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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土地利用
与水旱灾害研究

蒲　秋 , 杜　鹃 ,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 资源学院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摘要 :在建立 1990 - 2000年“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水旱灾害数据库的基础上 ,结合样带 1995、

2000年两期的土地利用数据 ,分析了样带水旱灾害的区域差异 ,及其与样带土地利用时空格局的关

系。结果表明 ,样带水旱灾害呈现较强的南北差异 ,北方以旱灾为主 ,南方以水灾为主 ;土地利用结构

对样带水旱灾害有较强的影响 ,土地利用类型复杂的县市有较高的水旱灾害发生率 ,而土地利用类型

单一的县市则受水旱灾害影响较小。水灾主要出现在样带南部多种土地利用类型混杂的县市 ,特别

是城镇建设用地比例较高的地区 ,水灾相对更为频繁 ;旱灾在缺乏灌溉水源且以耕地和草地为主要土

地利用类型的区域发生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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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and use and flood2drought d isa sters in Shenzhen2
Bayanhaote geograph ic sam pled zone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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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 isaster, M 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College of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database for period from 1990 to 2000 and the land use data of

1995 and 2000 in the Shenzhen2Bayanhaote samp led zon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nd it’s relation with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land use in the samp led zon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land use changes were evidently affected by rap id urbanization. The percentage of farm land has de2

creased from 34. 2% to 17. 26% , while the urban land has expanded from 0. 09% in 1995 to 0. 28% in 2000, and

the bare land has increased from 7. 57% to 18. 2% in the same period. (2)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the

south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north of the samp led zone. D rought disasters mainly take p lace in the

north, while flood disasters mainly in the south. ( 3 ) Land use structure 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the samp led zone. There is higher incident rate of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the coun2

ties where the land use types are comp lex. Flood disasters mainly take p lace in south counties of the samp led zone

where the land use types are various and farraginou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which has a high ratio of urban land,

flood disasters occur more frequently. D rought disasters have high incident rate in areas that are lack of water and

mainly are farm land and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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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 ,地形、气候及水资源状况复杂多样 ,生态环境基础脆弱 ,自然灾害发生频繁。若比较受灾

面积、分布范围、受影响的人数和经济损失数额 ,全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属水旱灾害 [ 1 ]。

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 ,引起全球环境的变化 ,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地表土地利用 /覆

盖的变化 ,而土地利用 /覆盖的变化有可能进一步的引起许多自然现象和生态过程的变化 [ 6 ]
,其中就包括对

区域水旱灾害的影响。水旱灾害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气候、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很多学

者对水旱灾害变化特征及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成因分析 ,产生水旱灾害的直接原因是降雨的时空分

布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造成了汛期洪涝灾害的增加 ,也造成了非降水集中时段旱灾的增加 [ 6 ]。另一方面 ,流

域的水系特征、自然地理环境 ,以及土地利用等诸多因素和天气气候条件相互制约 ,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降雨时空分布 ,最终形成不同的水旱灾害类型、强度和变化 [ 7 ]。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拟通过对一条能够代表中国人类活动强度区域差别、自然带区域差异的贯穿全国的

“地理样带”,对 1990 - 2000年样带上以县域为统计单元的水旱灾害 ,带土地利用状况及水旱灾害与土地利

用之间关系等进行分析 ,试图从地理样带的角度分析水旱灾害与自然地理条件 ,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之

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水旱灾害数据源主要是来自 1949 - 2000年全国各省日报、全国综合性报刊 ,共收录近 2

万条水旱灾害相关报道 ,并从中提取了“深圳 —巴彦浩特 ”样带上 8个省级行政权区的 137个县市的水旱灾

害数据 ,建立起样带水旱灾害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对样带各县的水旱灾害进行了统计分析 ,分别计算出

1990 - 2000年间各县水旱灾害的频次、被灾指数等 ,结合样带 1995年、2000年两期土地利用图进行分析 ,以

揭示土地利用格局与水旱灾害相互作用的关系。

2　“深圳—巴彦浩特”地理样带概况及土地利用

　　本文所选取的样带把深圳市、衡阳市、常德市、西安市、银川市、阿盟 (巴彦浩特市 ) 6个地理区域连接起

来 ,确定其为宽约 100～150km (两个县宽度 )、长约 2200km的“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 ,样带概况及土地

