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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和协同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现有研究较少从社会-生态环境的角

度进行分析，难以对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以祁连山地区为研究区，利用 InVEST
模型和 CASA 模型对 2019 年五项调节服务（碳固定、碳储存、产水量、土壤保持和水质净化）和一项支持
服务（生境质量）进行计算，结合多元回归树分析法，研究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对社会-生态环
境的响应。结果显示，全区尺度上六项服务间呈协同关系，主要受到土地利用类型、降雨和植被覆盖度
的影响。植被覆盖区的服务供给量整体高于无植被覆盖区。研究区可被分为 5 个聚类，不同聚类内服
务间关联存在差异。无植被覆盖且年均降雨量低于 440. 2 mm 的区域与植被覆盖度高于 0. 559 的非耕
地区内，服务间关联均呈显著协同，后者服务整体较高。降雨升高可促使无植被覆盖区内产水量和土壤

保持与其他服务间呈权衡关系，植被覆盖度较低或耕地区内服务间关联变弱。研究成果可为生态管理
和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空间异质性；多元回归树分析；祁连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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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态系统服务依此而生，因此不同服务间通常存在复

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获
［1］

取的各项产品和服务 。它是连接自然生态环境和
人类社会的桥梁，其可持续利用是实现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2-3］。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
结果显示，全球 60% 的生态系统都处于退化状态，评

杂关联，包括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和同升同降的协
同关系［13］。服务间关联分析可为土地利用管理和生
态规划提供关键信息，
逐渐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14］。
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会
随时间和空间分布而变化，因此难以通过简单的统
计分析方法来进行计算［15-17］。现有研究多采用相关

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对

性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叠置分析等方法来

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4-6］。

探索服务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简单易行，但难以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已成为地理学、

表 征 服 务 间 的 非 线 性 关 联 及 其 空 间 异 质 性［13，18］。

生态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

Mouchet 等［19］提出现行的分析方法仅适合提供关于

［7］

［8］

题，国内外多位学者从概念定义 、分类体系 、定量
［1］

［9］

［10］

［11］

评估 、
权衡分析 、
供需耦合 、
驱动机制 、
政策制
［12］

服务的变化趋势和相对高低的初步信息。相关性
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难以判别非线性关系，通常是在

定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生态系统中，碳循环、

全区尺度上分析整体关联，不足以反映服务间关联

水循环、
污染降解等生态过程相互依赖、
相互影响，
生

的空间异质性［15］。叠置分析的结果存在很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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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会因个人观点而变化，降低了不同地区研
［13］

究的可对比性

。因此，迫切需要引入新的方法来

探索服务间关联的非线性和空间异质性。另一方

929

它是我国干旱区与非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我国

200 mm 年 等 降 水 量 线 ，其 生 态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27-28］。本研究对祁连山地区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面，服务的时空变化会受到降雨、气温、土壤、植被

进行研究，分析服务间非线性关联的空间差异性及

分布等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人口分布、城镇

其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响应机制，为祁连山地区的

［5，20］

扩展等社会经济条件的综合影响

。定量化探索

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关联的社会-生态驱动机制，对
协调服务间权衡、制定生态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

生态管理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祁连山地区（93°56′
~103°90′E，
35°84′
~39°97′N）

义［21-22］。现有研究多对单项服务的社会-生态驱动
机制进行分析，缺少对服务间关联的形成机制的研

地处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

究，难以对协调服务间权衡、增强服务间协同提供

是疏勒河、黑河、石羊河三大内陆河流域的水源涵

［23］

有效的管理建议

。同时，现有研究多在区域尺度

上对服务的驱动机制进行整体研究，对服务间非线
性关联的空间异质性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造成服务
间权衡的关键环境因子及其阈值效应，不足以对土
［15］

地利用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建议

。

山区占据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大概 1/4 的地表

面积，为全球大概 12% 的人口提供住所，是全球超

过 50% 的物种的热点分布区［24］。山区可为全球提

供粮食、木材等原材料，可防护泥石流、风沙侵蚀等

养地（图 1）。它横跨甘肃、青海两省，总面积约为

19. 47×104 km2，海拔 1 937~5 792 m，高程自东南向

西北呈降低趋势，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
障。内有雪山、冰川、森林、灌丛、草原、草甸、沼泽、
湿地等多种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类型，也是我国重
要的野生动物迁徙廊道，社会-生态环境多样［29-30］。

