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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S 和 GIS 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与时空变化分析
——以湖北省秭归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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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RS 和 GIS 的信息技术是快速、有效地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利用秭归县 2002 年 TM 和 2013
年 OLI 遥感影像及提取的土地利用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耦合了生物
丰度指数、植被覆盖度指数、水体密度指数、土壤侵蚀指数和人类活动指数，绘制了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等级分
布图，同时利用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差值检测和生态等级的转移矩阵，揭示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
表明：2002~2013 年秭归县的生态环境总体质量较好，且不断改善，质量等级优的面积比重由 2002 年的 59.24%上升
到 2013 年的 82.65%；27.26%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好，主要分布在河流外围的农耕地区，仅有 6.09%的地区生态环
境质量变差，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地和坡度变率大的土地利用过渡地带；根据生态环境质量的转移动态分析表明，
生态等级转向优和良的面积，占总共转移的 92.98%，而转向差和较差的仅占总共转移的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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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Evaluation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Analysis on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 Based on RS and GIS
- Taking Zigui County, Hubei Province of China as 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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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RS and GIS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evaluate the regional eco-environment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model of eco-environment quality was built with spatial 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coupled with the Landsat TM in 2002 and OLI image in 2013 and the land use data extracted from
them in Zigui County. Also, the model integrated the indexes of biological abundance, FVC, water density, soil erosion and
human activities. A grade distribution map of eco-environment quality in study area was drawn. Meanwhile, the
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environment quality variation were revealed by detection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changes and transition matrix of ecological gra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neral eco-environment quality of Zigui
County was relatively good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from 2002 to 2013. The proportion of areas with excellent grade rose
from 59.24% in 2002 to 82.65% in 2013. The improvement areas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ccounted for 27.26% of the
whole study area, which were located mainly in the farming area around the river.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had become
worse only in 6.09%, and they were located chiefly in the river banks and land use transition strip with high slope variation
rate. According to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as whose ecological grade turned to excellent and
good accounted for 92.98% of the whole shifted areas; areas that turned to poor and worse accounted for only 0.48%.
Keywords: Eco-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emporal - spatial variation; RS; Zigui County

快速、有效地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及时空演变，有助于客观认识区域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发
展动态，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依据[1,2]。遥感技术能够有效地反映生态系统
要素的空间结构和质量特征[3]。随着遥感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遥感监测系统在基于不同时空尺
度的生态环境评估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基于 RS 和 GIS 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收稿日期: 2015-10-16
修回日期: 2015-11-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0YJA910010); 陕西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2011K02-11);西安市科技计
划农业技术研发项目(NC1402,NC150201); 西北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YZZ14013)
作者简介: 张 彬(1991-),男,四川巴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3S 技术在生态中的应用. E-mail:westzbin@163.com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yanglianan@163.com
数字优先出版: 2016-01-12 http://www.cnki.net

第1期

张 彬等:基于 RS 和 GIS 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与时空变化分析——以湖北省秭归县为例

·65·

Smith W[4]和 Meredith T 等基于 RS 和 GIS 探索了对坦桑尼亚 Batemi 河谷快速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及评
价的方法；Basso F[5]等利用遥感数据和 GIS 对意大利南部的 Agri 流域进行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左
伟等[6]基于 TM 影像实现了对土地覆被数据的提取，并利用 GIS 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的驱动力和生态
环境效应；刘瑞[7]等建立了基于 RS 技术的县级区域环境质量评价模型；徐涵秋[8,9]、罗春[10]等利用
遥感指数对不同尺度区域进行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及动态监测。同时，政府部门在 2006 年发布了《生
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11]，其中基于遥感技术的 EI 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提供了指导。综上所述，
学者们研究了从遥感数据及其辅助数据中提取生态评价因子，实现对生态环境的质量评价。徐涵秋[8]
提出了完全基于遥感影像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快速监测。刘瑞
[7]
等建立的区域生态环境模型，涵盖了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子，但对评价指标的定权方式存在主
观性。以上研究为进一步对生态环境快速、准确、客观的进行评价奠定了基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生态环境评价中的一些不足，选取位于生态敏感区的三峡大坝所
在地—秭归县为研究对象，通过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和 GIS 空间分析，利用 2002 年的 TM 和 2013 年
的 OLI 两期遥感影像提取 5 类生态评价因子，通过主成分变换集成评价因子，减少主观性对评价精
度的影响，建立遥感生态评价模型，定量、客观地对秭归县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及变化监测。

