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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典型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
匹配时空演变*
——以挠力河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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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微观尺度分析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时空动态及其变化趋势，旨在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和耕地利用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以三江平原挠力河流域为研究区，运用耕地水
资源有效供给量与耕地需水量的比值法，探析 2000—2020 年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时空动态；借
助 Theil-Sen 趋势分析法和 Hurst 指数分析法，对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空间变化趋势及其未来变
化趋势持续性进行定量化分析。［结果］（1） 时序变化上，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

频数分布呈双峰分布特征且其中轴线逐渐向高值移动。（2） 空间动态上，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
匹配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增强的变化特征，其相对高值区由流域中游东部向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转移，并且
其 Sen 趋势度大于 0 的耕地面积比例达到 94% 以上。（3） 未来变化趋势上，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

匹配相对强持续性升高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93.73%，主要分布在流域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的大部分区域。

［结论］ 受气候变化和人工调控的影响，虽研究区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较低，但在时空
动态上均呈现出明显升高的变化特征，且呈现持续性升高的未来变化趋势，结果可为优化调配水土资源时
空耦合关系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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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表现为耕地利用过程中耕地水资源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组合[1]，其

匹配程度关系到区域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粮食安全[1,2]。三江平原地处东北边疆，水土资源总量丰富，
且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耕地面积显著增加[3]，湿地大面积转变为水田[4]，已成为典型高强度农业开发区、
国家粮食主产区，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挠力河流域位于三江平原腹地，是三江平原农业活动最
活跃区域，也是三江平原典型沼泽性河流流域，其土地利用开发活动具有典型代表性。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该流域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耕地开发利用，耕地面积占流域总面积的比例已达到 60% 以上[5]，并且

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和水稻可观经济利益驱动下，水田面积快速增长，流域耕地利用格局发生剧烈
变化[6]，耕地需水量骤增，耕地水资源供给短缺问题逐渐显现。2002—2014 年挠力河流域耕地缺水面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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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3.96 万 hm2 [7]。为解决缺水问题，常年过度开采地下水用于耕地灌溉，导致地下水位降低，也使水资源

动态平衡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因此，该区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问题亟待解决。准确地掌握水土资
源匹配时空动态及其演变趋势，可以为挠力河流域乃至三江平原的耕地利用水土资源优化调配和高标准
基本农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水土资源匹配可以反映某一区域农业生产过程中耕地利用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在时空上的量比关系[8-10]，
揭示一定区域尺度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时空分配的均衡状况和满足程度。当前，相关学者根据这一概念
界定，结合各自的研究目标，对其内涵表述不断深化，其发展经历了从单位面积耕地拥有农业灌溉水资
源量的单一供给的角度[11]，到农业水资源量与区域耕地面积上灌溉需水量的比值[12]或农业水资源量与区域
耕地需水量的比值[5]等供给与需求角度的变化过程；并且农业水资源表征也经历了从仅考虑农业灌溉水资
源[11]到既包括灌溉“蓝水”又包括有效降水“绿水”[13]的变化过程，水土资源匹配概念内涵不断完善。根
据概念内涵的界定，多数研究采用单位面积耕地所拥有的农业水资源量法[14]，区域耕地面积上的农业水资
源量与灌溉水资源需求量的比值法[12]，以及单位面积上水资源总供给量和耕地需水量的比值法[5]等测算水
土资源匹配程度。研究尺度主要集中于市域[15]、省域[16]、地区[17,18] 等中宏观的空间尺度以及年或作物全生
育期的时间尺度[1,19]。微观尺度下作物各生育期的水土资源匹配研究较为缺乏，且作物全生育期水土资源
匹配程度的衡量未能充分考虑作物各生育期的水土资源匹配状态和耕地水分敏感性的影响，仅从耕地水
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值的角度分析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其研究结果对于耕地利
用水土资源调配的指导性不足。

文章以三江平原挠力河流域为研究区，以 30m×30m 网格为研究单元，微观尺度下探析作物各生育期

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作物各生育期耕地产能的水分敏感性，采用耕地水资源

有效供给量与耕地需水量的比值法，探析挠力河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时空动态及其变化趋势，
以期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耕地利用水土资源优化调配提供重要参考。

1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概况
挠力河流域地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腹地，流域

面积约为 249 万 hm2 （图 1）。该流域春季少雨干旱，
夏季雨水丰沛，秋季易发洪涝，年内降水分布不均
匀，6—9 月份降水比例达到 70% 以上。挠力河流域