2
2. 1

研究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的计算

自然灾害，能够保存特有文化，并为多样化物种提

基于研究区的社会-生态环境特征和主要生态

供生境，因此山区生态系统服务可全面表征山区为

问题，本研究重点分析可以缓解全球变暖趋势的碳

［25］

人类社会提供的服务和效益

。祁连山是我国西

部重要的生态屏障，承担着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
［26］

保护等生态重任，被誉为河西走廊的“母亲山” 。

Fig. 1

［31］
服务（碳固定和碳储存）
、水文相关服务（产水量、

土壤保持和水质净化）和物种多样性保持的支持服
务（生境质量）。主要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

图 1 祁连山地区位置和高程图
The location of Qilian Mountains in China and its 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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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类型
高程
土壤
植被覆盖

主要数据来源
The main data sources
来源（下载网址）

30 m

国家青藏高原数据中心（http：//data. tpdc. ac. cn/zh-hans）

1 000 m

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下载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 gscloud. cn）

30 m

ASTER GDEM 数字高程数据，下载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 gscloud. cn）

30 m

Landsat OLI 影像（http：//www. gscloud. cn）

45 个矢量点，空间插值为 30 m

气象数据

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
（http：//data. cma. cn）

9 个矢量点，空间插值为 30 m

水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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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辨率

土地利用

2. 1. 1

冻

《2020 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和《2020 年青海省水资源公报》

碳固定

公式如下：

碳固定服务利用 InVEST 模型的 Carbon 模块进

C tot = C below + C soil + C dead

（1）

行计算，分为地下生物碳、土壤碳和死亡有机碳，以

式中：C tot 为碳固定量，C below 为地下生物碳储量，C soil

土地利用类型为评估单元，利用各类碳在不同土地

为土壤碳储量，C dead 为死亡有机碳储量。不同土地

［32，33，34］

利用类型内的平均碳密度进行评估
Table 2
碳库
地下生物碳
土壤碳
死亡有机碳

2. 1. 2

表2

。其计算

利用类型内各类碳的平均碳密度如表 2 所示。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内各类碳库的平均碳密度（单位：Mg·hm-2）

The average carbon densities of three pools in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unit：Mg·hm-2）

耕地

林地

草地

灌丛

80. 7

115. 9

86. 5

115. 9

13

13

2

13

108. 4

236. 9

99. 9

236. 9

碳储存

湿地

水体

建筑用地

0

0

0

0

0

0

21. 6

0

0

裸地

冰川/积雪

0

0

0

0

21. 6

0

蒸发、植物蒸腾、植物最大根系深度以及可用水量

碳 储 存 通 过 植 被 净 初 级 生 产 力（Net Primary

等参数，假定各栅格所有产水量都经过地表或地下

Productivity，NPP）进行表示，指的是地表植被在单

径流到达流域出口，最终将各栅格的产水量在子流

位面积单位时间内积累的有机物总量，为植被通过

域尺度上进行加权或平均［36］。其计算公式如下：

(

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量减去自养呼吸消耗量。

Y xj = 1 -

本研究以朱文泉等提出的基于 CASA 模型的 ENVI
遥感计算模块（zhu_npp_calc）进行计算［35］。其计算

AET xj
=
Px

公式如下：
NPP ( x，t ) = APAR ( x，t ) × ε ( x，t )

（2）

APAR ( x，t ) = SOL ( x，t ) × FPAR ( x，t ) × 0.5

（3）

ε ( x，t ) = ε max × Tε ( x，t ) × Wε ( x，t )

式中：NPP（x，t）为像元 x 在 t 月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g C·m-2·a-1，APAR ( x，t ) 为像元 x在t 月的光合有效
辐射（g C·m ），ε ( x，t ) 为像元 x在t 月的实际光能利
-2