1

研究区域概况

秭归县位于三峡库首地区，地处 30°38′14″N~31°11′31″N 和 110°00′04″E~111°18′41″E，属于长江
西陵峡，介于大巴山、巫山余脉和鄂西八面山坳的会合地带，总体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海拔为
51 m~2048 m。秭归县以山地丘陵为主，其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80%，土地利用以林地为主。秭归县属
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7.9 ℃，年均降水量 1000.06 mm。全县国土面积 2427 km²，
2013 年总人口 37.98 万，城镇化率 35.09%。从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其对三峡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受
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秭归县在三峡大坝的影响范围之内，因此有必要对其生态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和
变化分析。

2
2.1

基础数据与方法
基础数据与预处理

以秭归县 2002 年的 Landsat TM 和 2013 年的 OLI 的遥感影像（图 1）及 ASTER GDEM 数据（图
2）作为实验数据，其空间分辨率均为 30 m，影像成像时间均为 9 月，遥感影像与 ASTER GDEM 数
据均来源于中科院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利用 ENVI5.1 软件分别提取 TM 和 OLI 影像的多光谱波段，
从 MTL 文件中提取遥感影像的多光谱子集。对遥感影像预处理主要包括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影像
裁剪和影像解译，利用 ENVI 软件的 Radiometric Calibration 工具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采用
FLAASH 模型，影像解译采用支持向量机（SVM）的监督分类法[12]；利用 GIS 的栅格裁剪工具裁剪
影像，同时，结合 Google Earth 中 10m 分辨率的 SPOT5 影像和中科院 2000 年 3 级分类标准的土地
利用分类图，通过目视解译对分类结果修正，提取秭归县 2002 年和 2013 年一级分类土地利用数据，
其土地利用类型分别为林地、草地、水体、耕地、居民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图 1 秭归县区位及 2002 TM 和 2013 OLI 遥感影像
Fig.1 The location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Zigui County

2.2

图 2 秭归县 DEM
Fig.2 DEM in Zigui County

研究方法
通过遥感影像及提取的土地利用数据，计算生态评价指数，并通过主成分变换集成各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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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模型，分别计算 2002 年和 2013 年秭归县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值并对其分级，
再用遥感和 GIS 软件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检测和生态级别的转移矩阵分析，揭示秭归县生态环境
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
2.2.1 构建生态环境评价指数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因子包括自然因子和人文因子，是二者之间
进行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系统[13]。为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客观、定量地综合评价，
构建生态环境评价指数需遵循科学性、区域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国家《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
规范》为基础，参考李妮娅[14]、刘瑞[7]、王鹏[15]等研究成果，结合当地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实
际情况，拟建 5 类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分别是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度指数、水体密度指数、土
壤侵蚀指数和人类活动指数。
2.2.1.1 生物丰度指数 生物丰度指数是指计算不同生态系统在单位面积内的生物物种的数量差异，
从而反映了该区域的生物丰贫程度，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数之一[11]。根据《生态环境状况
评价技术规范》和参考王鹏[15]和孟岩[16]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赋予不同的权重值，
再加权求和得到生物丰度指数。
表 1 生物丰度指数权重值
Table 1 Weighted values of biological abundance index
林地 Woodland 草地 Grassland 水体 Water 耕地 Farmland 居民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未利用地 Wasteland
0.35
0.21
0.28
0.11
0.04
0.01