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的特征，河流水系流向为西
南—东北方向。该流域包括山地和平原两种主要地
貌类型，平原主要分布于流域中游和下游，山地则
主要分布于流域上游。该流域涉及饶河县、富锦
市、宝清县、友谊县、集贤县、双鸭山市和七台河
市共 7 个县市，农业活动十分活跃，其耕地面积占

图1

挠力河流域区位

流域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60% 以上，其中，水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已超过 36%[5]，该流域已成为三江
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取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作物生育期 （5—9 月） 云量低于 5% 的 Landsat TM/

OLI 遥感影像作为耕地利用数据源 （坐标系统为 WGS 1984），经过遥感影像校正、镶嵌等初步处理后，采

取人工目视解译方法，提取研究区耕地利用数据 （耕地利用类型具体划分为水田和旱地两类）。耕地利用
数据提取精度验证采取相同的遥感解译方法获取 2009 年研究区耕地利用数据，并将其与同年份的全国第

第7期

张

莹等：三江平原典型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时空演变

51

二次土地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数量精度和空间分布一致性精度均达到 86% 以上，精

度较好，符合该研究要求，其他年份的耕地利用数据均可采用该方法提取。降水、温度、风速等气象数
据，以及农作物生育期、植株高度等农作物生长发育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地表蒸散数据采
用 MOD16A2 ET 逐月数据，利用 NASA 提供的 MRT （MODIS Reprojection Tool） 软件将 HDF 格式文件转换
为 WGS 1984 坐标系统下的栅格文件，利用 ArcGIS 10.2 软件进一步镶嵌融合、裁剪等，进而获取覆盖研究

区范围的蒸散数据。地表径流量数据来源于菜嘴子水文站，该水文站位于挠力河流域的下游出口处，其
集水面积占流域总集水面积的 89% 以上[19]，可以反映挠力河流域的水文状况。

2
2.1

研究方法
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
水土资源匹配指数可以反映某一区域农业生产过程中耕地可利用水资源和耕地需水量在时空上的量

比关系[12]，该研究引入该指数用以描述区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的时空匹配状况。根据该研究区“雨养—灌
溉兼具型”农业的特点和该研究目标，将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界定为耕地利用过程中耕地水资源供给
与耕地水资源需求之间的量比关系，以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与作物最佳生长状态下耕地需水量之间的
比值来表征 （其中，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是指耕地实际获得的水资源量，不包含地表产流量等无效供
给部分）。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指数越大，表明该地区该时段内耕地利用水资源有效供给与耕地水资源
需求之间的时空一致性越好，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越高[8,9,13]。公式为：
MIi (t) = SIi (t) /DIi (t)

（1）

式 （1） 中，MIi (t)为时段 t 不同耕地利用类型 i 的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指数；SIi (t)表示时段 t 不同耕地

利用类型 i 的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 （m3）；DIi (t)表示时段 t 不同耕地利用类型 i 的耕地需水量 （m3）。根据

作物生育期特征及该研究目标，将时段 t 分别确定为作物生育前期、中期和后期。DIi (t)≥0，SIi (t)≥0，除洪涝

特殊气象灾害情况外，多数情况下耕地需水量大于等于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MIi (t)的取值范围为 0～1，
其数值越大，表明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越高，反之则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越低[8,9,13]。当 MIi (t)=0 时，表明不存在
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当 MIi (t)≥1 时，表明耕地需水量小于等于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

由于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在作物各生育期的分配比例对耕地作物产能影响较大，并且作物产量在

各生育期对水分的敏感程度差异较大[20,21]，因此，在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指数的基础上，该研究进一步
提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概念，是指在综合考虑作物各生育期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与
耕地需水量的量比关系和耕地作物产能的水分敏感性两个因素的基础上，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过程中
耕地水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量比关系的综合表达，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越高，表明作物全生
育期耕地利用水土匹配的综合程度越高，水土资源条件越优。公式为：
CMIi(全生育期) =MIi(前期)+ βMIi(中期) + δMIi(后期)

（2）

式 （2） 中，CMIi （全生育期） 表示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反映作物生育期耕地利

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程度的高低，取值范围在 0～1，其数值越大，表明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

