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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吸附态磷是主要的面源污染物之一，它会导致水域环境质量恶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污染源。科学估算吸附

态磷污染负荷能够为治理沿海地区非点源污染，保护海洋生态安全提供理论依据。以遥感影像、降雨监测资料等多源数据

为基础，综合考虑土壤侵蚀、泥沙输移率、磷富集系数等影响因子，构建吸附态磷负荷估算模型，估算了江苏沿海地区

2000~2010年吸附态磷负荷量，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2000~2010年，江

苏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明显增加，平均吸附态磷负荷模数由105.89 Kg/km2·a增长至201.67 Kg/km2·a，吸附态磷负荷总量

由3 284吨增长至6 255吨。(2)10 a间，研究区的吸附态磷负荷热点面积减小，呈现出收敛聚集的态势，但热点区的吸附态磷

负荷总量却明显增加，说明研究区内吸附态磷负荷的空间极化现象更为显著。(3)10 a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平均吸附态磷

负荷模数都显著增长，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总量排序为水田>旱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园地。研究结果表

明，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相互转化时，吸附态磷负荷也随之发生变化，

可通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景观格局，减少和控制磷污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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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开发强度的加大，人

类活动产生的大量污染物排放到海水中，造成近

岸海域富营养化，赤潮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威胁

着海洋生态系统安全。非点源污染是造成海水富

营养化的重要因素，土壤中氮磷的流失是非点源

污染物的主要来源。非点源氮磷的流失以泥沙为

主要载体，按照其物理形态可分为溶解态和吸附

态两大类。有研究成果表明[1~4]，土壤中磷的径流

流失形态以吸附态为主，吸附态磷是磷污染的主

要形式。因此，对沿海地区吸附态磷污染负荷的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关于吸附态磷污染负荷的研究开展

多年，主要耦合于非点源污染模型，包括

CREAM模型(chemicals runoff and erosion from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SWAT 模型(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EPIC模型(erosion

productivity impact calculation)、RUSLE模型

(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等；同时也进行

实验监测方面的研究，例如M a r k k u等对芬兰

Savijoki和Hovi两个流域的土壤侵蚀与吸附态磷负

荷进行了10 a间的监测，Withers等[5]在英国建立了

3种标准小区，对吸附态磷负荷进行了两年的监

测。国内学者主要借鉴国外经验模型，对流域范

围内吸附态磷负荷量进行估算，例如刘洁等[6]对东

江流域非点源磷污染负荷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

析，余进祥等[7]对鄱阳湖流域吸附态磷输出进行了

评估，刘腊美，龙天渝[8-9]对三峡库区吸附态磷负

荷进行了估算；也有学者通过建立标准小区和田

间试验，对吸附态磷流失机制和规律进行探索，

例如王而力[10]分析了沙土不同粒径聚体对磷流失

的影响，刘毅[11]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

磷含量的影响，李婧[12]等在模拟降雨条件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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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不同植被格局对土壤磷流失的影响特征。

已有吸附态磷污染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流域

尺度，而关于海岸带尺度的研究较为少见，且这

些研究成果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联系较少；标准小

区和田间模拟实验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考虑较

多，但研究尺度偏向微观。因此，本文基于江苏

省海岸带这一宏观尺度，结合近年来江苏沿海地

区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将吸附态磷负荷动态变

化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综合分析，揭示了不同土

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的变化特征；并创新

性的采用热点分析方法，识别吸附态磷负荷的热

点区，通过空间叠置分析，发现吸附态磷负荷热

点区的时空演变规律，以期为沿海地区磷污染防

治和水体富营养化治理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江苏沿海地区包括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南

通三个地级市，辖26个县级行政区，其地理范围

北起连云港赣榆县绣针河口，南至南通启东市长

江口北岸，东临黄海，西辟宿迁、淮安、泰州三

市，如图1所示。该地兼具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

候的双重特征，冬季低温少雨，夏季炎热多雨；

因地域南北狭长，横跨暖温带气候区至亚热带气

候区的过渡地带，故气温和降水呈现出明显的纬

度性规律，年均温由北向南为13℃~15℃不等，年

均降水量由北向南为900~1 100 mm不等。

该区地势北高南低，其北部连云港市位于鲁

中南丘陵区和淮北平原结合带，地形以低山丘陵

和平原洼地为主，以南的盐城市和南通市地处冲

积平原，地势较为平坦。近内陆广泛平原区土壤

类型以水稻土和潮土为主，偏北地区土壤质地偏

粘，南部多为壤质砂土，粘粒适中；近海岸地带

广泛分布着脱盐潮土和盐土，土壤盐分较高。受

气温降水及地形地貌影响，该区北部连云港市土

地利用类型以旱地为主，而中南部盐城和南通市

则以水田为主；林地和草地面积较小，林地主要

分布在连云港市东部，草地分布在中南部近海岸

地带，另有少量园地和城市绿地零星分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研究区DEM如

图1所示，2000年至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如图2

所示。

2.2    研究方法

2.2.1  吸附态磷负荷估算模型。

本研究采用的吸附态磷负荷估算模型如下

所示[13]：

Y = Q × S DR × λ × η × 0.01 (1)