图 3 2002 和 2013 年秭归县生物丰度指数
Fig.3 Index of biological abundance in Zigui County

2.2.1.2 植被覆盖度指数 植被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净化和保护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植
被覆盖度表征植被在生态系统中所占比重[17]。植被覆盖度指数是指植被冠层或叶面垂直投影在地面
的面积与统计区域总面积的比值，是表示地表植被覆盖情况的重要因子之一[18]。植被覆盖度指数越
大，其生态环境质量越好。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地表植被覆盖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采用
NDVI 和像元二分模型定量估算植被盖度[18-20]（见图 4）。

FC 

NDVI  NDVI soil
 100%
NDVI Veg  NDVI soil

（1）

式中，Fc 表示植被盖度指数，NDVI 为像元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soil 表示无植被或裸地的归一
化指数，NDVIveg 为植被完全覆盖区的像元归一化指数。

图 4 2002 和 2013 年秭归县植被覆盖度指数
Fig.4 Index of vegetation cover in Zigui County

2.2.1.3 水体密度指数 在土地利用变化中，水域的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最大[21]。
首先将研究区划分成 1 km 的公里格网，通过计算单元网格内的水体面积与单元网格面积的比值，把
其比值赋予该网格内的所有像元，得到该区域的水体密度指数（见图 5）。

第1期

张 彬等:基于 RS 和 GIS 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与时空变化分析——以湖北省秭归县为例

·67·

W  SW / S g

（2）

式中，Sw 表示单元格内水体面积，Sg 表示单元网格面积。

图 5 2002 和 2013 年秭归县水体密度指数
Fig.5 Index of water density in Zigui County

2.2.1.4 土壤侵蚀指数 土壤侵蚀强度与植被盖度紧密相关，植被覆盖度越高，土壤侵蚀强度递减趋
势明显[22]。同时，坡度是影响土壤侵蚀最主要的地形因子。由 DEM 提取坡度，再将坡度与植被覆
盖度结合以快速评价土壤侵蚀程度。此方法估算土壤侵蚀强度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23,24]和应用[7]。土
壤侵蚀程度具体分为 6 级（表 1）。从表 1 可知，任意植被覆盖度和坡度＜5°，土壤表面以微度侵蚀
为主或无明显侵蚀现象；坡度为 5°~8°时和植被覆盖度小于 30%，土壤表面产生明显的水土侵蚀现象；
坡度位于 8°~15°之间，土壤表面以中轻度侵蚀为主；坡度为 15°~25°时，植被覆盖度＜30%，土壤侵
蚀强烈；坡度＞25°和植被覆盖度＜45°，土壤表面产生极强和剧烈的侵蚀现象。为了对土壤侵蚀程
度进行定量化研究，将土壤侵蚀强度分别赋予不同的权值[7]，微度（0.005）、轻度（0.025）、中度（0.070）、
强度（0.1）、极强（0.3）和剧烈（0.5），获得秭归县土壤侵蚀指数（图 6）
。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75
60~75
40~60
30~45
＜30

表 1 土壤侵蚀程度分级表
Table 1 The grades of soil erosion
坡度(°) Slope
5~8
8~15
15~25
＜5
微度
微度
微度
微度
微度
轻度
轻度
轻度
微度
轻度
轻度
中度
微度
轻度
中度
中度
微度
中度
中度
强度

25~35
微度
中度
中度
强度
极强

＞35
微度
中度
强度
极强
剧烈

图 6 2002 和 2013 年秭归县土壤侵蚀指数
Fig.6 Index of soil erosion in Zigui County

2.2.1.5 人类活动指数 人类活动创造了城市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不同生态系统的分布，是人
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反映[25]。人类活动对不同系统创造越成熟，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越差，而土地利用
类型即为不同生态系统的反映[26]。人类活动指数是指人类干扰强度，人类活动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的干扰度不同，干扰度越大则生态环境越差，依据此原则对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分别赋予的权值为居
民建设用地 30、耕地 53、未利用地 65、水体 78、草地 85 和林地 90[7]（图 7）。

