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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影响的土地利用结构, 对理解城市化过程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基

于生态位态势、生态位扩充与压缩等生态位理论, 本文测算了 1990—2015 年厦门市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和厦门
市六区的生态位宽度与熵, 分析了厦门市耕地数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和机制, 探讨了厦门市耕地数量变化驱动
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1)1990—2015 年, 厦门市的耕地数量生态位逐渐下降, 年均压缩率 1.45%, 这与建设用
地数量生态位的扩充直接相关。综合来看, 厦门市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演变处于后期滞缓阶段。2)厦门各区的耕
地数量生态位变化与厦门市一致, 总体呈下降趋势。耕地面积占有率及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在各区之间分异较
大, 根据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演变特征可以划分为 3 类, 按成熟度递减排序依次为湖里区和思明区、集美区
和海沧区、同安区和翔安区。3)厦门市的耕地与建设用地综合效益生态位差逐渐变大, 这驱动了耕地数量生态
位的演变, 其中经济效益是主导效益。研究结果有助于生态位理论在社会生态领域的发展以及城市区域耕地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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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in Xiamen
City using nic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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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ital to identify the changes in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and its effect on regional land use structure to underst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the niche was measured for land use types and six districts in Xiamen City from 1990 to 2015. The results identified by the niche ecostate-ecorole, expansion-compression, breadth, and entropy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1) the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in Xiamen declined gradually from 1990 to 2015, with an average annual compression rate of 1.45%, which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quantity niche. The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in Xiamen City was in the late stagnating stage. However, it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cultivated land niche ecostate-ecorole, 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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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ly due to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2) Th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in the six urban districts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in Xiamen City, and followed an overall decreasing trend. There was a large difference in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occupancy rate and the decrease rate in cultivated land area in each district.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in each district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stinct categories. First, the breadth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in the Huli
and Siming districts were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The cultivated land ecostate was small in the six districts and had
little interannual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land ecostate rose steadily. Second, the breadth of the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in
the Jimei and Haicang districts had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greater to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The cultivated land
ecostate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six distri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land ecostate increased greatly. Third, the range of change in the
breadth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quantity niche was the smallest in the Tong’an and Xiang’an districts. The cultivated
land ecostate was at a high level among the six distri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land ecostate in the Tong’an district showed the largest
increase. 3)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the difference in comprehensive benefit niche between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became gradually wider in Xiamen City, which drove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Among the difference in benefit niche from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benefit niche for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ere the largest,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were the
major benefits for the change in the quantity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describe th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in Xiamen City by using the niche theory. This study could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structure to support sustainabl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Keywords: Niche;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ecostate-ecorole; Driving forces

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 土地利用变化对
[1-3]

中, 提出了耕地生态元和耕地生态位概念, 从数量生

。

态位和效益生态位的耦合关系入手, 构建了耕地数

耕地作为一种主要的弱生态功能性用地, 在与强生态

量变化驱动机制和相关数学测度模型。总体来看,

功能性用地(如林地、草地)和非生态功能性用地(如建

采用生态位理论研究耕地的文献较少, 研究内容主

设用地)的相互转化过程中, 影响和制约着区域生态系

要有测度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27-28] 、耕地保护与可持

统的结构、功能及演变方向[4]。耕地数量和质量及其

续性 [29-30]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耕地整治适宜性

合理的利用, 将有利于提高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

评价[31-32]。

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展水平。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 耕地是保障

基于生态位态势、生态位扩充与压缩等生态位理

粮食供给、促进生态经济安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论, 本研究将测算 1990—2015 年厦门市不同土地利用

[5]

的重要物质条件 , 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重点关注
与研究

[6-9]

。

量的时空演变特征, 解析厦门市耕地数量的驱动机

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生态
位(niche)概念源于鸟类种群生态学, 此后在动物生态
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继而引入植物生态学
[11]

Grinnell

类型和各区的生态位宽度与熵, 探讨厦门市耕地数

[10]

