、保
肥能力，这就保证了土壤溶液与土壤矿物质及母质的长时间物理、化学反应，从而促进成土过程。( 3) 有植被

覆盖的单元将为邻近单元提供植物生长更为有利的微生境，传播种子，促进邻近单元地物覆被状态向植被的

转化，进而促进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假定由裸岩向裸土的更新速率如下:

w{ －，0} = r + fq +| － ( 7)

这里 r 是一个正常数，表示裸岩的自然更新速率，是土壤厚度、降雨、岩性的函数。f 表示当周围元胞都是

植被的时候其所提供的局部促进作用。这里假设只有当立地单元是裸岩，且其冯-诺依曼型邻域中有 3 个立

地单元是植被，才有可能发生该作用。需要强调的是，为了能够对喀斯特地区植被局部促进作用有个清晰的

认识，同时保证模型尽可能的简单，不对植被冠层和根系减少土壤侵蚀的促进作用进行模拟。
2 研究区及数据处理

图 2 研究区位置及居民点分布

Fig． 2 Study area 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2． 1 研究区概况

关岭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海拔 370—1850m
( 图 2) 。主要以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为主，累计年平

均气温为 16． 2℃，年平均最高气温为 16． 9℃，最低气温

15． 4℃，年降水量 1205． 1—1656． 8mm。土壤以石灰土

为主，占全县土壤面积的 70%，土层薄，肥力低，土壤与

基岩之间缺乏风化物过渡层，容易流失。喀斯特地貌占

全县国土面积的 82． 42%。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0． 37%。农业是关岭县的支柱产业，脆弱的自然生态

环境导致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关岭

县土地资源的稀缺，封闭的环境导致人们观念守旧，从

而导致关岭县社会经济系统也非常脆弱
［8］。

2． 2 数据收集及处理

利用线性光谱分离技术研究喀斯特山区土地覆被具

有明显的优势
［9］。对 1992( p127 /42) 、1993 年( p128 /42)

TM 影像进行影像预处理、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地形校

正后，采用线性光谱分离技术提取植被-裸土-裸岩地物

丰度信息，为了简化模型运行，对研究区内一些占研究

区面积比例偏少的信息进行了合并处理。如，水体信息就是这样处理的，因其面积只占研究区总面积的不到

1%，水体特征及其空间位置并不对石漠化发生发展过程起到关键性影响。最终通过混淆矩阵验证其分类精

度分别为 62． 31%，57． 69%。将 1992 年影像提取结果作为模型初始状态参数，1993 年提取结果用作模型参

数率定。提取 1992 年 TM 影像上农村居民点信息，其具体方法详见杨存建等的研究
［10］，然后提取每个居民点

多边形的中心( 图 2) 。喀斯特山区复杂的地势条件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及其对周边资源的开发利用，胡

宝清等对居民点分布与石漠化关系的研究表明
［6］，以 3000m 为半径的区域内人类活动与造成石漠化的面积

019 生 态 学 报 3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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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比。这里取 Dmax = 3000，Djk可取［1，Dmax ) 的任意整数值。以各居民点中心坐标为中心，以人类活动对周

围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最大距离为半径，求此区域内每个栅格与居民点中心的距离，代入∏ ( Djk ) ( 式 5) 来

表示人类活动对石漠化的负影响。根据 1997—2008 年的关岭县造林面积和次年的实际林地统计面积来估计

该地区造林成活率以及人类活动将某一单元改造成植被状态的概率。
3 模型验证

KarstCA 模型参数的率定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例如公式 6 中 d 的求解方法参考了王费新等关于植

被-侵蚀动力学参数与流域气候、地形、土壤特性关系的确定方法
［11］，公式 1 中参数的率定参考了 kefi 等的研

究
［12-13］。运行 KarstCA 模型模拟 1993 年植被-裸土-裸岩地被信息，然后与 1993 年 TM 影像的提出结果进行

比对，确定其他参数，反复进行该过程，调整各种参数，使结果趋于理想。表 2 给出的本模型参数的率定结果。
模型的实际运行是在 R 2． 12． 1 软件环境下编程实现。

为了评估模型模拟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影像结果和模拟结果逐像元比对的方法。由于 2007 年 TM 影