用率（g C·MJ-1），SOL ( x，t ) 为像元 x 处在 t 月的太阳
总辐射，FPAR ( x，t ) 为像元 x 处在 t 月的光合有效辐

射吸收率，常数 0. 5 表示植被所能利用的太阳有效
辐射占太阳总辐射的比例，Tε ( x，t )、Wε ( x，t ) 分别

表示温度和水分胁迫系数，ε max 为在理想条件下植
被的最大光能利用率。
2. 1. 3

产水量

ET 0 PM =

（5）

1 + ω x R xj
1 + ω x R xj +

R xj =

（4）

)

AET xj
× Px
Px

K xj ET 0

1
R xj

x

（6）

（7）

Px

900
μ2 ( es - ea)
T + 273
（8）
Δ + γ ( 1 + 0.34μ 2 )

0.408Δ ( R n - G ) + γ

-

式中：Y xj 为土地覆被类型 j 上栅格单元 x 的年产水量
（mm）；P x 为栅格单元 x 的年降水量（mm）；AET xj 为
实际年平均蒸散发量（mm），ω x 为气候与土壤属性
关系的非物理参数；R xj 为潜在蒸散发与降水量的比
值；K xj 为植被类型的蒸散系数；ET 0 为栅格单元 x 的
x

蒸散发量（mm），ET 0 PM 为计算参考作物蒸发蒸腾量
-

的 Penman-Monteith 公式，其中 T 为计算时段内的平

产水量通过 InVEST 模型 Water Yield 模块进行

均气温（℃），Δ 为饱和水气压（kPa·℃-1），R n 为太阳

计算。该模块基于水量平衡原理，综合降雨、地表

净 辐 射（MJ·m-2·d-1），G 为 土 壤 热 通 量（MJ·m-2·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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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本文 G＝0，γ 为湿度计常数（kPa·℃-1），e s 为饱
和 水 气 压 、e a 为 实 际 水 气 压（kPa），μ 2 是 高 出 地 面

2 m 处的平均风速（m·s ）。模型基于水文站点的监
-1

测数据进行多次校准。
2. 1. 4

境适宜性；k 为半饱和常数，取 D xj 最大值的一半；
z 为归一化常数，取 2. 5。

2. 2

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和协同关系分析

首先，创建样本数据集，利用 ArcGIS 10. 4 软件

中的“创建随机点”和“值提取至点”工具创建生态

水质净化

水质净化通过 InVEST 模型 NDR 模块进行计

算，仅考虑面源污染，基于长期稳定的污染物移动
计算各像元的污染物拦截量，综合高程、根系限制
层深度、降雨量、土地利用、植被可利用水含量、平
均潜在蒸散发等参数进行计算。参考相关研究获
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污染物拦截系数和过滤
量［37］。其计算公式如下：
NE i = ALV i × f j
ALV i = (

（9）

λi
) × pol i
λ-w

（10）

式中：NEi 为像元 i 中的污染物截留量（kg·pixel ）；fj
-1

为各土地利用类型 j 的污染物截留容量；ALVj 为像
元 i 内基于水文敏感系数的污染物载荷量调整值；

系统服务时间变化的样本数据集，内含 100 000 个

样本点，不同点之间距离超过 300 m，以降低其空间
自相关性。第二，在区域尺度上，采用相关性分析
和主成分分析定量化研究六项服务间的关联。对
样本数据集中各变量进行 z-score 标准化处理，以消
除 数 据 量 纲 的 影 响 。 Kolmogotov-Smirnov 检 测 的
结果显示变量存在非正态分布，因此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来计算其相关性，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探索
不同服务间关联的接近程度。以上分析主要通过 R
语言软件“corrgram”和“vegan”包实现。
多元回归树分析（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
MRT）为机器学习算法中二元回归树分析的拓展，
可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用于分析复杂的生态数

poli 为像元 i 的输出系数 ；λi 为像元 i 的输出指数 ；

据，并探索多元生态数据和环境因子间的关系。该

λ-w 为平均输出指数。

方法以自变量为分类节点，利用二分类法将因变量

2. 1. 5

土壤保持

逐步分为不同类型，可有效模拟变量间的非线性关

土 壤 保 持 通 过 InVEST 模 型 SDR 模 块 进 行 计

系，已广泛应用于研究物种分布与环境因子之间的

算，该模块基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USLE 进行计算，

关系，并以此划分植物群落类型［41］。基于研究区的

主要包括上坡泥沙来源下地块自身拦截量与植被

社会-生态环境特征，以选择因子的代表性和数据

覆盖和水土保持措施下减少的土壤侵蚀量，以潜在

的可获得性为原则，参考服务的计算方法和相关研

［38］

土壤侵蚀量减去实际土壤侵蚀量来表示
算公式如下：

SEDR x = SE x∑y = 1 USLE y ∏
x -1

x -1
z=y+1

。其计

( 1 - SE )

