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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开封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

.:E庭辉，柴佳位

〈自Ii曹大学环境与娥j)J学院.河南 开it <1ω制〉

[摘 要]为主地利 )11 结构的优化调整及主地利周总体规划越修提供决革主持，选品实现经济-社会-生
在的可持续:i:_Jlt. v) 生态暴优服盎价位为神价指标，采用当量阁手法研究开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
2020)箭后生&单统JIIl务价值Ã~昆主化规律和发展趋势.结求求明 ，2020 年开件事居民点ÃL矿用池、主远
周地 .林地Ã困地生态革钝面叙较 2005 年五精加趋势.分别增加 V 400 hro' . S 455_ 14 hm' 、3 400 hm'和
699_ 99 hm' 1水体、草地及其他用地生态jf.统的面积旦减少趋势，分别戎少 6 688_11 hm' 、 1016_ 28 hm' 和
11 830_ -15 hm' ;耕地生晶革筑面融基本保持不童 . 开封市生态革统服#价值总量减少 3.27 亿元，呈丁降趋
势，其生态革统政#价锐的土4岛生怠革统是裂为耕地、水体与林地，到规划目标牟其占比分别为 73.38%、
11.98%和 9. llr.. 生态且统n.Jr价位对价值革巍缺乏弹性.~~聋史感性~U止均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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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01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Land Use 
Planning in Kaifeng City 
WAN(j Ti nghui, CHAl Ji~j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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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丁he variatión rule and developtneot trend of eωsys:tem 陪rvice value o( comprehensive land 
U5e pl副ming in Kaifeng City durir唱 2006-2020 were analyzed by the 明山valent {actor method and using 
ecosystem service vaJue as the 帆'aluation index to pro飞.，jd. th. d.ci剖on support for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阳t of land utili目tion structure and mooi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Jand use planning and to r~... lize 
thc sustainablc dc叫lopmcnt 01 肘。nomy-socicty-ccology. Rcsult , Thc arca o( residcntial and indus甘ial
land , transportation land, forest land and garden e∞sys，em shows a rising trend from 2005 ' 0 2020 and the 
area of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transportation land. fore剖 land and garden 肘。sy5tem mcr明问s by 
9400 hn俨. 5 455 . 14 hm' • 3400 hm' and 699_ ωbm' rcspcctivcly. Thc arca 01 wa'('J' body , gr附land and 
。the-r lands e∞system decrenses by 6 688_ 41 hm飞 446.28 hm' and II 830_ 45 hm' separately. The area 01 
farml.nd ecosystem remains unchanged basically_ TòtaJ eωsystem ser叽阳、吸lue presents a declining tr'end 
and deereases by O. 327 billion in Kai(eng City. M阳n ecosystem types 、.. dth e∞system sen'ice value are 
r(l rlnl阳d ， w布比r hocly arul rUrcl'tl )and. Thç prOp()rlÎωn ur rarrnlaud , w切 Lcr b()dy ;nl(J r()rc;sl hllul i~ 7S. S日% ，
11 , 98% and 9. 11% În 2020 respectively. The ecosyscem service value i8 shor t of el幽ticlcy tO the va1ue 
coefficient and the sensitivity index of 回回ystem 时阳出 va) ue is I e-s衷 th.n 1. 

Kc:y won1!11 :时lmprf'h~n)Õivp bmrl 11附 phmni ng; (:>，町，1.唱ir.1l l ~f>rvir.~ v~luf';只~n~itivity inrl f' x; K凋if..ng

土他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LUCC) 是全球气候

与环挽变化。f究的重要哥内容.是人类事t会给济活动

行为与 自然生态过程交互和衔接的纽带ll. ，生态系

统报聋 (Eco龟.y~[em ser'lÎces)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

获得的各种惠益. 土地利用i土地覆盖变化会引起

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浩成影响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详估是生态红线

划分、生态环自童保护和生态补供决策的重要哥依据和

基础ω.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优化土地利用

结构，合理有效利用土地，对维持生态平衡，促进区

域经济与坏地的协调发展具有雹哥哥的推动作用凶。

功能价{胃法和当.!it因子法t'J~现阶段国内外研

E敏111 8嗣 l ZOllHlHl 

究生态系统服务价恒的主要方法，当最因子法比较

真观易用，被广泛肢用于隘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评估. 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直接采用谢离地(，j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当最表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

算，较少根据研究区域实际储况对价值系数进行修

lE.以致造成结果偏差较大，在现|阶阶段生态环境保

护的大背景-下1'.土地1利归阿4剧总4你#规划作为经济

土地j串利F刷l用栩结合的霆耍途径'其生态效益不容忽视.

