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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xEnt 模型的胡杨潜在适生区预测研究
陈豪杰 1，聂 艳 1※，刘新华 2，刘 斌 2，张 辉 2
（1. 华中师范大学 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079；2.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
阿克苏管理局，阿克苏 841000）

摘要：【目的】科学预测阿克苏河流域的胡杨潜在适生区并划分为不同等级，为阿克苏河流
域胡杨的物种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实地调查获取胡杨的实际生长样点后，借
助最大熵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MaxEnt）和地理信息技术预测阿克苏河流域胡杨潜
【结果】对初步确定的气候、土壤、地
在适生区，分析了环境因子与胡杨生长的响应关系。
形等 28 个环境因子进行贡献率分析和共线性诊断，筛选出了影响胡杨潜在分布的 12 个主要
限制因子；利用 MaxEnt 软件，经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检验模型精度后，预测了胡杨的潜在
适生区范围，高适宜区和中适宜区的面积约为 3 838.28 km2，主要分布在阿克苏河流域东北
方向温宿县五团场南部边缘、省道 207 途径的多浪水库周边地区、流域南侧阿瓦提县丰收三
场周边、阿拉尔市十二团场南部边缘和十六团场南部边缘，这 4 个区域是胡杨潜在适生重点
保护区域；等温性（Bio3）、最暖月最高温度（Bio5）、最干季度平均温度（Bio9）、年降水
量（Bio12）、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ESP）、和海拔（DEM）是主要影响胡杨分布的
环境因子。【结论】研究结果可为流域天然植被保护恢复、生态输水工程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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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阿克苏河作为塔里木河流域最大的源流，其水源保证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下游

广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1］。近年来，随着阿克苏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下，流域内水资源问题对当地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已经
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胡杨等天然植被也逐渐退化，严重削弱了其涵养水源，防风固
沙，释氧固碳等生态功能。因此亟待预测胡杨的潜在适生区，为胡杨的保护和管理部门
开展引种栽培选区工作提供有力参考，同时也为恢复和改善阿克苏河流域生态环境和保
障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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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作为杨柳科杨属中历史最悠久的植物，是一种中型落叶天然乔木，是稀有树种
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荒漠区。它的首要作用在于防风固沙，创造适宜的绿洲气候
和形成肥沃的土壤，对荒漠地区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农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研究表明，在西北内陆干旱区，水分胁迫是限制天然植物生长发育的最直接、最主要的
因素，塔里木河中下游胡杨衰败由干旱造成［2］；胡杨根蘖苗的水分主要来源于母株浅层
根系远端根吸收的土壤水，对土壤水的利用取决于浅层根系对水分的吸收，对浅层土壤
水的利用受到浅层土壤含水量的明显影响［3］；不同林龄胡杨的主要吸水层位不同，随着
胡杨龄的增长，其主要吸水层位趋向于更深、更广，所利用的主要水源更趋近于稳定的
地下水，此外降水对胡杨幼苗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成熟胡杨［4］；生态输水可以有效地遏
制受水区域胡杨缺水衰败的势头，植被的覆盖率和植物种类得到增加和恢复，动物活动
轨迹增多［5］。目前，学者对胡杨流域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塔里木河干流，如利用遥感
数据研究了塔里木河流域胡杨种群结构与分布格局、生态价值以及生理特性与环境变化
的关系［6-9］。而对塔里木河上游阿克苏河流域胡杨研究较少，且只涉及到胡杨物种、群
落特征以及胡杨年轮生长特点等方面［10］，而对阿克苏河流域胡杨潜在适生区预测研究
鲜有见闻。因此，文章选择阿克苏河流域胡杨为研究对象，基于胡杨的现状地理分布和
气候环境变量，运用最大熵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MaxEnt）和 GIS 技术相结合
的方法，预测胡杨的潜在适生区，以期为胡杨保护恢复、引种栽培选区、生态输水工程
等提供有力参考，同时也为恢复和改善阿克苏河流域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阿克苏河流域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地处塔里木河上游平原地区，地理位置为