利用情况参见参考文献 [ 2 ]。

3　样带 1990 - 2000年水旱灾害及危险水平时空格局

　　依据水旱灾害数据库统计得到 1990 - 2000年间“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水旱灾害共计 605县次 ,其

中水灾为 405县次 ,旱灾为 161县次。从样带自然灾害的整体情况来看 , 1990 - 2000年间水旱灾害占样带

各种灾害总数的近 70% ,水旱灾害为样带主要的灾害类型。

3. 1　样带水旱灾害灾次区域分异

水旱灾害灾次表示某时段内水旱灾害发生的次数 ,图 2表明了 1990 - 2000年 10a间样带水旱灾害灾次

的空间分布 ,灾次指数越大则说明该地区水旱致灾频率高、致灾程度大。

从图 2可以看出 ,水旱灾害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南北差异。其中旱灾明显集中在样带北部 ,水灾则在样

带上分布较为广泛 ,样带上各县基本上都受到水灾的影响。样带北部 ,包括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等省份

旱灾灾次相对较高 ,水灾灾次相对低 ;而样带南部则以水灾为主。

就水灾而言 , 1990 - 2000年间样带上有报刊记录的水灾为 405县次 ,其中 4个县域发生 10次以上 ,包括

安康市辖区、常德市辖区、广州市辖区以及深圳市辖区。从样带水灾灾次图上可以看出 ,样带水灾影响范围

十分广泛 ,从北部的银川到南部的深圳之间的大部分县市都受到水灾的影响。大致可将水灾影响区域划分

为四个部分 :北部以银川为中心的黄河沿岸水灾区、中北部以西安为中心县市所在的渭河流域水灾区、中部

以常德、衡阳为代表的洞庭湖流域水灾区、以及珠江三角洲水灾区。其中前两个区域主要是受黄河及其支流

的影响 ,而中部地区主要受长江及洞庭湖的影响 ,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则主要受其台风气候影响 ,水灾主

要以台风暴雨降水致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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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带旱灾则主要以北方为主 ,大致以 800mm降水线为界。其中最严重县市 ,包括竹山县、房县、安康市

辖区以及盐池县 ,多年平均旱灾灾次为 6次 , 3～4次的县市有 18个 ,其余县市旱灾灾次均在 3次以下。

图 1　“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 1990 - 2000年水旱灾害灾次图

Fig. 1　Frequency diagram of flood and drought in Shenzhen - Bayanhaote samp led zone from 1995 to 2000

3. 2　样带水旱灾害被灾指数区域分异

被灾指数表示有旱灾发生的统计区域单元的受灾面积和区域面积的比值 ,这里我们采用了累计县域内

受灾面积与县域面积的比值来反映 1990 - 2000年 10a间分县域受灾的严重程度。从图 2的样带水旱灾害

被灾指数图上可看出 ,旱灾被灾指数的高值区分布在样带北部 ,而水灾被灾指数的高值区则主要在样带南

部。其中水灾被灾指数高值集中分布常德、衡阳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 ,这与洞庭湖流域水灾频繁且受灾面积

一般较广相一致。另外 ,旱灾被灾指数的高值区在样带上形成 3个主要的区域 ,包括以鄂托克前旗为中心的

黄河沿岸干旱区、以咸阳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干旱区、秦岭和大巴山之间以安康为代表的干旱区。水旱灾害的

被灾指数反映了区域水旱灾害的影响范围 ,从这点看样带的水旱灾害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水灾影响

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 ;北方水灾范围相对较小。旱灾则刚好相反 ,以北方为主。

图 2　“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 1990 - 2000年水旱灾害被灾指数图

Fig. 2　Effective index of flood and drought in Shenzhen - Bayanhaote samp led zone from 1990 t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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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样带水旱灾害累计持续时间分析

　　水旱灾害持续时间体现了水旱灾害的强度 ,从图 4的水旱灾害累计持续时间图上可以看出 ,水灾累计持

续时间的高值区比较分散 ,主要的高值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以盐池县、灵武市为中心的北部区域、以常德

为中心的洞庭湖湖区以及安康及周边地区。而旱灾累计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则主要以北方为主 ,包括黄土