然闭目前对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债方画的评价研究相

对较缺乏， 鉴于此，笔者以生态系统服务价低为评

价指标电采用当盘因子法分析开封市土地总体规划

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规律和反展趋势，

E作者简介] 王墨董事(1995-)，笋，在设事士，研究方嗣d 炮利用~剧与世泡贾盟部份~ l?响阳七日22501肘。‘@Iß: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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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为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调整必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编倏提供快锻>u寺.班回实现经济-社会·牛奈的

可待续发展。

E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开封市fl且处河南省东部，华北平原般地、黄河下

游冲击崩商翼，地势平坦，而积 6 241 km' ，气候四
攀分明，多年平均阵水Jil: 627. 5 mm.降水多集中在
夏季的 7-8 月，是同家区域中心城市、洞南省绒由j

中心城市 .中原城市群剧中心城市.郑州大都市区核

贵州农业科 学

G"i;.'.hov ASficυ1，υrv.1 Sω t:-Iu;;e$ 

林地的平均俏，单位面积内水休和其他用地生态系

统服务价俏最参考吴究宁等凹的占法. 参考 Co~t

an四等t叫的方法对居民点:&工矿用地、交租用地的

生态系统版务价值不进行计算(a] " 

2) 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敏感

性评价，利用敏感性抱敛(CS)剂断生念系tIt服务

价值(ESV)对生态价假系数(VC)变化的依锁程度.

如果 CS>1.说明 ESV对 VC 富有弹性，则其准确

度差、可信度较低，如果 CS<l，则说明 ES I' 对 VC

缺乏弹性，则结果可俏III 叫.

心成员城市。 2 结果与分析
1. 2 披露来源

研究数$居来源主要来'源于开封市土I血和j周总体

规划 (2006-2020)及开封市统计年鉴 (2006-2016

年λ

1. 3 研究穷法

1. 3. 1 开持市各土地生态草就曲和的主化 对 It

分析规划前后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职变化. 土地利

用类型即为相应的生态系统类型. 参照文献[5 J的

方法将开封巾生态系统划分为耕地、阳地.林地、草

地、居民点&.T.矿刷地、交通用地、lJ<体和其他用地

生态系统。

1. 3. 2 1h封市各土地生态!\统服务价值分析

1)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侦贵的计

算，参照臭3起宁等.'J 的方法，开勤市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可划分为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攘

形成与保妒、废弃物处理、生彷多样佐维4寺、食物生

产、原材料生产、文化统乐等 9 种类坝，并根据开纣

市实际情况确定开蜻市单位面叙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盒，再计算研究区各类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和
各服务功能价倘最份

金同农田生态系统生物笠因子为1. 00.开封市

:t<间生物最园子取河南省的均债 1. 3!pl 0 单位面

枫华地坐态系统服务价侦采用ì91~远地等问对华北暖
泊带半溅润半干旱阪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恼的估算

债，单位面积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低的计算取经过

生物盘校班后的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似的平

均饱问，单位副.~园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取草地相

2. 1 开封市土地利用两积的变化

从表 1 可见，规划目标年与基期年相比，开封市

土地总面积保将不变，在各土地利用类型巾，除耕地

丽m米改佳、外，其余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而积均有

不同程度的变化，交通用地变化学最大，为9~. 10% . 

其次是凉地，变化卒为-61. 70% ;除i耕地外，园地的

资化卓越小，为 6.83% .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而m增
加量最大，为 9400 hm: ，其次为交通用地、林地和园

地，分别增加 S 465. 14 hm飞 J 400. 01 hm' 耳11

699. 90 hm'. 草地 、水U<.&其他用地的丽秧均~减

少趋势，其中，其他用 地 丽积浓少量篇大，为

11 830. 4S hm气草地和水体的面织分别减少

446. 28 hm'和 6 688. 41 bm'. 

2.2 生态果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从表 2可知，开始市 2005-2020 年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曲规划基期年(2005 年〉的 52. 87 亿元减少

到规划目标年(2020 年〉的 ~9. 60 亿元，共减少

3.2ì 亿元.总体呈下降也势。规划前后，耕地在所

有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所占比例最

高，其所占比例出 2005 年的 68. 8~%糟至 2020 年
的 73. 38%，虱然耕地面~不变，但总体生态系统服

务价倍的降低导敛其所占比例结L升趋势 s其次是

水体与林地，所占比例也较高，这 3 类土地利用类型

构成 f汗封市生态系统服务价仰的主要生态系统类

型确规划前后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 3. 78亿

元，变化童在所有生态系统中是显著.林地坐态系统

表】 开董事币 2005 军 :!l. 2020 军备嚣土地润用量孬事簸面棋的变化

Table I Vari甜。n in ar~.. of di((t'r-~nt land us t" 民;Osy:stc-h1 in Kaifc-ng City 1n 2005 and 2020 

+地倒用~5!
2005~ 2020年 军比量。"俨〉 盖住率(%)

Vu川剧。 Vuil.tio。
J..uXl \JIIC 句F 回貌(hm勺 占比(%) 回权〈恤向 占Lt(%)

..国国.Utf ，肉，.