40°8′~41°34′N，78°47′~82°7′E，区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该区属于暖温带干旱型气候，
具有明显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常年干燥少雨，蒸散发量和昼夜温差都比较大。流域
植被主要为天然低山植被、人工防护林和平原绿洲农田植被等。水源主要来自高山冰雪
融水，大气降水以及少量的地下水。该区包括乌什县、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
阿拉尔市及沙雅县 6 个辖区的部分地区，总面积 3.5 万 km2。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样本数据
胡杨地理分布数据来源：（1）对研究区胡杨进行实地调查，获取 70 个胡杨生长区域

的 GPS 定位样点。（2）以高分一号、高分二号为基础数据，利用专家决策树法解译得到
70 个样点。为降低群集效应造成的误差，去除经纬度重复、分布信息缺失及无法准确获
得经纬度的数据点，最后获得 129 个有效分布样点。其中 97 个（75%）为试验样本，32
个（25%）为验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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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Ent 模型简介
MaxEnt 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室研发的用于物种分布预测的专业模型，它基于

最大熵理论，根据物种当前分布的不完整信息和环境变量（气候、植被、地形等）之间
的紧密联系，找出物种分布的最大熵，从而对物种的潜在适生区分布进行预测［11-13］。近
年来，MaxEnt 模型在物种潜在适生区的预测上已得到广泛应用，预测精度较高［14-16］。该
研究基于 MaxEnt 3.4.1 版本完成。
2.3

数据获取

2.3.1 气候因子

研究认为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环境因子有气候、土壤和海拔［13-16］。阿克苏河流域是

我国天然胡杨的集中分布地区之一。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阿克苏河流域胡杨生长区的环
境特点，选取 1970—2000 年世界气候数据库（http：//www.worldclim.org /）的 19 个生物气
候变量（空间分辨率为 30 m）。
表1

气候因子

Table 1 Climate factors
气候因子

含义

单位

气候因子

含义

单位

Bio1

年平均气温

℃

Bio11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

Bio2

气温日较差

℃

Bio12

年降水量

mm

Bio3

等温性

—

Bio13

最湿月降水量

mm
mm

Bio4

气温季节差

℃

Bio14

最干月降水量

Bio5

最暖月最高温度

℃

Bio15

降水量的季节变化

—

Bio6

最冷月最低温度

℃

Bio16

最湿季度降水量

mm

Bio7

气温年较差

℃

Bio17

最干季度降水量

mm

Bio8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

Bio18

最暖季度降水量

mm

Bio9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

Bio19

最冷季度降水量

mm

Bio10

最暖季度平均温度

℃

2.3.2 土壤因子

根据胡杨抗寒、抗热、耐盐碱等特性，选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中心发布的世界土

壤数据库（HWSD v1.2）中的土壤有效水含量、黏土含量、沙土含量、碳酸钙含量、土壤
酸碱度、可交换钠盐含量、土壤容重和有机碳含量 8 个土壤因子（空间分辨率为 30 m）。
表2

土壤因子

Table 2 Soil factors
土壤因子

含义

单位

AWC

土壤有效含水量

mm

TC

上层土壤黏土含量

%

TS

上层土壤沙土含量

%

CaCO3

上层土壤碳酸钙含量

%

2.3.3 海拔因子

土壤因子

含义

单位

pH

上层土壤酸碱度

—

ESP

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

%

BULK

上层土壤容重

kg/dm3

OC

上层土壤有机碳含量

%

从世界气候数据中心获取源于（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SRTM）的高程数

据（空间分辨率为 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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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地图数据

研究区范围内的行政区划图（1∶100 万）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https：//www.webmap.cn/）。
2.4

数据预处理
以研究区范围为底图，将 129 个胡杨样点数据、19 个生物气候因子和海拔因子输入

ArcGIS 10.2，掩膜处理后得到研究区范围各因子的栅格数据，借助 ArcTool box 中的栅格
转 ASCII 工具将其转为 ASCII 格式，以满足 MaxEnt 模型对数据的要求。由于土壤数据库
（HWSD v1.2）包括多种土壤属性数据，需基于不同属性数据中的相同字段将图层与不同
土壤属性数据进行连接，再借助 ArcTool box 中的查找表工具提取出影响胡杨生长的 8 个
土壤因子，掩膜处理后保存为 ASCII 格式备用。
2.5