图 7 2002 和 2013 年人类活动指数
Fig.7 Index of human activities in Zigu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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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构建生态评价综合指数 构建的生态指数分别在一定程度反映生态环境质量，如何科学地选取
综合评价方法对单一指标进行耦合，是对生态环境进行客观、准确评价的关键。由于通过指标加权
求和得到的结果，在很大程度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不能反映多个因子对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导
因子。为了客观地对生态环境进行评价，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构建生态评价综合指
数模型。主成分分析是把数据中多个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正交线性
函数在允许的精度范围内对多个指数进行降维处理[27]，公式如下：

 z1  l11 x1  l12 x2    l1 p x p
 z  l x  l x   l x
 2 21 1 22 2
2p p



 z m  lm1 x1  lm 2 x2    lmp x p

（3）

F = 1 z1   2 z 2 + . . .   m z m

（4）

式（3）和（4）中：z1，z2，…, zm 分别为原变量指标的 x1，x2，…, xp 经过主成分变换后的第一，
第二，…，第 m 主成分。lij 为各主成分特征值，可通过原来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单位化特征向量
构成的正交矩阵计算得到。F 为综合指数，λ为相对应的主成分贡献率。此方法的优点是通过每个指
标对主成分的贡献率来确定该指标的权重值，从而减少人为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偏差。

3
3.1

结果分析
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3.1.1 主成分的界定及其载荷 首先，分别对 2002 年和 2013 年的 5 个评价指数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2 为研究区两个年份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主成分的方差累计贡献率越大，表示其信息的综合集成能
力越强，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导因子。
表 2 两期生态指数主成分分析
Table 2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of five indices
PC1
PC2
PC3
年份 Years
指数 Index
植被盖度
0.40439
0.91458
0.00332
水网密度
-0.00105
-0.00328
0.99498
生物丰度
0.00553
-0.00316
-0.02546
2002
人类活动
0.91457
-0.40438
-0.00014
土壤侵蚀
0.00037
-0.00090
-0.09673
特征值
115.1625
73.1410
0.0028
特征值贡献率（%）
61.156
38.8408
0.0015
植被盖度
0.55976
0.82863
0.00659
水网密度
-0.00286
-0.00601
0.99991
生物丰度
0.00487
-0.00361
-0.00466
2013
人类活动
0.82864
-0.55975
-0.00096
土壤侵蚀
-0.00056
-0.00098
0.01056
特征值
197.6781
104.8479
0.0054
特征值贡献率（%） 65.3411
34.6568
0.0018

PC4
0.00101
0.09727
0.02135
-0.00086
0.99503
0.0026
0.0014
-0.00030
-0.00467
-0.99997
0.00606
0.00128
0.0007
0.0002

PC5
0.40439
-0.00105
0.00553
0.91457
0.00037
115.1625
0.0004
0.00106
-0.01056
0.00133
-0.00008
0.99994
0.0002
0.0001

从表 2 可知，两个年份的 PC1 的特征值贡献率均大于 60%，表明 PC1 集中了 5 类因子的大部分
特征，两个时间断面的 PC1 和 PC2 能够解释方差总数的 95%以上，因此界定为第一、二主成分，用
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PC1 主要反映了植被覆盖度和人类活动指数，PC2 主要反映了植被覆盖度
指数，表明植被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大，PC1 和 PC2 中的植被盖度指数的特征向量均为
正值，表明对研究区生态环境起正面作用，而水网密度的特征向量均为负值，表示其对生态环境有
负面效应，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因此，由第一和第二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得到主成分
载荷，用于计算主成分的综合得分。
3.1.2 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及分级 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的优劣，其值越大反
映生态环境质量越好。根据主成分的载荷和 GIS 软件，分别计算秭归县 2002 年和 2013 年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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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综合得分。为了便于两个时间断面的比较，统一利用线性函数拉伸到[0,100]，并参照规范把结果
分为五个生态级别，分别为优[75,100]、良[55,75)、一般[35,55)、较差[20,35)、差[0,20)。“优”代表该
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好，植被覆盖度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低，适宜人类居住；“良”表示
此地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丰富，适合人类生活；“一般”代表该地植被覆盖中等，较适合人
类生存，但会出现对人类生活产生制约性的因子；“较差”表示此地植被覆盖较差，存在明显限制人
类生活的因素；“差”代表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条件恶劣，生态系统不稳定，不适宜人类生存。根据分
级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得分值，获得 2002 年和 2013 年秭归县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图（图 8）。