SEDRET xD = RKLS x - USLE x + SEDR x

z

（11）
（12）

式中：SEDR x 为栅格 x 自身拦截的沉积物保留量（单

位：t）；SE x、USLE y 以及 SE z 分别表示为栅格 x 的截留

究，选择对六项服务可能存在显著影响的社会-生

态环境因子［42］（表 3）。以六项服务为因变量，以 13
表3

Table 3

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影响因子
The potential socio-ecological factors of
ecosystem services

类型

因子

单位

率、上坡栅格 y 产生的泥沙量（单位：t）以及上坡栅

高程

m

格的泥沙截留量（单位：t）；SEDRET xD 为土壤保持量

坡度

%

（单位：t）；RKLS x 与USLE x 表示为潜在土壤侵蚀量

年均降雨量

mm

年均气温

℃

（单位：t）和实际土壤侵蚀量（单位：t）。
2. 1. 6

自然生态环境

生境质量

生 境 质 量 通 过 InVEST 模 型 Habitat Quality 模

日照时数

h

土壤类型

-

土壤水分

%

块进行计算，基于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威胁因子敏感

土壤 PH 值

-

度、外界威胁强度以及威胁因子的空间权重和影响

植被覆盖度

%

距离进行计算［39-40］。计算公式如下：

(

é
D zxj
Q xj = H j êê1 - z
D xj + k z
ë

)

ù
úú
û

（13）

式中：D xj 为生境胁迫水平；H j 为土地利用类型 j 的生

社会经济环境

注：-代表无量纲单位。

土地利用类型

-

至道路的距离

km

至水体的距离

km

至耕地的距离

km

932

冰

川

项环境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树分析，以此
探索服务间权衡和协同关系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对
社会-生态环境的响应机制。

3
3. 1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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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2，且在第一主成分上均有较大载荷，在东南部

地区较高，在西南部地区较低，其中碳储存的空间
异质性相对最高。水质净化与前三项服务也存在
较高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 65~0. 85，同样呈西

低东高的分布格局，但在西部地区随高程出现较大

区域尺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和
服务间关联
在区域尺度上，对祁连山地区六项生态系统服

差异。此外，土壤保持和产水量的相关性为 0. 46，
与其他服务间的相关性均小于 0. 42，显示两服务与
其他服务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其较高值主要

务的空间分布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

出现在西北部的石羊河流域。总的来说，在区域尺

分析，定量化探索六项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服务

度上，就空间分布而言，除了产水量与水质净化间

间的整体关联（图 2、图 3）。结果显示，2019 年，六项

之外，六项服务间均存在显著的协同关系。六项服

服务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东南部相对较

务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碳固定、碳储存和生境质

高，西北部相对较低，各项服务就空间分布而言均

量，第二组为土壤保持和产水量，第三组为水质净

呈正相关性。六项服务中，碳固定、碳储存和生境

化，同一组内服务关联更为紧密，空间分布较为相

质量的空间分布较为相似，两两之间相关性均高于

似，不同组间关联性较低，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Fig. 2

图 2 2019 年祁连山地区六项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图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ix ecosystem services in Qilian Mountains in 2019

图 3 基于空间分布的六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关联图及原理分析结果
Fig. 3 The corrgram and principle analysis result of six ecosystem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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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生态系统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差异及其环境响