像( 轨道号: 128 /43，时间: 2007-09-27) 只有 3 个波段( 4、3、2) ，因此不能采用前面章节采用的线性光谱分离技

术提取地物丰度信息，这里用 ENVI4． 7． 1 软件对影像进行非监督分类，分类结果的 kappa 系数为 0． 72。假设

2007 年得到的分类结果就是实际结果，将 KarstCA 模型模拟的 2007 年结果与这里的分类结果进行比对，如表

3 所示，模型模拟结果与分类结果像素间的对应关系较好，其中有 73． 41% 的象元与分类结果完全一致，这表

明 KarstCA 模型较好的包含了影响喀斯特地区地表覆被情况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但可能还有一些决定性

的因子没有包括进来，这是未来对该模型研究需要改进和模型扩展的方向; 而只考虑自然因素的情况下，有

56． 7%的象元是正确的。另外由于分类结果的 kappa 系数不是很高，可能还存在模型模拟结果正确，而验证

数据本身分类有误的情况。因此，在模型验证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表 2 KarstCA 模型参数

Table 2 KarstCA model parameters

模型参数 Parameters 值 Values 模型参数 Parameters 值 Values

t 20 or 50 a Djk 1－2999

δ 0． 1 Dmax 3000

b 0． 5 d 0． 2

c 0． 3 r 0． 05

pa 0． 03 f 0． 3

ω 0． 02

表 3 不同驱动因素作用下分类正确的地物占研究区的比例 /%

Table 3 The proportion of correct classification under the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地被类型

Land cover type
面积

Area /%

分类正确的像元比例 The correct classification accounted for the total study area /%

考虑自然、人类活动驱动因子

Both the natural and humanities factors
只考虑自然驱动因子

Only the natural factors

植被 Vegetation 61． 9 71． 2 65． 7

裸土 Soil 11． 7 86． 3 67． 3

裸岩 Rock 26． 4 73． 0 61． 5

总计 Total 100． 0 73． 4 56． 7

4 自然、人文因素作用下的石漠化格局模拟及其对石漠化的贡献

KarstCA 模型考虑了影响石漠化发生发展的自然、人文驱动过程，将影响喀斯特系统地被覆被状态变化

的主要生态过程都包含进来。考虑到该模型在实际决策中的应用，很有必要区分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分别对

石漠化的贡献，尤其是人类活动对石漠化的影响，砍伐森林及过度放牧势必破坏植被覆被，而植树造林、退耕

还林还草则有利于植被覆被增加。因此，有必要定量化研究人类活动对石漠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这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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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其他人类活动对该过程的影响( 如采石、采矿和修路等) 。
在自然、人文因素共同影响以及只考虑自然驱动因素影响下，KarstCA 模型模拟的 2007 年研究区石漠化

空间格局如图 3，两种情境下模拟的石漠化空间分布格局的差异主要是在研究区中部和南部，认为原因有: 1)

研究区中部( 永宁镇) 地势条件相对较好，这里人口较多，因此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强度相对较大; 而研究区南

部( 花江镇和板贵乡) 海拔较高，而这个地方也是该县连接其他市县的交通要道，频繁的采石活动显然加剧了

该地石漠化进程; 2) 研究区中部和南部都有陡坡耕种历史，其中南部较为明显，虽然近年来实施了退耕还林

还草政策，但因近年来降雨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异性，其恢复效果在空间上就表现出明显差异
［14］; 加之当地落

后的经济条件，使农户无力自发的去植树造林和改善石漠化现状，甚者还要砍伐树木做生活燃料。因此要有

效控制该区域的石漠化现象可以通过改善生活能源结构、加大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强度和一系列的管护政策

来遏制石漠化继续发展趋势。两个情境下模拟研究区北部的结果较好，说明导致该区域石漠化现象的驱动因

素主要是自然因素，可以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大石漠化治理的投资力度来对石漠化地区进行生态修复。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造成石漠化的驱动因素尤其是人文因素较为复杂，加大了石漠化现象格局模拟的难度。

图 3 自然、人文驱动因素影响下 KarstCA 模型模拟的 2007 年研究区石漠化空间分布( a) ，只考虑自然驱动因素下的石漠化空间格局( b)

Fig． 3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under the natural and humanities factors based on KarstCA model ( a)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under only the natural factors based on KarstCA model( b)