适宜性因子选取
为科学预测胡杨的适宜生长区域，不宜选取过多的变量。因此在应用 MaxEnt 模型进

行预测前，先进行环境变量的筛选，即借助 MaxEnt 模型内置的刀切法（Jackknife），计
算每个变量对预测模型的贡献率，剔除对预测模型贡献率较低的环境变量，保留对预测
模型贡献率较大的环境变量（表 3）。对前述气候、土壤和海拔的 28 个因子贡献值进行排
序，最终选择单个因子贡献率在 1% 以上，累计贡献率达 96.8% 的 12 个环境因子，分别
为年平均气温（Bio1）、气温日较差（Bio2）、等温性（Bio3）、最暖月最高温度（Bio5）、
最冷月最低温度（Bio6）、最干季度平均温度（Bio9）、最冷季度平均温度（Bio11）、年
降水量（Bio12）最干月降水量（Bio14）、上层土壤酸碱度（pH）、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
盐含量（ESP）和海拔（DEM）。
表3

环境变量贡献结果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Contribution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变量

贡献百分比（%）

累计贡献率（%）

变量

贡献百分比（%） 累计贡献率（%）

ESP

15.9

15.9

OC

0.4

Bio6

15.5

31.4

Bio17

0.3

98.7
99

DEM

12.9

44.3

Bio16

0.3

99.3

Bio14

11.5

55.8

Bio7

0.3

99.6

Bio5

8.7

64.5

Bio10

0.2

99.8

Bio12

8.7

73.2

Bio18

0.1

99.9

Bio2

7.1

80.3

TS

0.1

100

Bio1

6.6

86.9

TC

0

100

Bio11

3.8

90.7

Caco3

0

100

Bio9

2.5

93.2

Bio13

0

100

pH

2.1

95.3

Bio4

0

100

Bio3

1.5

96.8

BULK

0

100

Bio15

0.9

97.7

Bio8

0

100

AWC

0.6

98.3

Bio19

0

100

另外，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自相关性及共线性，这些变量的高度相关性
会在模型预测过程中对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利用 SPSS 共线性诊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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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nce（容忍度）<0.2 或 VIF（方差膨胀因子）>10 为依据，如果诊断结果符合此条件
则表明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反之不然。将上述的 12 个环境变量输入 SPSS 中进行共
线性诊断，诊断结果显示这 12 个环境变量的 VIF 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表明这
12 个环境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因此最终确定这 12 个因子参与 MaxEnt 模型预测。
2.6

最大熵模型设置
在 MaxEnt 模型中左列输入胡杨样点分布经纬度数据，右列输入环境变量数据，使用

刀切法（Jackknife）来测定各变量权重，并勾选创建变量响应曲线来判断物种对各环境变
量的响应特征，然后将基本设置中的随机测试百分比设置为 25%，作为测试集来验证模
型。另外 75% 的胡杨分布点作为训练集进行模拟，其他参数均设置为默认状态。

3

结果与分析

3.1

预测结果
由于 MaxEnt 输出的结果是 ASCII 格式，需利用 ArcGIS 的 ArcTool box 格式转换工具，

将 ASCII 格式数据转换为栅格以便在 ArcGIS 中显示。而后利用 ArcGIS 重分类命令中的自
然间断点分级法进行适生等级划分，将阿克苏河流域胡杨适生区划分为 4 个等级，分别为
不适生区（分布概率 P<0.11）、低适生区（0.11 ≤ P<0.33）、中适生区（0.31 ≤ P<0.66）和
高适生区（P ≥ 0.66），最终得到阿克苏河流域胡杨的潜在适生分布图（图 1）
。

Fig.1

图1

基于 MaxEnt 模型的胡杨潜在适生区预测

Populus euphratica forest potential suitable area prediction based on MaxEnt model