。

于 1917 年提出了生态位的概念, 定义为生

物种群所占据的基本生活单位, 主要指物理空间(空间
生态位)。1927 年, Elton 定义生态位为有机体在与环境

制。以期推动耕地生态位理论的发展, 为耕地保护、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粮食安全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
参考。

1
1.1

研究区域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的相互关系中所处的功能地位(功能生态位)。1957 年,

厦门市地处福建省南部, 属于副省级城市, 经济

Hutchinson 将生态位定义为生物个体或物种可以在其

特区, 是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

中不受限制的生活下去的多维生态因子空间(超体积

城市。1985—2015 年, 全市面积由 1 516.12 km2 增加

生态位)[12-14]。此后, 又有诸多学者对这一概念作了不

到 1 699.39 km2, 常住人口由 103 万人增长到 386 万人,

同的阐述, 并建立了许多量化模型, 丰富了生态位理

城镇化率由 37.50%提高到 88.89%, 地区生产总值由

论[15-18]。

18 亿元增长到 3 466 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由 14.7∶

生态位概念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 并在生态

50.3∶35.0 调整为 0.7∶43.5∶55.8[33]。厦门市在近 30

学、生物地理学、地理学等领域开始应用。近年来, 生

年发展迅速, 其土地利用变化, 尤其是耕地数量演变

态位理论扩展到土地资源和利用领域, 相关研究涉及土

极具代表性。

[19-22]

[23-24]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及评价

地开发与利用

[25-26]

地适应性评价

[4,27]

等。牛海鹏和张安录

、用

在耕地研究

1.2

研究方法
耕地作为一种生态元, 是区域生态系统内众多土

http://www.ecoagri.ac.cn

第6期

高雪莉等: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厦门市耕地数量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943

地利用类型生态元的一种。耕地生态位是耕地生态元

速度慢于上级区域。本研究把厦门市作为各辖区的

在区域生态系统中所占有的相对空间、所处的相对地

上级区域。

位和所具有的功能, 以及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

1.2.3

[27]

综合效益生态位差

。耕地数量生态位和效益生态位分别是

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强度可用耕地与其他土地利

耕地生态位在数量和效益维度上的生态位, 经济效

用类型生态元的综合效益生态位差予以衡量, 其计算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之和为综合效益。耕地

公式如下[4]:

的相对关系

数量生态位会扩充或压缩, 其驱动力是耕地与其他土
地利用类型生态元的综合效益生态位差。参考前人成
果 [4,21,34], 本文运用生态位宽度模型和生态位熵模型,
测度了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时空变化, 并进行了对比分
析。运用综合效益生态位差模型, 测度了耕地数量生
态位变化驱动因素。
1.2.1

D  C耕  C j

(3)

式中: D 表示综合效益生态位差, C 耕表示耕地综合效
益生态位, Cj 表示 j 土地利用类型综合效益生态位。当
C 耕>Cj, D 越大, 表示耕地增加的驱动力强度越大; 当
C 耕<Cj, D 越大, 表示耕地减少的驱动力强度越大。耕
地数量生态位变化驱动因素包括经济、生态、社会效

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宽度是指生态位的大小, 常用的计算生态
位宽度的方法有 Shannon-Wiener 函数、Simpson 指数的
倒数及基于态势的宽度公式, 本文借鉴其他学者[27,35]
的研究, 基于生态位态势来研究生态位宽度, 计算公
式如下:
N  ( S  AP ) / 

n
(S j
j 1

益 3 种, 本文在此基础上计算综合效益生态位差。
1.3

数据来源
本文的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福建省和厦门市

1986—2016 年 5 年一期的统计年鉴, 以及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33]。土地利用数据通过 Landsat 的
30 m 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而来, 总体精度在 90%以

 A j Pj )

(1)

上。土地利用分类系统采用中国科学院土地资源分类

式中: N 为耕地数量生态位宽度; j =1, 2, 3,  , n, 为不

系统, 共 7 类两级[36-37]。土地利用数据包括耕地、林

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 S 为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态; P

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和其他用地 7

为耕地数量生态位的势; Sj 和 Pj 分别为 j 土地利用类

类土地利用类型。厦门市在 1985—2015 年间有数次行

型数量生态位的态和势; A 和 Aj 表示量纲转换系数;