高原高值区以及秦岭高值区 ,另外在南岭山地北侧也有一个小的高值区。其中水灾累计持续时间在 100d以

上的县市共 8个 ,包括珠海市辖区、常德市辖区、深圳市辖区以及盐池县等 ,主要在一些沿河平原地段 ,而计

算每次灾害平均持续时间 ,平均每次水灾持续时间最高的县市主要集中在样带北部。可以看到 ,样带南部水

灾频率较高但持续时间较短 ,而北方水灾频率较小但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图 3 “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 1990 - 2000年水旱灾害累计持续时间

Fig. 3　Accumulatively durative time of flood and drought in Shenzhen - Bayanhaote samp led zone from 1995 to 2000

4　样带土地利用格局与水旱灾害关系

　　从成因来看 ,水旱灾害的直接原因是降雨的时空分布变化 ,另一方面 ,区域土地利用状况的差异直接影

响区域降水的再分配 ,而且反映出承灾体的脆弱性与恢复力 ,从而使水旱灾害在降水相同的条件下呈现不同

的灾情状况。同时作为人类活动的直接作用对象 ,区域土地利用的格局还对区域降水的时空分配产生重要

的影响 ,可以看到区域土地利用与区域水旱灾害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

4. 1　不同自然地理单元上土地利用与区域水旱灾害关系

从样带上不同气候与地貌条件可以将样带划分为 8个大的区域 ,即阿拉善高原、宁夏平原、毛乌素沙地、

黄土高原、渭河平原、秦巴山地洞庭湖 -湘江流域、南岭山地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在上述分区的基础上 ,对不同区域各县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得到表 1。从表 1中可以看出 ,从北向南 ,

水灾次数、被灾指数以及累计日数逐渐增加 ,而旱灾次数、被灾指数以及累计日数逐渐增加 ,体现出较强的南

北差异。

从不同气候和地貌条件下的水旱灾害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 ,样带南部以耕地、林地、城镇建设用地等多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混合用地类型为主的地区 ,水灾发生较为频繁 ,被灾指数也较高 ,持续时间较长 ;而样带北

部以耕地、草地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地区 ,水灾发生频率较低 ,但其平均持续时间在不同地貌单元上有明

显差异。同时 ,样带上旱灾则主要影响以耕地以及草地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区域。

4. 2　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与区域水旱灾害关系

分析样带 1995, 2000年两期土地利用情况将各县土地利用类型及变化情况分为 8类组合类型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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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地理单元的土地利用格局与水旱灾害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 between landuse pattern and flood - drought disaster in different geography

units of Shenzhen2Bayanhaote samp led zone

区域
包括样带
县市数

1995年主
要土地利
用类型

2000年主
要土地利
用类型

水灾灾次
/次

平均水灾
被灾指数

平均水灾
累计持续
时间 / d

旱灾次平
均 /次

平均旱灾
被灾指数

平均旱灾
累计持续
时间 / d

阿拉善高原 1
难利用地、

灌木
难利用地 1. 0 0. 00 5. 0 0. 0 0. 00 0. 0

宁夏平原 8 耕地、灌木 耕地、草地 1. 1 0. 02 62. 8 0. 0 0. 00 0. 0

毛乌素沙地 5 草地、灌木 草地 1. 2 0. 01 ?3 2. 8 0. 37 2096. 4

黄土高原 18 耕地 耕地 1. 3 0. 01 3. 3 1. 7 0. 22 167. 1

渭河平原 11
耕地、城镇
建设用地

耕地、城镇
建设用地

2. 1 0. 01 2. 5 1. 5 0. 64 78. 4

秦巴山地 33
草地、林地、
灌木耕地

林地以少
量灌草地

3. 6 0. 06 15. 5 1. 9 0. 14 146. 0

洞庭湖 -
湘江流域

27
耕地、少量其
他土地类型

林地、水域
及耕地

3. 7 0. 34 19. 7 0. 4 0. 42 17. 2

南岭山地 20 耕地、草地 林地 3. 9 0. 44 16. 0 0. 9 0. 05 51. 5

珠江三角洲 14
耕地、林地
以及城镇
建设用地

耕地、城镇
建设用地、

林地
5. 4 2. 10 39. 0 0. 9 0. 04 25. 5

　　　　注 :原始数据有错

表 2 “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 1990 - 2000年水旱灾害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flood - drought disaster and landuse change types in