跚地 I/;umJllod u:a J99.46 {;6. 39 426 199. 4fj 63. 39 。 。

。她 V1~*tl1a_nd 123. 26 0.12 216. 98 O.Ot - 44ð. 2串 -剧?。

称她 1"1盯帽' 262"9. S2 4. 19 29 649.83 4. 'lt 3 .<<)1). 01 12-, :1$ 
田地 υard田 JO 250. :S6 l. 64 10 950.35 l. γs 699.99 6. <13 
水t事 Water bcdy J9 832. 20 3.17 13 ).13.79 t.lO -6 88队剖 - 3-3.13 
Jr.R. .1点j，U矿用Jt R.制制till1 llud i.ød崎tril'lIIIlM 81 nw. S2 13. 06 !)1 18!J.52 14. 5-5 :J <101>. 00 JL 4.~ 

先通用地 J..叫 1m tI1U)jlI'OrU!lioQ 5801.5.1. O. !)S 11 272.68 l 拥 .5 .1.55. 1:1 9.1. 10 
且'也用地 Olh~r lilnd9 53 2J.2. 3.1 8. 5:> :11 .1.: 1.89 r.. 62. - 11 8:~{). 4E -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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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Z 开到市 2005 ~事1i 2020 靠各类土地生态爵貌凰矗凰价值的变化

V.1.ñuîon in (0131 咽]ue of differem land Ilse ecosya盹，m in I\sif，削gCi叩 În 2005 tnd 2020 'J'sble 2 

200& - 2020 年

变化量( 1 0'元〉

飞l..r句巾。n (}l.lanllty 

f ronl 2UOti to 2020 

辛020 年zο05 年

土地利用类型

L切时 。，. 叮p..

曹t J血 肉l'l"l~"J 3G3.9:; 68. 制
草地 G"吕1."d 0.26 0. 05 
林血 Foreat :J9. 99 '1 . :'6 
S地 Garden 9. 65 1. 82 
点体 Wtlt~ boðy 112. 1:$ 21. 21 
其他用地。由。~. ~75 L 52 
且价值Tota) value 528. n 100 

服务价值增加 5 180 万元，其变化量也较显著@ 此

外，尊地糊其他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侦量呈减少

趋势，同地的价jjr{-I量虽1时H 趋势，耕地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量保持不变@

雨表 3 可 见，2005 年开封市牛态系统备服务功

能价值挚的前三位为废物处理〉水源涵养〉士接形

成与保护 ，2020 年为废物处理〉土攘形成与保护〉

水瓶涵养.其变化原因中事是水体面拟的减少和林
牵 3 开封市 2刷5 草;;t 1010 草踉聋功能单价惜量的!:i Q:

v.民日i<>n 阳 回国1 vslue of耻lVice fun凹ion i:n Ks.ifeng in 200$ and 2020 

占比

(y, ) 

价值握

( 10'元】

3G3. 9S 73. 3$ 0 
O. 10 O. 02 - 0. 1; 

~:'.lti 9. 11 :>. UI 
10. 3 1 2. 08 0. 66 
7<. 32 1<. 98 - 37. 8 2 

2. H O. <3 - 0. 61 
495. 98 100 -3且 7S

地、园地丽织的增加;废物处迎与水源自画养价值量虽

占比很高 ，但iHi价侦量与规划基期年相比有较大程

度的下降. 此外，生物多样性保妒与娱乐文化服务

功能价值量也有-)Ï!程度的减少 ，废物处理与水源

涵养功能对植被牛*放人类的牛产牛活影响很大.

因此 ， 事~:ï日视均水体以及林烛的保护 . i显制其减少趋

势。 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有小幅度的增加。

占比

(%) 
价值且

00'元}

班也量

(!OI 7ê,) 

份血锺 o!i t也 排序 Vu lluioll 

o伊元) (衍) qUlÌ-lll ity 

3.1. 10 6, 88 '1 O. 82 
SJ , 96 10. 88 f, 0. 28 
72. 16 );1 日 ;'1 - 16.0$ 
86. 26 17.39 2 队 92

121， 由 U.由 1 - U. .l:S 

白， 由 10. S!J Iì -1. 6~ 

S.I..97 11. 08 " 0. 07 
3也 91 2. 1.0 11 0, :)9 
10. 57 2. 13 'l -3:.21 

49♀ 98 100. 00 32. íG 

用ltI!-'F.态系统服务功能较弱导续其牛森系统敏感件.