对研究区过去 16 ( 1992—2007 年 ) 的模拟 ( 图 4 ) ，在 自 然、人 文 因 素 共 同 影 响 下，植 被 面 积 增 加 了

8. 36%，裸岩面积减少了 20． 21%，裸岩面积出现一个峰值( 34． 41% ) ，而后呈十分缓慢的减少趋势; 在只有自

然因素作用情景下，植被面积增加了 2． 39%，裸土面积减少了 18． 62%，裸岩面积增加了 6． 28%。从以上变化

趋势可以发现，喀斯特地区地物丰度的变化并非成线性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即植被面积在

植树造林等人类正效应作用下持续增加，裸土面积减小明显，裸岩面积基本上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这个时期人类活动对喀斯特石漠化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人类活动使研究区模拟时间内裸岩丰度下降了

1． 81%，植被面积增加了 18． 36%。模拟开始时间于 1992 年，这个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乱砍滥伐、过度放

牧、毁林开荒等的灾难性后果，开始寻求植树造林等工程措施增加植被覆盖率以减少水土流失，而增加的植被

面积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岩石成土过程以及阻止和拦截流失的土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只考虑自然因素的

状态下，尽管植被面积有缓慢的增加( 2． 34% ) ，但石漠化面积也呈现出增加趋势，而且增加幅度在开始几年

较为剧烈，而后稳定在 37%左右，长期的水土流失已致使石漠化地区出现了无土可流的境况。
对图 4 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植被盖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裸岩的丰度开始下降( 图 4) ，表明植被对岩

石成土的促进发挥显著的作用，用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表明，当植被达到 54% 以上并继续增加时，其趋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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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岩下降的趋势呈明显的负相关( P＜0． 01) ，其可成为喀斯特地区植被的最优盖度。图 4 也很容易看出当植

被面积小于 54% 时，裸岩将长期处于一个稳定值或下降趋势十分不明显。但这个时期对应的研究区裸土丰

度并没有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地区降雨量丰富，增加的土壤很快因水蚀被带到河流中。裸土面积在经过迅速

的下降以后，长时间保持在一个稳定值上，主要是因为这些裸土都散布于溶痕及地势相对较低的地方富集起

来，而且这个时期的人类活动也在很明显的影响着地表覆被状态，相对于不考虑人类活动的模型模拟的裸土

丰度结果则表现出相对稍高的比例( 4． 52% ) 。人类活动的正效应( 植树造林等) 与负效应( 乱砍滥伐、过度放

牧等) 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抵消了植被总面积的剧烈变化趋势，使增加趋势趋于缓和，但使景观更加趋于破

碎化。

图 4 KarstCA 模型模拟的植被-裸土-裸岩变化

Fig． 4 The temprol pattern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under the natural and humanities factors based on KarstCA model the rocky

desertification under only the natural factors based on KarstCA model

5 结论

( 1) 针对目前喀斯特石漠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导致石漠化发生发展的自然、人文因子为切入点，通过

模拟影响喀斯特系统地表覆被变化的基本生态过程( 如植物定居、植物死亡、水蚀风蚀引起的土地退化以及

岩石成土过程等) ，建立了简单、有效的喀斯特石漠化模拟及预测模型( KarstCA) 。KarstCA 模型较好的考虑

了人类活动( 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的正效应和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的负效应) 对石漠化空间格局的影响。
( 2) 采用 2007 年影像分类结果和 KarstCA 模型模拟结果逐像元比对发现，在考虑自然、人文因素的情景

下，KarstCA 模型模拟结果有 73． 4%是正确的，而只考虑自然因素的情况下，有 56． 7% 是正确的，说明模型较

好的包含了石漠化发生发展的关键生态过程。模型的验证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3) 在自然、人文驱动因素共同影响以及只考虑自然驱动因素情况下，KarstCA 模型模拟 2007 年石漠化

空间分布格局的差异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和南部，其主要与不同空间范围上人类活动作用方式和强度的差

异所致。在 16a 中( 1992—2007 年) 喀斯特地区地物丰度变化成非线性关系，当植被覆被达到 54% 以上并继

续增加时，裸岩发展趋势与之呈明显的负相关。在模拟期内人类活动对研究区石漠化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人类活动的正效应( 植树造林等) 与负效应( 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 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抵消了植被总面积的