流域内胡杨高适宜区总面积约 1 109.77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3.14%；自北向南主
要分布在流域东北方向温宿县五团场南部边缘、省道 207 途径的多浪水库周边地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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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南侧阿瓦提县丰收三场周边、阿拉尔市十二团场南部边缘和十六团场南部边缘。流域
内胡杨中适宜区总面积约 2 728.51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7.73%；主要分布阿克苏温宿
机场与阿克苏市中间地带；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西北以及喀勒塔勒镇东部；温宿县五团
场部分地区以及古勒阿瓦提乡南北延伸一带；阿瓦提县三团场、丰收大渠、丰收二场、
博斯坦乡周边地区；阿拉尔市西北部七团场、八团场部分地区以及西南部与阿克苏市南
区接壤地区。流域内胡杨低适宜区总面积约 6 249.39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7.71%；主
要分布在中适宜区的外围，并形成对中适宜区的包围之势。流域内胡杨不适宜区面积最大，
面积约 25 206.1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71.42%，主要分布在前三者以外的大部分区域。
3.2

预测精度评价
MaxEnt 模型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可反映模型的精确度，其与横坐标

所围成的面积（即 AUC 值）为 0~1，其值越大模型预测越精准，AUC 值为 0.5~0.6 表示
预测失败，0.6~0.7 表示预测较差，0.7~0.8 表示模型预测良好，0.8~0.9 表示预测效果好，
大于 0.9 说明预测结果可靠性极好，能较准确地反映物种潜在分布。
使用 ROC 曲线对当前气候条件下阿克苏河流域胡杨潜在适生区分布的预测结果进
行验证，结果如图 2 所示。可见，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的 ROC 曲线都位于随机分布模型
ROC 曲线的上方且相距较远，训练集和测试集的 AUC 值分别达到了 0.926 和 0.910，明显
大于随机分布模型的 AUC 值 0.5，说明此次 MaxEnt 模型对阿克苏河流域胡杨潜在适生区
分布的预测结果可靠性极好，此次预测结果与胡杨实际地理分布情况比较吻合，结果可
用于阿克苏河流域胡杨的潜在适生区预测。

图2

Fig.2

3.3

基于 MaxEnt 模型预测结果的 ROC 曲线分析

ROC curve analysis based on MaxEnt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基于 MaxEnt 模型预测结果的环境因子分析
基于 MaxEnt 模型，运用刀切法对各环境因子进行分析，可判断不同环境因子与胡杨

适生区分布之间的关系。判定标准：蓝色条带代表“仅此变量”，条带越长表示分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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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说明该变量对物种分布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青色条带代表“除此变量”，即除该变
量外剩余变量贡献之和的训练得分，如果“除此变量”得分较低，则说明该变量含有某
些独特信息，对物种分布同样比较重要；红色条带代表所有环境变量对所建模型的累积
贡献率。
基于 MaxEnt 模型预测结果的环境因子训练增益结果如图 3 所示。横坐标表示规范
训练增益的大小，纵坐标表示环境变量，条带显示的规范训练增益数值越大，则说明此
环境变量对胡杨的分布影响越大。由图 3 可见，在所分析的 12 个环境因子中，等温性
（Bio3）、最暖月最高温度（Bio5）、最干季度平均温度（Bio9）、年降水量（Bio12）、上
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ESP）、和海拔（DEM）6 个因子的“仅此变量”训练增益得
分均接近或高于 0.3，对胡杨分布区的预测结果有较大的影响，其中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Bio9）和海拔（DEM）的“仅此变量”训练增益得分均达到 0.4，说明二者对胡杨分布
影响最大。此外，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ESP）的“除此变量”训练增益得分最
低，几乎接近 1.4，说明该变量可能含有较多的独特信息，对物种分布较为重要。

Fig. 3

3.4

图3

基于 MaxEnt 模型预测结果的环境因子规范训练增益

Regularized training gai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Maxent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基于 MaxEnt 模型预测结果的主导环境因子响应
为了进一步明确主导环境因子对胡杨生长的响应关系，基于 MaxEnt 模型得出上述单