指数较低. 规翩翩后i秘地、耕地和阳地生态系统敏

感性指数量1:.:11 趋势 ，表明其对开封市生态系统服

务价倪变化产生放大作用，水体生态系统敏感性指

数呈下降趋势 ，表明其对开封市生态系统服务价俯

变化产生缩小作用s草地和其他用地生离系统敏感

性指敛趋于 0 ， 表明其对开封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变化影响较小.

T.h1. 3 

2020年织协5年
瞌9昏脑富

岛NÎ()I! IUlII:tÎ(llI 

写在百可t GtUI teg川Atic:n
气候调节口ω酬ie .djulI(J!W圳

水姐楠养 Wllr~: 昭rute1'lJjtlon

+编扉血与缸莎 翁元t ro:ouui抽蛐d ptO(创业，.

应相处I.R WJI!lU! 刷刷roenl

生物多得件il\l>' I益。di~t1 I:t'llUc>tV. úoo 
1);'辅生产 FCK>d prnduction 
E树倒 5号仰 "削 ~rilll

直挺窍~.i.it Bnt('rωm肘。t ~ul川剧

齿 U. 1Òl ，，1

2.3 室态添统服务价值的敏撞性

从表 4 可知 .规划 目标q:开封;fj各类土地生态

系统服务价俏的敏感性指数依次为耕地〉水体〉林

地〉何地〉其他用地〉草地.且敏感性指数均小于

1 ，表明 ，生态系统服务价俯对价俯系数缺乏弹性，修

正后的价值系数可信，t![较高，结果可信.其中，纷地
生态系统的敏感位指数最高，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价值巨大有关;其次是水体、林地和阔地，与

其生态系绒服务功能突出有关3草地丽积较小、其他

毫 4 开割11!剑105 #萨1i U1'20 年生态罩统I1矗价值敏矗位指撇

主兑日叫"呐叩 index of 时间H‘四3 树凹 '咄咄lue În l<6.i(eng City jn 2005 8.ud 2020 

措序

7
-3
23

1
6
4
9
8 

占比

〈纠〉

ß. 29 

10. IS 
1~. &8 
16. 1:1 
2乞 12

2号. 01

1(', 38 
1, 95 . .. ....7 .. 

100. 00 

T . hle 4 

2005 年

?07Ál 年
唾化量 V~ri"tion (l1,J;;ntily 

其他刑地

0 1'ht'f l~TI也

0. 005 20 
O.0043 t 

- 0. 000 89 

'*钵

W<l tt'T bo<Iy 

O. 2lZ 08 
0 . 1"984 

-0.062 剖

阔地

G事?飞~lt'TI

0. 01825 
0. 07.fl 'l掘
。. 002 5a

林地

ro，.~酶'

0. 075 63 
0. 091 06 
0. 015 13 

草地

GT<lS$l<1nð 

0. 00049 
O. 创lO ZO 

- 0. 00029 

貌地

r <lrml$n\l 

0. 688 36 
o. í':i3 81 
0. 0<5 <5 

项目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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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规划前后 ，开封市土地总商税保掩不变，米利用

地面~减少量最大，居民点及工，用地增加量最多，

反缺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增长导致对土地的大量

需求.在城镇化进程中， ~4 闲置t土地进行开发再利

用，有助于缎解住房压力，提升土地的高效集约束l

用， 同时.对下矿用地以此交ìai用地利用结构的调

整也反默嗣规划前后地方对经济地蜒的指求与重

视， 开:崎市耕l也规削4革期年与同标4';棉 It雨飘没有

改变，是我同拚地保护创度在地方的体现.

2005-2020 年开坊市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共

减少 3.275 亿元哩，也体呈下降局势. 羽间，7It体价优

变化最减少 :l . 782 亿元.在所有生态系统中最跟着.

本体的敏感性指数量上升趋势，结合其生态价值变

化分析表明，水体对生态系统冶成的影响以及其所

带来的牛杰价值不容忽视份因此.娶审视对于水体

的保护，实行严格的管挠，保诞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

均衡与究接.

规划前后，开刽市生态价侦损失不容忽视，从可

持续发蜒的观点看.以单纯幸事济增 民为目的的+.地

和l闸结构涮孩不可取. 在新-轮修编过程中，建议

开封市注重地表水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加强土

地用途管制，保证废物处理、水~涵养等生态功能正

常服务. 在社会经份发展和被镇化的进程中，也议

开封市注îlí:土地的生态效益，保院和完善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加大土地行政执法为)t，加强土地用途管

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列 土地利用集约度，以达

到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形成区域经济-社会-生态

的协调可持续R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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