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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对城市土壤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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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旅游开发对城市土壤和大气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以非旅游开发区作为对照（CK），采用野外调查

和室内化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连续 5年测定了旅游开发区和非旅游开发区土壤和大气环境等指标。结果表明：旅

游开发对郑州市植物覆盖程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旅游开发下植被覆盖度、草本覆盖度、林木覆盖度和土地与植被

比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与对照相比，旅游开发下植被覆盖度、草本覆盖度、林木覆盖度和土地与植被比分

别降低了 52.16%、28.63%、39.45%和 19.67%。旅游开发对郑州市土壤养分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旅游开发下土壤 pH
值和容重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而土壤有机碳、全氮、有效氮表现为旅游开发区显著低于对照（P<0.05），而

全磷和有效磷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P>0.05）。旅游开发区和 CK植物滞尘量基本表现为春季>冬季>夏季>秋季，同

一季节基本表现为旅游开发区<CK，不同季节差异均显著（P<0.05）。植物降尘物中 PM2.5、PM10、TSP 相对含量和

平均粒径均表现为旅游开发区<CK，二者之间差异显著（P<0.05）。与对照相比，旅游开发下植物降尘物中 PM2.5、

PM10、TSP相对含量和平均粒径分别增加了 86.32%、46.13%、32.58%和 29.87%。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对郑州市

土壤和大气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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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Urban Soil and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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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 of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Zhengzhou was studied by five years.
Results showed that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strongly affected plant coverage, and the herbaceous cover, forest
cover and land - vegetation ratio showed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 CK (P<0.05), plant coverage, the herbaceous
cover, forest cover and land - vegetation ratio decreased 52.16%, 28.63%, 39.45% and 19.67% compared to CK. Soil pH and
bulk density showed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 CK (P<0.05), while soil nutrients showed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 CK (P<0.05), and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CK in soil phosphorus. Dust
retention of plant showed spring > winter > summer > autumn, with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 CK (P<0.05) in the
same season. PM2.5、PM10、TSP and average particle size showed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 CK (P<0.05), and
decreased 86.32%, 46.13%, 32.58% and 29.87% compared with CK. Totally, agricultur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had had the
enormous influenc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rban soil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们逐渐改变了原有主要倾向于物质生活的追求，精神生活追

求的力度越来越大[1,2]，尤其是对于生活工作压力较大的都市居民来说，周末外出放松成为重要的娱

乐方式，但是由于周末由于时间较短，因此出游往往集中在都市周边，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旅游成

为了主要的娱乐放松的良好方式[3]，人们可以在悠闲地体验田园风光的同时享受乡村美食等[4,5]，可

以说，生态旅游的不断深入发展，有力的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促进了农民增收，

对于增加就业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途径之一。

土壤是植被生存发育的基本载体和必要条件，其养分状况决定着植被的生长情况，其活性和肥

力是重要的指标，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方式能够显著地影响着土壤理化特征，对其肥力和活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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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直接的制约效果[6]，土壤开发利用能够将其养分循环强度及路径加以改变，同时外部环境的水热

条件也将显著作用于养分转化及传输[7,8]，可以说土地利用途径能够显著影响陆地局地生态环境。对

于郑州地区而言，其首都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求，周边耕地及土地保护早已实施，

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人地矛盾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

事实，局部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使得土地肥力和活性明显下降，也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随

着都市居民对旅游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郑州地区周边农业观光旅游不断发展，如何通过合理的土

地开发利用来促进土壤肥力和活性保持对于改善土壤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利于植被生长发育，

对于改善局地生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将以郑州旅游开发区为研究重点，开展连续

5年的实地研究，从而探讨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从而为环境保护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地设置

采用野外调查和室内化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于 2014年~2017年 9月在郑州市郊区选取旅游开

发地区（3个重复），并在临近选取未开发地区（CK）。在每个样地中按“S”型曲线选定 36个 1 m×1
m样方，共完成样方 108个，调差各样地中物种数的盖度、高度和密度并计算其重要值和多样性指

数，计算公式如下[9]：Patrick丰富度：Pa=S (1)
Wiener多样性（H）：H=-PilnPi (2)
Simpson优势度（D）：D=1-(Pi)2 (3)
Pielou均匀度（JP）：JP=-PilnPi/lnS (4)

JP=H/lnS
其中物种数量用 S表示，重要值 Pi为覆盖度、高度、多度的相对值除以 3；植被分布面积在总

土地面积的占比成为植被覆盖率，未分布植被的土地除以植被面积即可得到土地与植被比。

每年分别在 3、5、8、11月的月初进行叶片采集，每隔 3 d 进行一次取样，为了试验准确性，

采样时使用聚乙烯手套，均匀采集足够的成熟叶片，尤其是粉尘覆盖较为明显的成熟叶片，采样后

保存于锥形瓶，在实验室环境进行相应的滞尘效应对比分析。

1.2 植被生态指标

在试验过程中借助于极差归一化法开展相应分析，同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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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植被对生态所产生的影响度用 O表示，H′ij代表 i样本的第 j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的