政区划调整, 土地利用数据的分区以 2015 年的行政区

S+AP 表示耕地生态元的绝对数量生态位。公式(1)

划为准, 划分为 6 个行政区: 湖里区、思明区、集美区、

即求耕地生态元的绝对数量生态位与所有土地利用

海沧区、同安区和翔安区。

类型生态元的绝对数量生态位之和的比值。N 的值

2

越大, 表示耕地生态元在区域生态系统中的相对地
位越高、发挥的生态作用越大, 宽度增加表示生态
位扩充, 说明耕地面积占有率上升。本文以耕地的
当年面积及其过去 5 年的年均增长量分别作为耕地
数量生态位的态和势, 以 1 年为时间尺度, 量纲转
换系数为 1。
1.2.2

结果与分析

2.1

厦门市耕地数量生态位演变分析

2.1.1

各土地利用类型数量生态位分析

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具有多样性, 在与各种土地利
用类型生态元生态位的对比中, 才能掌握耕地在区
域生态系统中的相对地位和发挥的生态作用。因此,
根据公式(1)计算厦门市 7 种土地利用类型数量生态

生态位熵

耕地数量生态位熵表示区域耕地数量生态位相对
于上一级区域耕地数量生态位的变化程度, 其计算公

位宽度。
图 1 显示了 1990—2015 年期间厦门市耕地与其他
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数量生态位的变化特征。在厦门

式如下[27]:
Q  n/ N

(2)

市区域生态系统中, 一直占据数量生态位优势地位的

式中: Q 为区域耕地数量生态位熵, n 为区域耕地数量

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主要是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

生态位, N 为上级区域耕地数量生态位。当 Q>1 表示

在 1990 年, 耕地生态元占据绝对优势, 至 2015 年, 3

区域的耕地面积占有率大于上级区域; 当 Q<1 表示区

种生态元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则较为均衡; 数量生

域的耕地面积占有率小于上级区域。熵减小表示区域

态位压缩最大的是耕地, 耕地数量生态位从 1990 年的

生态位扩充压缩度小于上级区域, 说明区域耕地数

0.413 2 压缩到 2015 年的 0.286 6, 压缩了 30.63%, 年

量减少速度快于上级区域, 熵增加表示区域生态位

均压缩率 1.45%, 这表明厦门市耕地面积占有率下降。

扩充压缩度大于上级区域, 说明区域耕地数量减少

2000—2005 年间, 压缩速度最快; 数量生态位扩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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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究耕地数量生态位演变即是了解生态位态势变
化。由图 1 可知耕地和建设用地是两种变化最大的土
地利用类型。因此, 通过 Origin 软件工具对两者的数
量生态位宽度、态和势进行曲线拟合。
拟合结果见图 2。厦门市耕地数量生态位宽度呈
下降趋势, 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宽度呈上升趋势, 两
曲线大体呈轴对称。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态曲线呈 S 型
下降趋势, 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的态曲线呈 S 型上升
趋势。势曲线都比较平直, 耕地生态位势为负值, 建设
用地生态位势为正值。
图1

1990—2015 年厦门市耕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数
量生态位宽度

Fig. 1 The breadth of quantity nich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other land use types in Xiamen City during 19902015

2.2

厦门市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演变分析

2.2.1

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分析

厦门市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相异性, 使得各区

CL: 耕地; WL: 林地; CONL: 建设用地; GL: 草地; WA: 水

的耕地数量及其变化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性。为进一步

域; OL: 其他用地; UL: 未利用地。CL: cultivated land; WL: woodland; CONL: construction land; GL: grassland; WA: water area; OL:
other land; UL: unused land.