图 8 生态环境质量的等级分布图
Fig.8 The grade distribution map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从图 8 可知，秭归县在 2002 年和 2013 年生态环境质量均较好，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等级处于“优”
和“良”。同时结合各生态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2002 年秭归县生态环境质量优的区域主要分布土地
覆被为森林和一部分草地地区；质量良的地区则主要分布在人类活动区域与森林的过渡地带，受人
类活动影响小；其生态环境质量一般的区域主要集中人类活动密集地，如县城和零星小镇，人类生
活及其生产活动对地表覆被破坏程度大；其生态环境较差和差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河流流经的沿岸地
区，因该地带的坡度大，土壤侵蚀严重，植被生长条件差。2013 年秭归县的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质
量优，植被覆盖率的提高和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其生态环境质量良、
一般和较差的分布区域所占面积小，并且空间分布零散；其质量差的分布区域的面积变大，因三峡
蓄水后，流域面积扩大，土壤侵蚀较严重，造成生态环境变差。
3.2

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分析

3.2.1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总体概况 根据图 8 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得分值，相比 2002 年，2013 年
秭归县的生态环境的总体质量得到提升。2002 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得分的最大值 648.351，最小值
1.598；2013 年秭归县的综合得分最高值 918.855，最低值 0.732，相比 2002 年总体提高 41.72%，但
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从划分的生态等级角度，统计结果表明（见表 3）在 2013 年“差”等
表 3 秭归县的生态级别面积和比例
Table 3 The area and percentage of eco-environment in Zigui County
2002
2013
生态环境质量等级
Grades of eco-environment 面积（km²）Area 百分比（%） Percentage 面积（km²） Area 百分比（%） Percentage
差
20.6361
0.93%
70.254
3.06%
较差
16.5978
0.75%
10.0332
0.44%
一般
43.956
1.97%
29.2725
1.27%
良
826.1694
37.11%
289.1709
12.58%
优
1318.811
59.24%
1899.205
82.65%

级的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为 3.06%，相比 2002 年增加了 2.13%；“较差”等级所占比重为 0.44%，
较 2002 年比重下降 0.31%；“一般”等级和“良”等级所占比重在 2013 都有所下降，分别为 0.7%和
24.53%；“优”等级的面积比重为 82.65%，相比于 2002 年增加了 23.41%。因此，秭归县的生态环境
质量的生态等级总体为优良，并逐渐向优的方向发展。
3.2.2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检测 利用 RS 和 GIS 相结合可以实现对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的生态环境变
化监测，同时具有快速和可视化强的优点。依据 2 个年份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图，利用 GIS 软
件对秭归县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差值变化检测。从图 9 和表 4 分析可知，从 2002 年到 2013 年秭归
县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的面积为 135.504 km²，仅占了总面积的 6.09%，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的地区
面积为 606.76 km²，占了总面积的 27.26%，表明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从图 9 可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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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质量变差的地区集中在河流沿岸，坡度大的土地利用过渡地带及一些新增的居民建设用地。
质量变好的地区集中在河流外围的农耕地区，而质量不变区域则集中在秭归县边缘的植被覆盖率高
的地区和一些零碎地区。