3. 2. 1

子即为一个聚类。然后对不同聚类内各项服务的
值域范围进行对比（表 4）。结果显示，聚类 1 中，产

应机制
空间差异性

水量和土壤保持处于全区平均值水平，其他服务均

通过多元回归树分析，定量化研究六项服务及

低于平均值，其中碳固定、产水量和生境质量远低

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差异性，并探索其环境响应机

于其他聚类，而碳储存、土壤保持和水质净化处于

制。基于 CVRE 值最小表示预测能力最佳为原则，
经交叉验证，最终的多元回归树由 5 片叶子组成，模

拟精度（R2）达 0. 904，模拟结果良好（图 4）。研究结

果显示，基于六项服务及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差异
性，整个研究区可被分为 5 个聚类，回归树的每片叶

较低水平。因此，六项服务均呈协同关系。聚类 2

中，产水量远高于平均值，土壤保持略高于平均值，
水质净化略低于平均值，碳固定、碳储存和生境质
量远低于平均值。其中，产水量和土壤保持要高于
其他聚类，碳固定和水质净化相对较低，而碳储存

注：从上到下依次为生态系统服务聚类的主要驱动因子的阈值、各聚类内各项服务的特征和聚类的空间分布图，从左至右依次为
CS1-碳固定，CS2-碳储存，WY-产水量，SDR-土壤保持，NDR-水质净化，HQ-生境质量

Note：From top to bottom，the thresholds of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ecosystem service clustering，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ervice in each cluste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clusters are shown in order. From left to right，CS1-Carbon storage，CS2-Carbon sequestration，
WY-Water yield，SDR-Soil retention，NDR-Nutrient retention，HQ-Habitat quality

Fig. 4

图 4 生态系统服务聚类的属性和空间分布及其环境因子阈值
The attribut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 and their socio-ecological environment

Table 4

表4

多元回归树结果的定量统计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

聚类 1

聚类 2

聚类 3

降雨量（<440. 2 mm）

降雨量（≥440. 2 mm）

植被覆盖度（<0. 559）

--

-

=

+

++

碳储存

-

--

+

=

+

产水量

--

++

=

-

+

土壤保持

-

+

+

=

++

水质净化

-

-

=

++

=

生境质量

--

--

+

=

++

项目

水体、建筑用地、裸地、冰川/积雪
树特征
碳固定

聚类 4

耕地、林地、草地、灌丛、湿地
耕地

聚类 5

植被覆盖度（≥0. 559）

林地、草地、灌丛、湿地

注：=表示在五个聚类内处于中等水平；--表示在五个聚类内相对最低；-表示在五个聚类内较低；+在五个聚类内较高；++表示在五个
聚类内相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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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境质量远低于其他叶子。因此，聚类 2 中产水

量和土壤保持与其他服务间呈权衡关系。聚类 3
中，碳固定和水质净化处于全区平均值水平，产水

量低于平均值，三者相较于其他聚类均处于中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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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主，且植被覆盖度相对较高。

4
4. 1

平，而碳储存、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略高于全区平

讨论
生态系统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异质性
生态系统中碳循环、水循环、植被生长等生态

均值，三者呈协同关系。聚类 4 中，碳固定和产水量

过程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依此而生，

略低于全区平均值，碳储存和水质净化远高于平均

因此不同服务间通常会存在一定关联［13］。地形、地

值，土壤保持位于平均值水平，而生境质量远低于

质、地貌、水文、气候等生态环境因子和道路网、人

平均值。其中水质净化远高于其他聚类，碳固定相

口分布等社会经济因子的时空异质性共同造就了

对较高，产水量相对较低，而其他服务处于中等水

服务间关联的复杂性。该复杂性不仅存在于空间

平。因此，聚类 4 中水质净化和碳固定呈协同关系，
与产水量均呈权衡关系。聚类 5 中，碳固定和水质

尺度上，即服务间关联可能随社会-生态环境不同
而变化，还存在于时间尺度上，即服务间关联可能

净化处于全区平均值水平，碳储存远高于平均值，

从早期的协同关系变为后期的权衡关系［43］。因此，

产水量、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高于平均值，其中碳

在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过程和土地利用规划过程

固定和生境质量远高于其他叶子，水质净化处于平

中，需要对服务间关联的时空异质性进行详加考

均水平，而其他三项服务均处于略高水平。因此，

虑。国内外多位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现有结

除水质净化外的五项服务在聚类 5 内均呈协同
关系。
3. 2. 2

社会-生态环境响应机制

结果显示（图 4），12 个社会-生态环境因子中三

果显示山区的调节服务间多呈协同关系［24］，这与本

研究中全区尺度上的结果相一致，但与聚类 2 和聚

类 4 内调节服务间多呈权衡关系的结果相反。这与
两区域内特殊的生态环境存在很大关系。乔木、灌

个因子的影响最为显著，分别是土地利用格局（第

木、草本等地表植被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层和第三层的分割点）、降雨量（第二层的分割