一环境因子（Bio3、Bio5、Bio9、Bio12、ESP、DEM）的响应曲线（图 4）。这些曲线显示
了物种分布的预测概率是如何随每个环境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并将所有其他环境变量保
持在其平均样本值。由图 4 可见，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胡杨适生区分布变化较大。其
中胡杨对等温性（Bio3）的响应表现为随着等温性的提高其分布概率就越高，直到等温
性提高至 35，胡杨的分布概率达到最大值 1。最暖月最高温度（Bio5）对胡杨分布概率
影响表现为从 26~34.4℃胡杨分布概率一直都维持在接近 0.7 的高度，随着温度继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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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布概率呈现出近乎直线下降，并在 35.5℃降至 0。最干季度平均温度（Bio9）对
胡杨分布概率影响表现为在 -7℃以下时，分布概率极低，但在 -7~-5℃之间时，分布概
率急剧上升，并且在约 -4.5℃时分布概率达到最大值 0.7，随后在 -4.5~4℃之间分布概
率一直较高。年降水量（Bio12）对胡杨分布概率影响表现为在年降雨量约 30~42 mm 时
胡杨分布概率都极高，在 0.9 以上，但是年降雨量在约 42~44 mm 之间时胡杨的分布概率
呈现出近乎直线下降的过程，然后随着降雨量不断增加，分布概率也不断增加，直到降
雨量达到 153 mm 左右时，分布概率达到约 0.9，且不再增加。海拔（DEM）对胡杨分布
概率影响表现为从 1 000 m 时的接近于 0 的概率迅速上升到 1 100 m 时的 0.72 左右，然
后随着海拔继续增加，其分布概率一路下滑，在 1 600 m 时就接近为 0。上层土壤可交
换性钠盐含量（ESP）对胡杨分布概率影响表现为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为 0 时，

Fig. 4

图4

单一主导环境因子响应曲线

Response curve of a single dominant environmental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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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分布概率最大，随着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增加，分布概率一直下降，达到
3.5% 时分布概率几乎为 0。以上结果表明，胡杨潜在分布区受气候，土壤，海拔因子的
共同影响，胡杨适宜分布的区域有以下特征：最暖月最高温度在 26~34.4℃，最干季度平
均温度在 -4.5~4℃，年降水量约 30~42 mm，海拔 1 100 m 左右，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
含量不高于 1.5%。

4

结论
（1）阿克苏河流域的胡杨潜在高适宜区和中适宜区面积约为 3 838.28 km2（其中高适

宜区为 1 109.77 km2，中适宜区为 2 728.51 km2），共占阿克苏河流域总面积的 10.88%。
（2）影响胡杨潜在分布的环境因子主要有等温性（Bio3）、最暖月最高温度（Bio5）、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Bio9）、年降水量（Bio12）、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ESP）、
和海拔（DEM）等，其中主导因子有最干季平均温度和海拔。胡杨适宜分布的区域
为 最 暖 月 最 高 温 度 在 26~34.4 ℃， 最 干 季 度 平 均 温 度 在 -4.5~4 ℃， 年 降 水 量 约 30~
42 mm，海拔 1 100 m 左右，上层土壤可交换性钠盐含量不高于 1.5%。
（3）流域东北方向温宿县五团场南部边缘、省道 207 途径的多浪水库周边地区、流
域南侧阿瓦提县丰收三场周边、阿拉尔市十二团场南部边缘和十六团场南部边缘是胡杨
的高潜在适生区。这些区域应鼓励适当地多引种胡杨，同时实施生态输水工程，不仅可
以提高胡杨的成活率和成木率，逐渐恢复其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生态保护功能，改善
生态环境，还可以开发其旅游资源价值，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在不适宜胡杨生存的潜在分布区，应尽量减少胡杨的引种，避免造成人力、物力和
财力的无谓浪费。
参考文献
［1］聂艳 , 马泽玥 , 周逍峰 , 等 . 阿克苏河流域土壤湿度反演与监测研究 . 生态学报 , 2019, 39 (14): 5138-5148.
［2］陈亚宁 , 李卫红 , 陈亚鹏 , 等 . 新疆塔里木河下游断流河道输水与生态恢复 . 生态学报 , 2007, 27 (2) : 538-545.
［3］彭刚 , 赵成义 , 李君 , 等 . 新疆塔里木河胡杨根蘖苗水分来源初探 . 干旱区研究 , 2014, 31 (06): 1093-1099.
［4］刘树宝 . 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荒漠河岸林胡杨水分来源研究 . 乌鲁木齐 : 新疆农业大学 , 2014.
［5］孟阳阳 , 何志斌 , 刘冰 , 等 . 干旱区绿洲湿地空间分布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以三大典型内陆河流域为例 .
资源科学 , 2020, 42 (10): 2022-2034.
［6］王希义 , 徐海量 , 潘存德 , 等 . 塔里木河下游胡杨生物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西北植物学报 , 2016, 36 (11): 2314-2321.
［7］艾萨迪拉 · 玉苏甫 , 玉米提 · 哈力克 , 阿不都拉 · 阿不力孜 , 等 . 基于地面 LiDAR 数据的塔里木河下游胡杨结构
参数反演 . 生态学报 , 2020, 40 (13): 4555-4565.
［8］王希义 , 彭淑贞 , 徐海量 , 等 . 基于生物量的塔里木河下游胡杨 (Populus euphratica) 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 生态学报 ,
2019, 39 (4): 1441-1451.
［9］热孜也木 · 阿布力孜 , 玉米提 · 哈力克 , 塔依尔江 · 艾山 , 等 . 塔里木河下游胡杨叶片性状特征及其对水分胁迫
的响应 .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 2019, 47 (5): 46-51.
［10］史浩伯 , 孙桂丽 , 王桂华 , 等 . 阿克苏河中游荒漠河岸林物种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 . 水土保持通报 , 2020, 40 (2):
9-15, 23.
［11］董波 , 李建伟 , 林杰 , 等 . 基于 MaxEnt 模型预测漆树在中国的潜在适生区研究 .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 ) ,
2020, 40 (2): 79-85.
［12］张梅 , 禄彩丽 , 魏喜喜 , 等 . 基于 MaxEnt 模型新疆枣潜在适生区预测 . 经济林研究 , 2020, 38 (1): 152-161.