匹 配 综 合 程 度 越 高 ， 反 之 则 作 物 全 生 育 期 耕 地 利 用 水 土 资 源 匹 配 综 合 程 度 越 低 ； MI i （前期）、 MI i （中期）、
MI i （后期） 分别表示作物生育前期、作物生育中期和作物生育后期的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指数，i 为耕地利
用类型 （水田或旱地）；α、β、δ 分别为作物生育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耕地产能水分敏感指数，根据已有
文献研究[18,19] 和研究区调研可知，该研究区作物生育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耕地产能水分敏感指数分别为
0.3、0.5、0.2。
2.2

耕地需水量确定

耕地对水资源的需求和利用主要是为了满足耕地作物生长的需求。因此，以耕地的作物需水量表征
耕地需水量，即作物最佳生长状态下的水资源需求量；根据研究区作物生育期划分[5,22]，采用作物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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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蒸散量来计算作物需水量[23]，进而获取作物各生育期的耕地需水量。采用 FAO 推荐的模型法[7,24]计算
耕地需水量 （即作物需水量），公式为：
ETc= ET0·Kc

（3）

式 （3） 中，ETc 表示作物需水量 （mm），ET0 表示参考作物蒸散量 （mm）；Kc 表示作物系数。FAO 推

荐的 Penman-Monteith 模型的“大叶”模式特点符合该研究目的，因此，根据挠力河流域的海拔、纬度、
气温、相对湿度、日照、风速等实地数据，利用该模型计算研究期内研究区参考作物蒸散量 ET0，具体公

式及计算过程详见文献[19]。参考 FAO 推荐[25]的不同生育期的作物标准系数 Kc(Tab)计算 Kc，根据挠力河流域的

作物高度、气候条件等实际情况对作物标准系数进行修正，公式详见文献[26]，进而确定研究期内研究区耕
地作物系数 Kc （表 1）。

表1
作物

生育期

玉米

前期
中期
后期

2.3

2000—2020 年挠力河流域耕地作物系数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1.19

1.18

1.17

1.17

1.17

0.76
0.62

0.76
0.66

0.75
0.66

0.74
0.61

0.73

作物

生育期

水稻

前期

0.57

中期
后期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1.19

1.19

1.18

1.17

1.17

1.14
0.91

1.13
0.94

1.12
0.94

1.12
0.91

1.11
0.88

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确定
基于耕地水分平衡理论[27]，对该研究中各耕地利用类型的水分平衡过程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确定研究

区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
2.3.1

旱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确定
该研究区内旱地基本无灌溉措施，旱地水分来源于自然降水，其水分平衡过程符合天然状态下的耕

地水分平衡过程，经过推导[5]，旱地的水资源有效供给量等于有效降水量，具体公式为：
D 旱地(t) = Pe(t)

（4）

式 （4） 中 ， D 旱地(t) 表 示 时 段 t 旱 地 的 水 资 源 有 效 供 给 量 （mm）； Pe(t) 表 示 时 段 t 旱 地 的 有 效 降 水 量
（mm）。采用美国农业部土壤水土保持局推荐的方法对有效降水量进行计算[22]，具体公式详见文献[5]。
2.3.2

水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确定
该研究区水田所需水分的来源既包括自然降水也包括人工灌溉水，其水分平衡过程符合人工调控状

态下的耕地水分平衡过程，依据研究区地形地势和土壤理化性质条件，经过理论推导[5]，人工调控状态下
水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等于除地表产流量后的天然降水量与灌溉水量之和，换言之，等于用于作物蒸腾
和地面蒸发所需的水资源消耗量 （即实际蒸散量），公式为：
D 水田(t) = ETc(t)

（5）

式 （5） 中，D 水田(t) 表示时段 t 水田的水资源有效供给量 （mm）；ETc(t) 表示时段 t 水田的实际蒸散量
（mm）。水田的实际蒸散量根据研究区逐月实际蒸散量数据累加得到。依据水量平衡理论[28]，对遥感监测
所得的 MODIS 地表蒸散量的准确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其精度符合研究要求。
2.4

Theil-Sen 趋势分析法

将 Theil-Sen 趋势分析法应用到该研究中，可以解释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并

为未来变化趋势分析奠定基础。计算公式[29]为：
xj - xi
S = median
1＜i＜j＜n
j-i

（6）

式 （6） 中，S 为 Sen 趋势度，xj、xi 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时间序列，当 S＜0 时，表示

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呈降低变化趋势，当 S＞0 时，表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呈升
高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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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st 指数分析法