它可通过光合作用从空气中吸收大量碳，也可对降

点）和植被覆盖度（第二层的分割点），其他环境因

雨和地表污染物进行截留，同时固定土壤阻止土壤

子的影响被前三个因子所掩盖或代替。在回归树

流失，在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作

的第一级分层中，依照土地利用类型为无植被覆盖
用地（水体、建筑用地、裸地和冰川/积雪）和有植被
覆盖用地（耕地、林地、草地、灌丛和湿地）而分割，
前者依照年均降雨量高低被分为叶子 1（<440. 2 mm）
和叶子 2（≥440. 2 mm），而后者则依照植被覆盖度
高低进行第二层分级，植被覆盖度较低（<0. 559）的

为叶子 3，植被覆盖度较高的继续进行第三级分层，
其中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的区域为叶子 4，用地类

型为林地、草地、灌丛和湿地的区域为叶子 5。每片

叶子即为一个聚类。聚类 1 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用［20］。聚类 2 内地表无植被覆盖且降雨量较高，因

此产水量较高而碳储存较低，二者因而呈权衡关
系。聚类 4 的情况与此相反，植被覆盖度较高，且多

为耕地，对降雨的拦截作用较强，因而产水量较低
而水质净化较高，二者呈权衡关系。因此，山区内
调节服务间关联并不一定为协同，降雨量过高或单
一的土地利用类型（耕地）会使服务间关联从协同
变为权衡，在降雨较高的山地区可鼓励植被种植和
恢复，在耕地区推行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降污
措施，对服务提高和服务间权衡关系的协调十分

和东部和青海湖地区，以水体、建筑用地、裸地和冰

重要。

川/积雪等无植被覆盖用地为主，且降雨相对较低。

4. 2

聚类 2 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高程较高的地区，同

样无植被覆盖，但降雨量相对较高。聚类 3 遍布整

个研究区，以耕地、林地、草地、灌丛和湿地等有植

被覆盖用地为主，且植被覆盖度相对较低。聚类 4
面积最小，仅占分布在黑河和石羊河流域内部分地
区，以耕地为主，且植被覆盖度相对较高。聚类 5 主

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地区，以林地、草地、灌丛和湿

社会- 生态环境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及服务
间关联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干旱区半干旱区的山地生态

系统中，就碳固定、碳储存、产水、水质净化、土壤保
持和生境质量六项服务而言，土地利用类型、降雨
量和植被覆盖度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重要决定
因素，其影响要超过其他环境因子。降雨量的高低
更多的受到全球尺度上气候的宏观影响，在区域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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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难以控制和改变［44-45］。相较而言，土地利用格

结果的推广。第三，多元回归树分析可将社会-生

局和植被覆盖度为可控管理因子。研究结果可为

态驱动因子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同一平台上，判别

土地利用管理和空间规划提供有效参考，有助于政

产生服务聚类和服务间关联的环境条件。但该方

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判别主要的

法也存在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未考虑服务的空间

保护对象和关键生态问题［46-48］。如在黑河流域的耕

集聚性，相较于应用更为广泛的自组织迭代聚类

地区域，服务供给以高水质净化和低产水量为主要

法，获得的服务聚类在空间上分散性较高，特别是

特征。该地区农业生产以灌溉为主，依靠上游地区
降水和冰川融水，其自身的产水服务不足以满足日
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而农业生产在追求经济效益
的同时，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
染问题［49］，耕地地表植被覆盖度较高，可截留部分
污染，提供相对较高的水质净化服务，但仍有一定