中国农业信息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 55 ·

［13］厉静文 , 郭浩 , 王雨生 , 等 . 基于 MaxEnt 模型的胡杨潜在适生区预测 . 林业科学 , 2019, 55 (12): 133-139.
［14］李华林 , 白林燕 , 冯建中 , 等 . 新疆叶尔羌河流域胡杨时空格局特征 . 生态学报 , 2019, 39 (14): 5080-5094.
［15］高生峰 , 叶茂 . 塔里木河上、中游极端干旱区淹灌对胡杨 (Populus euphratica) 长势的影响 . 生态科学 , 2020, 39
(2): 50-57.
［16］李端 , 司建华 , 张小由 , 等 . 胡杨 (Populus euphratica) 对干旱胁迫的生态适应 . 中国沙漠 , 2020, 40 (2): 17-23.

Research on prediction of potential suitable areas of populus
euphratica based on MaxEnt model
Chen Haojie1，Nie Yan1※，Liu Xinhua2，Liu Bin2，Zhang Hui2
（1. Hube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62，China；2. Aksu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arim River Basin of Xinjiang，Aksu 841000，China）

Abstract：
［Purpose］Scientifically predict the potential suitable areas of Populus euphratica in
the Aksu River Basin and divide them into different level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ecies of Populus euphratica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Method］After the
actual growth samples of Populus euphratica were obtaine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the
maximum entropy niche model（MaxEnt）and GIS technology were used to scientifically predict
the potential suitable areas of Populus euphratica and classify them，and simultaneous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growth of Populus euphratica Responsive relationship.
［Result］The contribution rate analysis and collinearity diagnosis of 28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climate，soil，and topography，were conducted，and 19 main limit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us euphratica were screened out；using the maximum entropy
niche model（MaxEnt），After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was tested b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the potential suitable area of Populus euphratica was predicted，with an area
of about 3838.28 km2，including high and medium suitable areas，In the northeast of the Aksu
River Basin，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Fifth Regiment Field in Wensu County，the surrounding
area of Dulang Reservoir through Provincial Highway 207，the surrounding area of the Harvest
Third Regiment Field in Awat County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basin，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Twelfth
Regiment Field in Alar City and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Sixteenth Regiment Field is a key protected
area with potential suitable for Populus euphratica；temperature（Bio3），highest temperature of the
warmest month（Bio5），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driest quarter（Bio9），annual precipitation
（Bio12），the exchangeable sodium content of the upper soil（ESP），and altitude（DEM）are the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us euphratica.［Conclusion］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natural vegetation in the
watersh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delivery projects.
Key words：potential suitable area；populus euphratica；MaxEnt model；Aksu River Ba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