剧烈变化趋势，但使景观趋于破碎化。
本文仅对 KarstCA 模型在自然、人文因子作用下的石漠化格局及其对石漠化的贡献模拟做了介绍，对于

该模型在决策( 如生态移民、发展规模采石( 矿) 业等) 和生态修复中的应用有待深入研究。

References:

［1］ Wang S J． Concept deduction and its connotation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Carsologica Sinica，2002，21( 2) : 101-105．

3193 期 王晓学 等: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喀斯特石漠化格局模拟研究



http: / /www． ecologica． cn

［2］ Huang Q H，Cai Y L，Wang X C．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karst areas of southwester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

2007，16( 2) : 106-111．

［3］ Li Y B，Wang S J，Rong L． Prospect of the study on rock desertification and its restoration in southwest karst mountaions．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2004，23( 6) : 84-88．

［4］ Wootton J T． Local interactions predict large-scale pattern in empirically derived cellular automata． Nature，2001，413，841-844．

［5］ Zhou C H，Sun Z L，Xie Y C． Geo-Cellular Automata． Beijing: Science Press，2001，94．

［6］ Hu B Q，Wang S J． The evolution process，mechanism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regional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based on 3S technology． Beijing:

Science Press，2008，50．

［7］ Chen C H，Fang G X． Mechanism of soil formation in karst mountains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tone mountains． Carsologica Sinica，

1997，16( 4) : 393-396．

［8］ Wan J，Cai Y L． Land degradation and eco-reconstruction in fragile karst ecosystem: the case of GuanLing county，Guizhou province．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3，13( 2) : 52-56．

［9］ Wan J，Cai Y L． Applying linear spectral unmixing approach to the research of land cover change in Karst area: A case in Guanli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Geographic Research，2003，22( 4) : 439-446．

［10］ Yang C J，Zhou C H，Extracting residential areas on the TM imagery．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2000，4( 2) : 146-150，166．

［11］ Wang F X，Wang Z Y． Vegetation-erosion dynamics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Ecology and

Environment，2006，15( 6) : 1366-1371．

［12］ Kéfi S，Rietkerk M G，Alados C L，Pueyo Y，Papanastasis VP，ElAich A，Ruiter P C． Spatial vegetation patterns and imminent desertification in

mediterranean arid ecosystems． Nature，2007，449( 7159) : 213-215．

［13］ Kéfi S，Van Baalen M，Rietkerk M，Loreau M． Evolution of local facilitation in arid ecosystems． American Naturalist，2008，172( 1) ，1-17．

［14］ Wu H Y，Wang Q Q．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guizhou precipitation anomaly in recent 49 years，Plateau Meteorology，2003，22 ( 1 ) :

65-70．

参考文献:

［1］ 王世杰． 喀斯特石漠化概念演绎及其科学内涵的探讨． 中国岩溶，2002，21( 2) : 101-105．

［2］ 黄秋昊，蔡运龙，王秀春． 我国西南部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研究进展． 自然灾害学报，2007，16( 2) : 106-111．

［3］ 李阳兵，王世杰，容丽． 西南岩溶山地石漠化及生态恢复研究展望． 生态学杂志，2004，23( 6) : 84-88．

［5］ 周成虎，孙占利，谢一春． 地理元胞自动机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1，94．

［6］ 胡宝清，王世杰． 基于 3S 技术的区域喀斯特石漠化过程、机制及风险评估．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50．

［7］ 陈朝辉，方国祥． 岩溶山区土壤形成机制与石山改造利用． 中国岩溶，1997，16( 4) : 393-396．

［8］ 万军，蔡运龙． 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的土地退化及生态重建———以贵州省关岭县为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3( 2) : 52-56．

［9］ 万军，蔡运龙． 应用线性光谱分离技术研究喀斯特地区土地覆被变化———以贵州省关岭县为例． 地理研究，2003，22( 4) : 439-446．

［10］ 杨存建，周成虎． TM 影像的居民地信息提取方法研究． 遥感学报，2000，4( 2) : 146-150，166．

［11］ 王费新，王兆印． 植被-侵蚀动力学模型参数的确定及在黄土高原的应用． 生态环境，2006，15( 6) : 1366-1371．

［14］ 伍红雨，王谦谦． 近 49 年贵州降水异常的气候特征分析． 高原气象，2003，22( 1) : 65-70．

419 生 态 学 报 32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