聚类 3，这也是未来研究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多元回归树分析法定量化分析

2019 年祁连山地区六项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碳固

定、碳储存、产水量、土壤保持、水质净化和生境质

的污染流入河流［50］。因此，在该地区农业生产过程

量）间的非线性权衡和协同关系，揭示服务分布和

中推行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降污措施对提高生

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异质性，探索其社会-生态驱动

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机制和关键阈值。六项服务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土

山区地势陡峭，其地表植被可有效缓冲和保护
周边低地免于滑坡、雪崩等自然灾害的危害，也可
截留大气降雨和地表径流以降低洪水威胁，保护土
壤免遭侵蚀并增强土壤发育过程［51-52］。结果显示，
有植被覆盖区内相较于无植被覆盖区，除产水量可
能较低外，其他五项服务都较高，表明了植被覆盖
在山区环境质量提高和生态效益供给方面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在有植被覆盖的地区，植被覆盖度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地形、气候、水
文和人类活动因子，植被覆盖度较低的地区碳储存
服 务 较 低 ，这 与 秦 岭 - 大 巴 山 区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40］。其次为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相较于其他用
地，因其地表植被较为密集且为氮磷等污染物的重
要来源而提供较高的水质净化服务，同时受人类活
动的干扰较强，其环境和生存物种较为单一，因此
提供的生境质量服务较低。
4. 3

多元回归树分析的优劣
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树分析来判别生态系统

服务间关联的空间异质性和驱动机制，该方法可有
效考虑服务间关联的非线性和阈值效应。例如，研
究区在年降雨量为 440. 2 mm 处存在阈值效应，高

于该值产水量与碳储存间的关系从协同变为权衡，
在生态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需加以考虑。第二，数
理统计方法通常对输入数据有所要求［53-54］，如皮尔
逊相关系统分析要求数据呈正态分布［15］。相较于
其他方法，多元回归树分析对输入数据的要求较
低，便于对多源数据进行处理，结果易于解读，便于
管理者和研究者就政策制定进行探讨，有利于研究

地利用类型、降雨和植被覆盖度的影响，整体均呈
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其中碳固定、碳储存和生境
质量的空间分布更为相似，土壤保持和产水量更为
相似，而水质净化与其他服务的分布格局差异较
大。在全区尺度上，六项服务整体呈协同关系，但
该关联在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下存在显著的空间异
质性。
基于六项服务空间分布和服务间关联的差异
性，祁连山地区可被分为五个聚类，各聚类内六项
服务的供给特征和服务间关联相对一致。无植被
覆盖度区内服务供给和服务间关联受降雨量的影
响更大，年均降雨量高于 440. 2 mm 时，整体服务相

对较高，产水量和土壤保持与其他服务间呈权衡关
系。在植被覆盖区内，服务供给受植被覆盖度的影
响更大，植被覆盖度低于 0. 559 或耕地区内服务间
关联减弱。

谨以此文，纪念恩师李吉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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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e-offs among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socio-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Qilian Mountains
LÜ Rongfang， ZHAO Wenpeng， TIAN Xiaolei， ZHANG Jianming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he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among ecosystem services
（ESs）. Rare studies have analyzed it from the aspect of socio-ecological environment，thus failed to integrate
ESs into ecosystem management. Using Qilian Mountains as the study area，we have quantified six critical ESs
（carbon storage，carbon sequestration，water yield，soil retention，nutrient retention and habitat quality）
through InVEST model and CASA model，then explore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ES trade-offs and their re⁃
sponse to socio-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ynergies
exist among these six ESs at regional scale，which were mostly impacted by land use pattern，precipitation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ESs in regions covered by veget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e one without vegetation cover⁃
age. The whole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ES bundles，whil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ESs differed in differ⁃
ent bundles. Specially，significant synergies among six ESs in ES bundle 1（areas without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lower than 440. 2 mm）and ES bundle 5（non-cropland areas with higher vegetation cov⁃
erage than 0. 559）. Increased precipitation would drive the trade-offs between the two ESs of water yield and

soil retention and other four ESs in areas without vegetation coverage，while ES relationships tended to weaken
in areas with lower vegetation coverage or in cropland.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ecologi⁃
cal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ecosystem service；trade-off and synergy；spatial heterogeneity；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
Qilia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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