了解各区耕地面积占有率大小及扩充压缩情况, 分析厦

大的是建设用地, 这也是唯一扩充的土地利用类型。
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从 1990 年的 0.121 1 扩充到 2015
年的 0.268 3, 扩充了 1.22 倍, 年均扩充率 3.23%, 这表
明厦门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有率上升。建设用地同样在
2000—2005 年间扩充速度最快; 林地、草地和水域的数

门市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和驱动机制, 首先, 运用
公式(1)测算了厦门市 6 区耕地数量生态位的宽度, 结果
如图 3 所示。1990—2015 年间, 厦门市各区的耕地数量
生态位宽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表明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
压缩, 即耕地面积占有率下降。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个特
征: 耕地数量生态位压缩最大的是湖里区, 研究期内下

量生态位在 1990—2015 年间基本保持稳定; 其他用地和

降了 0.340 1; 耕地数量生态位压缩最小的是同安区, 研

未利用地的数量生态位本身就极小, 变化也非常小。

究期内仅下降了 0.076 5; 耕地数量生态位最大的是翔安

2.1.2

区, 研究期内均大于其余各区, 在 1990 年高达 0.525 0;

耕地数量生态位演变特征

耕地生态元的态和势是耕地生态位的两个不可分
割的重要方面, 态和势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生态位的宽

图2
Fig. 2

耕地数量生态位最小的是思明区, 研究期内除 2015 年外
均小于其他各区, 2015 年为 0.011 2。

厦门市耕地和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的宽度及其态势

The breadth, ecostate and ecorole of quantity nich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Xiam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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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演变特征
对厦门市 6 区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数量生态位宽

度、态和势进行曲线拟合, 结果如图 5 所示。厦门市 6
区耕地数量生态位宽度和态曲线呈下降趋势, 建设用
地宽度及态曲线呈上升趋势。相对来说, 势曲线都比
较平直, 耕地数量生态位势基本为负值, 建设用地基
本为正值。根据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测度和演变的分
析结果, 可以将厦门市 6 区划分为 3 类: 1)湖里区和思
明区, 不同于其他 4 区, 两区耕地数量生态位宽度在
研究期内都小于建设用地, 耕地态曲线在 6 区中处于
图3

1990—2015 年厦门市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宽度

Fig. 3

The breadth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of each
district in Xiamen City during 19902015

Huli: 湖里区; Siming: 思明区; Jimei: 集美区; Haicang: 海沧
区; Tong’an: 同安区; Xiang’an: 翔安区。Huli: Huli District; Siming:
Siming District; Jimei: Jimei District; Haicang: Haicang District;
Tong’an: Tong’an District; Xiang’an: Xiang’an District.

其次, 以厦门市作为上一级区域, 运用公式(2)计
算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熵, 结果如图 4 所示。湖里区、
思明区和同安区的耕地数量生态位熵在 1990—2015
年均小于 1, 表明这 3 区的耕地面积占有率低于厦门市,
说明其耕地资源数量较为稀缺, 尤其是思明区和湖里
区; 翔安区的耕地数量生态位熵在 1990—2015 年均大
于 1, 说明其耕地资源数量较为丰富; 集美区和海沧
区的耕地数量生态位熵在 1990—2000 年大于 1, 在
2005—2015 年小于 1, 表明这两区的耕地资源经历了
由较为丰富到较为稀缺的转变。由熵的变化趋势来看,
湖里区、思明区、集美区和海沧区的耕地数量减少速
度快于厦门市, 同安区和翔安区则慢于厦门市。

低位且年际变化小, 建设用地态曲线平稳上升。这两
区是厦门市核心市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 速度快,
对建设用地数量需求大。2)集美区和海沧区, 耕地数量
生态位宽度经历了从大于到小于建设用地的转变, 耕
地态曲线在 6 区中处于中位, 建设用地态曲线增长幅
度较大。这两区与厦门岛中心市区距离近, 近年来, 两
区工业用地迅速增加。3)同安区和翔安区, 耕地和建设
用地数量生态位宽度变化幅度最小, 耕地态曲线在 6
区中处于高位, 同安区建设用地态曲线增长幅度大。
这两区与厦门岛中心市区距离较远, 历史上是厦门市
郊县, 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速度较慢。
2.3