基于重标准差 （R/S） 分析方法的 Hurst 指数分析法可以有效判断某一指标时间序列的可持续性或反

持续性作用，近年来在植被变化研究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0,31]。该研究采用该指数用以探析耕地利用水
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持续性变化特征。其基本原理和公式为[29]：

给定某一时间序列{ξ(t)}，t=1，2，…，对于任意正整数 τ=1，定义均值序列为：
1 τ
< ξ > τ = ∑ξ ( t)
τ=1，2，…
τ t=1

（7）

累积离差为：

X ( t,τ) = ∑( ξ ( t) - < ξ > τ )
t

u=1

1≤t≤τ

（8）

极差为：

R (τ) = max X ( t,τ ) - min X ( t,τ )
1≤t≤τ

1≤t≤τ

标准差为：

τ=1，2，…

（9）

1

é1 τ
ù2
S (τ) = êê ∑( ξ ( t) - < ξ > τ ) 2 úú
ëτ t = 1
û
Hurst 指数为：

τ=1，2，…

R (τ) /S (τ) = ( cτ ) H

（10）

（11）

若存在 R/S∝τ ，则说明时间序列{ξ(t)}存在 Hurst 现象 。用 H 表示 Hurst 指数，其数值在双对数标系
[29]

H

（lnτ，lnR/S） 中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32]。H 取值范围为 0~1；H=0.5 时，表明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在时

间尺度上是随机性序列，不存在长期相关的特征；H 越接近于 1 时，表明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在时间尺

度上的趋势持续性越强；H 越接近于 0 时，表明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在时间尺度上的趋势反持续性
越强。

3
3.1

结果与分析
耕地利用及其内部结构的动态变化

2000—2020 年挠力河流域耕地面积持续增加，耕地利用结构变化剧烈，旱地面积比例降低，而水田

面积比例快速增长。20 年来流域耕地面积比例增加了 9.12%；2000—2020 年旱地的面积比例由 77.37% 波

动降低至 62.04%，而水田的面积比例由 22.63% 增长至 37.96%，其中，2010—2015 年水田的面积比例变化
最为剧烈，其年均变化率为 2.60%。与此同时，2000—2020 年研究区耕地空间分布变化明显，水田空间分
布呈扩张变化特征，并由流域中游东部逐渐向中游西部和下游转移 （图 2）。

图2

2000—2020 年挠力河流域耕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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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时空动态
综合考虑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在作物各生育期的分配比例差异和作物产量在各生育期对水分的敏

感程度差异，可以准确地表达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2000—2020 年挠力河流域耕地
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时序变化明显，水土资源匹配空间分布变化剧烈。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挠力河流域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均主要

集中在 0.40 以下，其耕地面积比例分别为 77.34%、75.71%、76.80%、63.80%；至 2020 年，研究区作物全

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主要集中在 0.60 以下，其耕地面积比例为 61.64% （图 3）。与此同

时，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和 2020 年挠力河流域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
均存在大于 1.0 的情况，其耕地面积分别为 1.08hm2、13.18hm2、22.81hm2、2336hm2、2531hm2。2000 年和

2005 年作物全生育期，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中游东部，然而

2010—2020 年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高值区则主要分布在流域中游东北部、中游西部和下游

图3

2000—2020 年挠力河流域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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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并且其高值区空间分布范围逐渐扩大 （图 4）。

作物全生育期挠力河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较低，但呈现出明显升高的变化趋势。2000—

2020 年作物全生育期挠力河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频数分布呈双峰分布特征，其双峰中

轴线分别由 0.36 和 0.59 逐渐移动至 0.55 和 0.86 （图 3），并且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大于 1.0 的耕地面积比

例明显提升，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空间异质性增强，其综合指数的相对高值区呈现出由流域中游东
部向流域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转移的动态变化特征 （图 4）。

图4

3.3

2000—2020 年作物全生育期挠力河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布

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变化趋势
由上文分析可知，2000—2020 年作物全生育

期挠力河流域耕地水土资源匹配的空间异质性呈
现增强的变化特征。为了进一步揭示研究区耕地

表2

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分析
Sen 趋势度

变化类型

面积比例（%）

大于零

升高趋势

小于零

降低趋势

94.73
5.27

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变化趋势与空间分异，该研究基于 Theil-Sen 趋势分析法，利用 ArcGIS10.2 软件对研
究区每个网格单元的多年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进行计算并分析。由表 2 可知，挠力河流域耕地