值；由于可能出现值为 0的情况，此外还可能出现即使指标值较大但是其表征影响过小的情况，在

经过极差正规化及 O倒数值等级划分处理之下，其分级按照严重程度共分为以下五类：从 0开始每

递增 0.2可以分为一个等级，这样从 0 至 1 分别分为极严重、严重、较严重、一般、较小五级；在

此基础上获得 O值分级：从 1开始，分别以 1.25、1.67、2.5、5为界点分为较小、一般、较严重、

严重、极严重五级。

1.3 叶片滞尘量测定

由于叶片滞尘并无统一计量标准，本研究利用试验常用的干洗法，首先在锥形瓶装入蒸馏水，

将采集的叶片置于其中，将附着物进行浸洗，在此过程中不断搅拌，这样能够充分冲洗叶片粉尘等，

经过两个小时处理后毛刷处理；之后将叶片夹出，并借助于滤纸过滤，然后进行长达 12 h的烘干处

理后进行重量测定，两次称重之差为W，从而获取降尘量；叶片晾干之后测定叶面积 A，从而对叶

面积滞尘量W／A进行计算[11]。

1.4 叶面尘粒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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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叶片烘干后静置恒重状态，之后取样品 2 g过筛，在 300 mL蒸馏水中加入 1 g样品，待其充

分溶解后开展粒径分析，并用粉尘仪测定 PM10、PM2.5和 TSP。

1.5 土壤样品测定

为了进一步分析土壤结构及特点，本研究在各个研究样地选取了 5个采样点，为了进行试验的

有效对比，特设置了对照组，同样进行了 5个采样设置。对于各个采样点采取五点取样的方式进行，

深度达到 20 cm，进行不同的土样采集后均匀混合，从而获得 1 g左右样品。然后将其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以备含水量测定所用；另一部分待后续进行养分等含量测定[13]。

对于土壤相关指标的测定采取以下方法：在对 pH值、有机碳的测定过程中主要使用电位法与

加热法，此外还需要对全氮及有效氮相关指标开展测定，分别利用定氮法及消煮法进行，同时采用

比色法测定全磷[13]。

1.6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5.0和 EXCEL2003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最小显著差数法（LSD）进行显著性

差异分析，Origin 8.0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生态环境状况

由图1可知，在旅游开发下土壤pH值和容重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而土壤有机碳、全氮、

有效氮表现为旅游开发区显著低于对照（P<0.05），而全磷和有效磷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P>0.05）。
与对照相比，旅游开发下土壤有机碳、全氮、有效氮分别降低了23.56%、28.94%和35.61%，土壤pH
值和容重分别增加了27.03%和16.67%。

注：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差异不显著，下同

Note：The same small letter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s. The same below
图 1 旅游开发对城市土壤养分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agriculture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soil nutrients

2.2 植物覆盖程度

植被覆盖率反映了一个地区植被（包括森林，草地和农作物等）面积占有情况或植被资源丰富

程度、绿化程度以及地表植被状况的综合量化指标。由图 2可知，旅游开发对郑州市植物覆盖程度

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旅游开发下植被覆盖度、草本覆盖度、林木覆盖度和土地与植被比均显著低于

对照（P<0.05）。与对照相比，旅游开发下植被覆盖度、草本覆盖度、林木覆盖度和土地与植被比

分别降低了 52.16%、28.63%、39.45%和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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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旅游开发对城市对植被覆盖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2.3 植物生态影响程度

计算出农业开发区的植物生态指标值及影响度指数。由表 1可知，旅游开发对郑州市植物生态

影响程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对照区呈一般水平，旅游开发区的旅游影响呈较严重级。考虑到旅游过

程中客户疲劳问题，为缓解游客疲劳而修建了休憩厅以及活动广场，一般情况下不少游客会选择在

此停留休息，同时享受附近风光，这难免增加人为活动，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由于不

可避免地产生了较大量的工程建设量，尤其是附近建设了停车场，其修建极大改变了其原有生态，

导致其受到的人为干扰更为明显，就该区域来说，由于交通相对较为便利，此区域成了游客欣赏风

光的好去处，且其停留时间较长，植被容易受到人为践踏及垃圾物的影响，因此地表植被逐渐退化

已经较为明显。综合来看，虽然不同的样地植被受到的影响有所差异，但是旅游活动已经在影响着

植被生态。

表 1 各样地植物生态影响度指数

Table 1 Impact indices of phytoecology in sample plots
项目

Item
旅游开发区 CK

1 2 3 1 2 3
植物生态影响度

Impact index of phytoecology
1.865 6.023 3.045 1.158 1.562 2.147

旅游影响度

Impact grade of tourism
较严重 极严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较严重

游客滞留时间

Retention period of tourists
35 45 24 19 9 14

2.4 植物滞尘能力

为了有效衡量季节变化对增长农业开发区植被的影响，本研究过程中对该区域的滞尘量进行了

长期的观测分析，通过相应的方差分析得知，植被滞尘量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且达

到了 0.05的显著性检验；从图 3不难看出，无论是旅游开发区还是对照组，春季时节植被具有最大

的滞尘量，其次是冬季及夏季，而秋季能力较弱；而就同一季节而言，对照组具有更强的滞尘性；

对于旅游开发区而言，其滞尘量的变化在 1.56~2.27 g/m2，而对照组则是 1.78~3.24，说明季节造成

的差异较为突出。

图 3 植物滞尘能力季节变化
Fig.3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dust retention capacity of different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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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气环境状况