耕地数量生态位变化的驱动因素
耕地生态元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在区域生

态系统中相互影响。在区域生态系统有限的环境容量
内, 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相互竞争, 并诱发新的生
态元, 从而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根据公式(3)测
算耕地和建设用地效益生态位差。本文以农业、林业、
牧业、渔业以及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作为耕地、林
地、草地、水域以及建设用地经济效益生态位的态的
测度值[21], 以其 5 年平均变化量为势的测度值, 未利
用地和其他用地则参考李景刚[9] 的核算成果, 设定其
经济效益为耕地的 1/1 204。另外, 采用李景刚核算成
果中,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比例[9], 来确
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然后, 运用公式(1)、(3)计算
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以及综合效
益的生态位和生态位差, 结果如表 1 所示。

图4
Fig. 4

1990—2015 年厦门市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熵
The entropy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niche of each
district in Xiamen City during 19902015

Huli: 湖里区; Siming: 思明区; Jimei: 集美区; Haicang: 海沧
区; Tong’an: 同安区; Xiang’an: 翔安区。Huli: Huli District; Siming:
Siming District; Jimei: Jimei District; Haicang: Haicang District;
Tong’an: Tong’an District; Xiang’an: Xiang’an District.

研究时段内, 耕地的综合效益生态位一直小于建
设用地的综合效益生态位, 两者的综合效益生态位差
的绝对值逐渐拉大, 这表明厦门市存在着耕地数量生
态位压缩的潜在驱动力, 且不断增强。耕地与其他土
地利用类型生态元的综合效益生态位差, 对耕地数量
生态位的扩充与压缩起决定性作用, 表 1 表明, 建设
用地的扩充导致了耕地的压缩。
在经济、生态和社会 3 种效益生态位差中, 耕地
与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生态位差最大, 这说明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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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5 年厦门市各区耕地和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的宽度及其态势

The breadth, ecostate and ecorole of quantity nich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of each district in Xiamen City
during 19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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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1990—2015 年厦门市耕地和建设用地效益生态位

The benefit nich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Xiamen City during 19902015
生态位 Niche

经济效益生态位
Economic benefit niche

生态效益生态位
Ecological benefit niche

社会效益生态位
Social benefit niche

综合效益生态位
Comprehensive benefit
niche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耕地生态位 Cultivated land niche

0.013 2

0.007 4

0.003 3

0.002 4

0.001 7

0.001 9

建设用地生态位 Construction land niche

0.883 0

0.926 2

0.944 9

0.974 6

0.987 3

0.990 6

生态位差 Niche difference

0.869 9

0.918 9

0.941 6

0.972 3

0.985 6

0.988 8

耕地生态位 Cultivated land niche

0.021 4

0.018 8

0.010 3

0.023 5

0.086 6

0.147 6

建设用地生态位 Construction land niche

0.040 3

0.066 4

0.082 6

0.270 3

1.435 7

2.198 5

生态位差 Niche difference

0.061 8

0.085 2

0.092 9

0.293 8

1.522 4

2.346 1

耕地生态位 Cultivated land niche

0.107 2

0.073 8

0.037 2

0.032 5

0.025 1

0.028 5

建设用地生态位 Construction land niche

0.432 7

0.560 7

0.638 1

0.801 4

0.892 9

0.911 9

生态位差 Niche difference

0.325 5

0.486 8

0.600 9

0.768 9

0.867 8

0.883 3

耕地生态位 Cultivated land niche

0.029 2

0.019 0

0.009 1

0.007 8

0.006 0

0.006 7

建设用地生态位 Construction land niche

0.520 2

0.638 0

0.690 2

0.854 1

0.936 0

0.946 5

生态位差 Niche difference

0.491 0

0.618 9

0.681 1

0.846 3

0.930 0

0.939 8

益是耕地和建设用地数量变化的主导效益。也就是说,

最大值后逐渐减小。在生态位态势演变中, 厦门市的

经济效益促进了耕地数量生态位的压缩和建设用地数

耕地和建设用地都处在比我国当前全社会更快的阶段,

量生态位的扩充。需要指出的是, 主要效益不一定是

这与东南沿海城市较快的发展进程相关。

主导效益。结果中, 耕地的主要效益是社会效益, 即社
会效益生态位比经济效益高, 但其主导效益仍是经济
效益。

3
3.1

讨论
耕地数量生态位演变规律
过往研究表明, 从整个人类发展过程来看, 耕地

数量生态位的态(耕地数量)的变化呈“S”型曲线, 而耕
地数量生态位的势(耕地数量变化量)的变化呈“钟”型
曲线[35]。在不同时段内, 态和势的变化呈震荡型曲线,
其势甚至表现为负值[27]。厦门市及其各区的生态位态
势演变曲线(图 2、图 5), 与态势演变的一般规律曲线
具有一定差异(图 6)。综合来看, 厦门市耕地数量生态