3.2.3 生态环境质量的转移动态分析 为了揭示秭归县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利用 GIS 的空
间分析工具，通过对 2 个年份的生态等级分布图叠加并计算，而获得秭归县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转
移矩阵（表 5）。从表 5 可知，生态环境等级差的地区主要向较差等级转移，占该等级总共转移的
81.01%，表明该等级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一定程度地改善，而转移到其它三等级的较少；生态等级
较差的地区主要转移到一般和良，分别占该等级总共转移的 56.41%和 36.50%；等级一般的区域，主
要转移到良等级，占了该等级总共转移的 76.74%；生态等级为良的地区主要转移为优，占了该等级
总共转移的 92.73%；等级为优的区域主要转移到良，占该等级总共转移的 90.21%。同时，生态等级
转向优和良等级的面积，占总共转移面积的 92.98%，而转向差和较差等级则只占总共转移面积的
0.48%。综上所述，秭归县生态环境从 2002 年开始生态环境质量逐年得到改善，其生态环境质量主
要向优和良的等级发展，仅有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变差。
表 5 2002~2013 年秭归县生态环境质量等级转移矩阵（km²）
Table 5 Grade transfer matrix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Zigui County from 2002 to 2013
等级 Classes
差 Poor
较差 Poorer 一般 Common 良 Good 优 Excellent
0.004
0.038
0.619
1.665
0.294
差
0.064
0.259
1.318
4.929
0.817
较差
0.009
0.493
2.707
5.482
0.838
一般
0.004
0.319
10.047
107.513
17.973
良
0.002
0.024
1.108
154.090
155.937
优

4

讨 论

根据综合评价和时空变异分析表明，从 2002~2013 年，秭归县的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均属
于“优”和“良”，并逐渐向优的方向发展，但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差。2002 年生态环境质量好的
区域分布在南部地区，质量差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其研究结果与汪善勤[28]等人的成果具有
一致性。2013 年该县生态环境质量优于 2002，前期与三峡大坝的修建、移民工程等对地表植被的破
坏有关，后期政府大量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等，恢复了当地的植被覆盖率，
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仅有河流沿岸的生态环境变差，与水网密度变化引
起的一列环境问题有关。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与植被盖度、水网密度、生物丰度、人类活动和土壤
侵蚀 5 类因子息息相关，植被盖度在 PC1 和 PC2 中的特征向量均为正值，表明对生态环境起正面效
应，当地政府应在三峡水库建成后大量植树造林，恢复植被覆盖率，强化其水土保持作用，同理，
水网密度对生态环境起着负面效应，应加强对水流的引导，修建沟壑、水坝等水利工程，减少水土
流失。生态环境质量变好区域集中在河流的外延区域，因当地改善了灌溉条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开发清洁能源和建设生态村镇等，质量变差区域集中在河流沿岸地区，其水库的修建改变了当地的
水文条件和微地形，植被盖度降低和城市人口增加等。秭归县生态环境总体向优和良发展，过去 10
年当地政府的生态修复措施改善了生态环境。研究结果为当地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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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技术和时间的限制，提取的生态评价因子及构建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模型仍存在一
些不足。同时，也没有对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驱动力因子深入探讨及对策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
中，将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5

结 论

利用 2002 年和 2013 年的遥感影像及其提取的土地利用数据，运用主成分变换集成评价指数，
构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模型，对秭归县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并利用差值检测和生态等级转
移矩阵，进一步揭示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在 RS 和 GIS 技术的支持下，
运用主成分变换集成生态评价指数，依据评价指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率为权重，减少了主观性
因素对评价准确度的影响。从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PC1 和 PC2 保持了原来 95%以上的信息，当地
生态环境主要受植被盖度和人类活动指数的影响。
（2）在 2013 年秭归县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优”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82.65%，相比 2002 年增加了
23.41%，表明秭归县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恢复，与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实际相吻合。但生态环境质
量等级处于“差”的区域占总面积的比重也从 0.93%上升到 3.06%，表明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差，
河流沿岸的土壤侵蚀严重，应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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