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在空间上明显呈现出升高的变化趋势 （升高区域的面积比例＞降低区域的面积比
例），其中，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升高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94.74%。由图 5 可知，研究区耕地利
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 Sen 趋势度介于-0.056 3~0.088 3，平均升高速度为 0.016 0。研究区 94% 以上

耕地的水土资源匹配程度呈现出升高的变化趋势，而仅有不足 6% 耕地的水土资源匹配程度呈现出降低的
变化趋势，其降低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零星分布特征，相对主要集中在挠力河流域中游东部区域。
3.4

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未来变化趋势

为了掌握研究区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未来变化趋势，运用 Hurst 指数分析法，利用

ArcGIS10.2 软件对研究区进行逐个网格单元的计算和分析。由图 6 可知，挠力河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
配综合指数的 Hurst 指数变化范围主要集中在 0.50~0.986 7，表明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整体呈

现出未来持续性变化趋势。采用自然断点法进一步分组分析 （图 6、7） 可知，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

匹配综合指数的 Hurst 指数大于 0.50 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97.63%。其中，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
Hurst 指数主要集中分布在 0.65~0.80，其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74.18%，同时，Hurst 指数大于

0.75 的耕地面积比例达到 30% 以上，表明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未来变化呈现强持续性趋势。
从 Hurst 指数空间分布状况 （图 6） 可以看出，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强持续性变化趋势区域主
要分布在流域的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

为了更进一步明晰挠力河流域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变化趋势及其未来可持续性特

征，该研究利用 ArcGIS10.2 软件将 Hurst 指数空间分布与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变化趋势空间分
布进行叠加并分析，进而得到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升高、降低与未来持续性变化趋势
的空间耦合分布状况。由图 8 可以看出：在空间尺度上，挠力河流域未来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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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

图6

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
Hurst 指数变化

空间变化趋势

图7

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
Sen 趋势度的频数分布直方图

图8

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
Hurst 指数与变化趋势的空间耦合关系

持续性降低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5.27%，其中，其相对强持续性降低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93.42%，主要集中

分布在流域中游东部，而相对弱持续性降低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6.58%，零星分布在流域中游西部和流域下
游；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持续性升高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94.73%，其中，其相对强持续

性升高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93.73%，分布于流域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的大部分区域，而相对弱持续性升高
的耕地面积比例为 6.27%，在流域内零星分布。

4

讨论
水土资源匹配状态直接关系到耕地粮食产能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其研究可以为提高粮食有效供给和

水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科学指导。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该研究在以下两方面进行了拓展和补充：一是微观
尺度分析作物各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关系并综合考虑耕地产能水分敏感性的基础上，定量计算
了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对于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表达
更为准确和科学；二是实现了空间尺度上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未来变化趋势的定量刻画，可以为制
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划和水土资源优化调配策略提供重要参考。
挠力河流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时空演变具有明显特征。研究发现，无论是时序变化方面还是空
间动态方面，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均呈明显升高的变化趋势，且其相对高值区或其相对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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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区域均逐渐转移或分布于挠力河流域的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3 点：一是研究区

耕地有效降水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5]，对于耕地利用水土资源综合匹配程度具有一定影响；二是研究区耕
地灌溉水量占耕地水资源有效供给量的比例逐年大幅度提升[5]，对于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具
有重要影响；三是研究区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是七星农场、友谊农场、红卫农场和创业农场等国营农垦
农场所在地，并且该区域地下水位较高，地下水丰富且容易获取[33,34]，该区域通过抽取地下水灌溉的人工
调控方式和耕地规模化经营管理，影响着区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空间变化趋势，同时，由于地下
水过度开采也导致了该区域的地下水埋深明显大于其他区域[35]，严重影响了流域的水资源动态平衡和生态
环境质量。
从研究结果及其成因可以看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在流域水资源有效供给总量的约束
下，以保证和提升耕地粮食供给能力为目标，优化调配耕地利用水土资源，改善区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
匹配关系。

5

结论
该研究以三江平原挠力河流域为研究区，从耕地水分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微观尺度分析 2000—2020

年研究区作物各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状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作物各生育期耕地产能对水分的
敏感程度，探讨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时空分布与动态；借助 Theil-Sen 趋势分析法

和 Hurst 指数分析法，对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的空间变化趋势及其未来变化趋势持续性进行了定
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1） 在时序变化上，2000—2020 年研究区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较低，其水土资