图6
Fig. 6

位演变处于后期滞缓阶段, 其态的下降趋势还将持续,
最后稳定在一定水平, 而其势还将保持在较低水平。

3.2

耕地生态位态和势演变规律

The evolution of ecostate and ecorole of cultivated
land niche

耕地数量变化驱动机制

建设用地态势演变规律也符合耕地态势演变规律[35]。

耕地数量生态位的变化受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厦门市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处于中后期稳定阶段, 其

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 经济效益是耕地数量生态位变

态的上升趋势还将持续, 最后稳定在一定水平, 但其

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 与过往研究类似 [1,4],

势值较低。

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数量生态位变化, 突出表现为建

我们尝试根据人类发展过程中生态位态势演变的

设用地数量生态位压缩了耕地数量生态位, 受到快速

一般规律, 来划定当前我国耕地和建设用地演变阶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交织影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建

段。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中, 耕地和建设用地

设用地综合效益生态位迅速高于耕地综合效益生态位,

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曲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 耕地

生态位差越来越大, 打破了之前的平衡状态。厦门市城

数量生态位处于发展中后期, 耕地数量增长即将达到

镇化率在 1985 年仅为 37.50%, 2015 年增加到 88.89%。

最大值, 耕地数量变化量逐渐减小; 建设用地数量生

人口城镇化推动了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 这占用了越

态位则处于发展中期, 数量快速增长, 变化量在达到

来越多的耕地。此外, 厦门市工业总产值从 198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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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5 028.68 亿元, 工业基础

关。相关部门应当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

设施建设也增加了对建设用地的需求, 挤占了大量

同时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相关部门应当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

红线。

控 ”, 落 实最严 格 的 耕地保 护 制 度, 划 定 永 久基本
农田红线。提升土地管理科学水平, 实现节约集约

[1] 石龙宇, 张雅京, 杨职优. 沿海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

利用土地。
3.3

其驱动力分析[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0, 33(12F): 94–97

耕地数量生态位的环境效应
厦门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位宽度变化对环境

产生了负效应。由 2.1.1 节结果可知, 1990—2015 年期
间占据厦门市生态位优势地位的生态元是耕地、林地
和建设用地, 耕地作为弱生态功能性用地, 其生态位
压缩; 建设用地作为非生态功能性用地, 其生态位扩
充; 林地作为强生态功能性用地在研究时段内变化很
小。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都较小。就用地生态功能
性而言, 耕地生态位压缩、建设用地生态位扩充, 会对
厦门市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SHI L Y, ZHANG Y J, YANG Z Y. Analysis of coastal city’s
land use/cover change and its driving forc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33(12F): 94–97
[2] 郑世杰. 土地利用生态位重心转移实证研究——以甘肃省
天水市为例[D]. 兰州: 甘肃农业大学, 2014: 1–3
ZHENG S J.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land use ecological
niche shift — A case study of Tianshui City of Gansu Province[D]. Lanzhou: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4: 1–3
[3] 卓玛措, 杨海镇, 王双, 等. 青南高原近 20 年土地利用/覆
被动态变化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5, 38(9): 183–190
ZHUO M C, YANG H Z, WANG S, et al. Dynamics of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in southern Qinghai Plateau in re-

厦门市 6 区的耕地和建设用地生态位变化对环境
同样产生了负效应。由 2.2.2 节结果可知, 各区的耕地
生态位压缩、建设用地生态位扩充。根据在研究时段
内的变化值排序, 生态位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大小
依次为: 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思明区、同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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