shenzhen2Bayanhaote samp led zone from 1990 to 2000

土地利用

变化类型
包括县市数

平均水灾

灾次 /次

平均水灾

被灾指数

平均水灾累计

持续时间 / d

平均旱灾

灾次 /次

旱灾被灾

指数平均

平均旱灾累计

持续时间 / d

Ⅰ 25 1. 6 0. 180 8. 6 1. 20 0. 760 72. 68

Ⅱ 10 3. 5 0. 828 11. 6 0. 60 0. 018 84. 00

Ⅲ 9 2 0. 008 62. 9 1. 20 0. 156 807. 56

Ⅳ 2 4 0. 007 12. 5 2. 00 0. 073 141. 00

Ⅴ 10 2. 7 0. 017 16 0. 70 0. 0489 68. 10

Ⅵ 37 3. 5 0. 923 27. 2 0. 97 0. 094 148. 35

Ⅶ 13 3. 8 0. 064 12. 5 1. 301 0. 0371 115. 61

Ⅷ 31 4. 6 0. 070 31. 9 1. 774 0. 156 200. 29

　注 : Ⅰ:以单一耕地为主且在研究时段类土地利用变化较小 ; Ⅱ:由单一耕地为主的土地利用类型向林灌用地变化类型 ; Ⅲ:由单一灌木或

灌草地向草地变化类型 ; Ⅳ:由单一草地为主向草耕林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混杂变化 ; Ⅴ:由以耕地、草地或耕地、林地两种土地利用类

型为主向以单一林地为主 ; Ⅵ:以耕地、林地或耕地、灌木两种土地利用类型为主 ,但在研究时段内两种类型比例发生变化 ; Ⅶ:由耕地、

林地、草地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混杂向以单一林灌地为主变化 ; Ⅷ:多种土地利用类型混杂

从表 2可以看到对于水灾来说 ,土地利用变化类型 Ⅰ,即以单一耕地为主且在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

不大的县市 10a间水灾次数以及水灾的累计持续时间都最小 ;其次为类型Ⅲ,但类型 Ⅲ的累计受灾天数为最

高 ,这主要是由于该类中盐池县以及灵武市的高水灾持续日数所影响 ,但整体来说 ,持续天数属少的地区。

样带上水灾灾次指数最高的是类型 Ⅷ,其主要为多种土地利用类型相互混杂 ,其中最主要的水灾多发县市包

括广州市辖区、深圳市辖区以及安康市辖区 ,这些县市土地利用类型多样 ,且城镇建设用地比例相对较大。

以水灾各指数进行排序可看到 ,以单一土地利用类型为主的县市其水灾灾次以及灾害累计日数等指数都较

低 ,而土地利用类型复杂的县市其各项水灾指数都较高 ,特别是城镇建设用地比例高的县市均有较高的水灾

发生频率 ,以及水灾强度。从水灾多发县市土地利用情况可看出 ,水灾多发生在以混合用地类型为主的。各

种用地类型均不占优势的县市 ,其中城镇建设用地的比例高的地区水灾有明显的放大促进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1)本文采用了 1990 - 2000年中国省级以上报刊所报道的水旱灾害信息 500余条 ,并建立起样带水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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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数据库 ,以此作为样带水旱灾害研究的基础。

　　 (2)本文重建了 1990 - 2000年 10a间 ,“深圳—巴彦浩特”地理样带水旱灾害时空分布格局。分析 1990

- 2000年样带水旱灾害空间分布规律以及样带水旱灾害频度以及强度的时空分布 ,可以看到样带北部以旱

灾为主 ,南部以水灾为主。

　　 (3)结合样带土地利用数据和各县水旱灾害状况 ,分析了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与水旱灾害的关系 ,发现土

地利用类型复杂的县市易发生水旱灾害 ,而土地利用类型单一的县市水旱灾害频率相对较低。其中 ,水灾主

要出现在样带南部多种土地利用类型混杂的县市 ,特别是城镇建设用地比例较高的地区 ,水灾相对更为频

繁。旱灾在缺乏灌溉水源且以耕地和草地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区域发生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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