源匹配综合指数主要分布在 0.40 以下，但呈现出明显升高的变化特征，水土资源匹配综合指数的频数分
布呈双峰分布特征且其中轴线逐渐向高值移动。

（2） 在空间动态上，挠力河流域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增强的变化
特征，且其指数的相对高值区由流域中游东部向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转移；研究区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
配综合指数的 Sen 趋势度大于 0 的耕地面积比例达到 94% 以上，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升高的变化趋势。

（3） 未来变化趋势上，挠力河流域作物全生育期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呈现出持续性升高的未来变

化趋势。耕地利用水土资源匹配持续性升高的耕地面积比例达到 94.73%，其中，相对强持续性升高的耕

地面积占持续性升高的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93.73%，主要分布在流域中游西部和下游西部的大分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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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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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ANJIANG PLAIN *
——A CASE STUDY OF NAOLI RIVER BASIN
Zhang Ying1，2※，Lei Guoping2，Zhang Hongqiang3，Wang Hongche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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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variation trend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matching of cultivated land is aimed to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basic

farmland an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of cultivated land. Naoli River Basin is a typical
basin of Sanjiang Plain.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integrated matching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of cultivated land during the whole crop growth stage in Naoli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20 were
analyzed at the micro scale. The spatial variation trend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uture variation trend of the
integrate matching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study area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with

the method of Theil-Sen trend analysis and Hurst index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1) In the
aspect of time series change,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grate index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matching
of cultivated l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bimodal distribution and its central axis gradually moved to high

value. (2)In the aspect of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the integrate index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match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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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d land in the study area showed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nhanced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relative high value area shifted from the east of the middle reaches to the west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basin. Mean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area with the Sen trend degree greater than 0 reached more than 94%,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trend of significant upward. (3) In the aspect of change trend in the future, the integrate

index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matching of cultivated land showed a trend of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future,
and th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rea with relatively strong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total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was 93.73%, which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 of the middle reaches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basin. In
summary,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artificial regulation, although the matching degree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study area is low,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shows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future trend.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th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Keywords

River Basin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matching；spatiotemporal dynamics；Hurst index；Sanjiang Plain；Naoli



·书评·

日韩新农村建设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相较于我国，日韩两国人均资源相对匮乏。

二战后日本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同时调整

但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础上实

劳动力的产业分配比例，使得日本农业得以实现

现了农村进阶式发展，主要归功于日本的“新农

质的飞跃。三是人才培育，人才培育提供智力支

村建设”和韩国的“新村运动”。尽管日韩两国与

持。培育人才是日本造村运动的终极目标，“造

我国在基础国情、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资源

村”和“造人”互为一体。因此，日本的新农村

禀赋和作物类型也大相径庭。但知往鉴今方启未

建设尤为重视育才、引才、留才、用才。此外，

来，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

日本的人才培育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渐进性，

新农村建设都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因此各

对各个类型、各个层次的人才都“兼收并蓄”，既

国的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

有“吹号人”，又有“主力军”。

可比性。通过对日韩两国经验的对比剖析，我们

韩国的新村运动历经消除贫困、农村改造、

能对他国新农村建设模式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并

民间自主发展三大阶段，完成了农村启蒙、经济

在此基础上提炼适配我国国情的农改策略。

发展、社会发展三大任务，最终实现了快速缩小

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代跨入高效农业国行列，

城乡差距并促进农业发展振兴等目的，完成了韩

其离不开“新农村建设”的助力。另外，日本乡

国农村从崩溃边缘到繁荣稳定的超常规发展。韩

村二元经济转型，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也有一定的

国令世人瞩目的新村运动中，同样呈现诸多亮点。

借鉴意义。一是财政支持，资金投入促进农业转

一是推进主体，实现分散决策向政府主导转变。

型。二战后，日本政府以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投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分散零散的决策方式往往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通过整合空间结构、要素

伴随着极高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在整个新村

资源推进村庄建设，通过组建规划科学、功能齐

运动中，韩国政府在资金的统筹安排、新兴技术

全的村庄社区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技术改

的研发等方面均发挥着正确的导向作用。这种依

良，技术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在日本农村普遍建

靠政府主导的纲领性决策模式恰好契合我国乡村

立的农协组织的带动下，因特网在农村生产中推

振兴战略下政府牵头、民众共建的发展图景。二是

广开来，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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