从图 4不难看出，对于开发区而言，植被在降尘过程中尘土粒径多为 2.5~100 μm，绝大多数集

中在叶片降尘，且粒径低于 100 μm，这说明对于该区域而言，其呈现明显的 TSP降尘，这是大气漂

移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对于大气颗粒物而言，10 μm 以下产生的人体危害较大，成为最主要的大

气颗粒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M10；而对于 2.5 μm以下的微小颗粒而言，则因其能够直接进入肺泡

而产生严重危害性，也就是 PM2.5；综合来看，无论是 TSP，还是 PM2.5、PM10，均呈现出对照组较

大的降尘性，且其差异达到了显著检验。与对照相比，旅游开发下植物降尘物中 PM2.5、PM10、TSP
相对含量和平均粒径分别增加了 86.32%、46.13%、32.58%和 29.87%。

图 4 植物叶面降尘的粒径分布
Fig.4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lants foliar dust particle

3 讨 论

在不断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土壤的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土壤容重以及 pH的影响，

随着一系列的旅游资源开发不断进行，土壤的含水量呈现了明显下降，土质更为紧实，这直接导致

了土壤孔隙的降低，同时制约了土壤微生物活动，同时形成了较高的土壤容重。对于土壤养分而言，

其不仅能够对营养库状况加以体现，还反应这有效养分的供给状况[14,15]，通过本研究得知，在旅游

开发活动影响之下，不仅植被盖度明显下降，而且土地利用指数明显降低，水土流失现象更为突出，

养分供给状况不如以前，同时不利于微生物新陈代谢，对整个土壤生态造成的影响明显不利[16,17]。

与对照组相比而言，除全磷及有效磷之外，旅游开发区的土壤养分含量明显较低，二者之间的差异

明显，且通过了 0.05的检验；在旅游设施建设过程中，地表植被难以避免地受到了明显影响，使得

裸地面积不断增加，土壤更容易板结，养分循环难以有效进行，长久以往明显制约着土壤养分的稳

定和循环；在养分不断释放的同时，难以进行有效的循环及保持，加之土壤养分淋失现象较为明显，

土壤养分水平呈现了明显的下降[18]；对于磷元素而言，由于其具有明显的沉积性，因此具有较强的

不易流失性，受旅游开发的影响程度较低。

叶片滞尘效应很大程度上能够对空气质量加以体现，尤其是对大气可悬浮颗粒进行有效的衡量；

通过研究得知，植被滞尘量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是旅游开发区还是对照组，春

季时节植被具有最大的滞尘量，其次是冬季及夏季，而秋季能力较弱；而就同一季节而言，对照组

具有更强的滞尘性；对于对照组而言，植被的叶片较大，且具有较大的冠层，枝叶更为繁茂，因此

呈现较强的滞尘能力，而开发区植被叶片较小；叶片滞尘效应不仅受到叶片、冠层等方面的影响，

还受到叶量、密度等因素制约，加之街道分布及人为活动影响，其滞尘效应出现较大差异[19-20]。受

到天气的影响，秋季较为干燥，空气湿度并不高，空气中呈现较大含量的可悬浮颗粒；而在春季具

有较大湿度，且在雨水作用下[21]，粉尘容易下沉；由于不同的植被具有不同的叶片结构特点，因此

不同植被的滞尘能力具有较大区别。通过研究分析得知，无论是 TSP，还是 PM2.5、PM10，均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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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较大的降尘性，这说明旅游开发增加了粉尘污染；此外，对于不同的植被而言，其 MP2.5与
MP10的比例并不相同，综合来看，植被种植能够有效降低颗粒物，明显促进环境改善[22]。

4 结 论

旅游开发对郑州市植物覆盖程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旅游开发下植被覆盖度、草本覆盖度、林

木覆盖度和土地与植被比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在旅游开发下土壤 pH值和容重均显著高于对

照（P<0.05）；土壤有机碳、全氮、有效氮表现为旅游开发区显著低于对照（P<0.05），而全磷和

有效磷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P>0.05）；旅游开发区和 CK植物滞尘量基本表现为春季>冬季>夏季>
秋季，同一季节基本表现为旅游开发区<CK；植物降尘物中 PM2.5、PM10、TSP相对含量和平均粒径

均表现为旅游开发区<CK（P<0.05）。综合分析可知，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对郑州市土壤和大

气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虽然旅游开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是一个新型环保的、系统性的

景观资源，对其开发和经营，能带动旅游业产生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但是前期不合理地、

不尊重周围自然环境盲目无序的开发，后期规划不合理，经营无计划、无步骤，便会对生态环境系

统产生极大的破坏。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应因地制宜，经营过程中应实行规范化管理，提高从业人

员素质，改善旅游区环境保护制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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