式中：Y表示吸附态磷负荷量，单位为Kg/km2·a；

Q表示土壤侵蚀量，单位为t/hm2·a；λ表示土壤磷

含量，单位为g/Kg；SDR表示泥沙输移比，是指一

定的时段内通过河流或沟道某一断面的实测输沙

量与该断面以上流域总侵蚀量之比，可根据泥沙

受到汇流带来的动力以及运移过程中受到的植被

截留阻力，基于地形位指数，以栅格为单元进行

模拟计算，计算公式如下[14]：

S DR =
(
1 − k′

) ln (α/ tan β)
ln(α/ tan β)max

(2)

式中：k'为阻力截留系数，表示每个栅格对进

入该单元的泥沙的截留作用；α为流经坡面任一点

的单位等高线长度的汇流面积，β为该点处的坡

度。截留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θ表示

坡度。

 
图 1    研究区范围

Fig.1    Sphere of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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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0.36 θ < 5◦

0.30 5◦ ≤ θ < 10◦

0.24 10◦ ≤ θ < 15◦

0.18 15◦ ≤ θ < 20◦

0.12 20◦ ≤ θ < 25◦

0.03 θ ≥ 25◦

(3)

η表示磷富集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η = 7.4 × Q−0.2 × T f (4)

式中：Q为土壤侵蚀量，Tf为土壤质地综合因

子，根据土壤中各级颗粒配合比例或所占质量的

百分数计算[15]。

土壤侵蚀过程受到降水、地形、地表植被覆

盖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估算采用修正的通用土壤

流失量方程(RUSLE)，具体计算方法如下所示[16]：

Q = R × K × L × S ×C × P (5)

式中：Q表示土壤侵蚀量；R表示降雨侵蚀力

因子，其单位为MJ·mm/hm2·h·a；K表示土壤可蚀

性因子，其单位为t·hm2·h/MJ·mm·hm2；L表示坡长

因子，S表示坡度因子，C表示植被覆盖因子，P表
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皆为无量纲因子。各因子

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1)R因子。参照W .H. Wischmeier[17]提出的经

验公式。

 
图 2    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Fig.2    Dynamic Change of Land Use Types in the Research Area

表 1    数据来源

Tab.1     Data Source

数据 类型 数据描述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 矢量 2000年~2010年土地利用类型 合并为8类
湖泊-流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

土壤类型数据 矢量 土壤类型及其空间分布
1：1 000 000土壤数据库，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

土壤属性数据 矢量
2000~010年土壤P2O5含量(g/Kg)，有机质含量

(g/Kg)，砂粒、粉粒、粘粒含量(%)

2000年–2010年江苏省1:250 000多目标区域地球化

学调查数据库；《连云港市土壤志》《盐城市土

壤志》《南通市土壤志》记载的土壤机械组成本

底值

输水量 DBF 2000~010年主要水系年输水量(t)
2000年–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年鉴》第

5卷第4册、第6卷第19册，《中国水土保持公报》

江苏卷

降雨量数据 DBF 2000~2010年月降雨量数据(mm)
江苏省各气象站点降雨量监测数据，空间插值为

30m分辨率栅格

DEM数据 栅格 高程、坡度、坡长，30 m分辨率 下载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TM数据 栅格 Landsat4-5TM影像，30 m分辨率
湖泊-流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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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n∑

i=1

1.735 × 10
[(

1.5×log pi
2

p

)
−0.8188

]
(6)

式中：pi和p分别表示月均降雨量和年均降雨

量，单位为 mm。

(2)K因子。参照J.R.Williams等[18]提出的土壤

可蚀性因子算法。

K =
{
0.2 + 0.3exp

[
−0.0256S d

(
1 − S i

100

)]}
·
(

S i
Ci+S i

)0.3
·
[
1 − 0.25C

C + exp (3.72 − 2.95C)

]
·
[
1− 0.7 (1−S d/100)

(1−S d/100) + exp (−5.51 + 22.9 (1 − S d/100))

]
(7)

式中：Sd表示土壤砂粒含量(%)，Si表示土壤

粉粒含量(%)，Ci表示土壤粘粒含量(%)，C土壤有

机质含量(%)。
(3)L因子。参照W .H. Wischmeier [17] 提出的坡

长因子计算公式。

L = (λ/22.13)a (8)

a = β/ (β + 1) (9)

β = (sin θ/0.0896) /
[
3 · sin θ0.8 + 0.56

]
(10)

式中：λ表示水平坡长(m)，a表示坡长指数，

22.13是标准小区的坡长(m)，θ表示坡度。

(4)S因子。参照D. K. McCool[19]提出的缓坡S因
子计算方法和Liu[20]提出的陡坡S因子计算方法。

S =


10.8 × sin θ + 0.03, θ < 5

◦

16.8 × sin θ − 0.5, 5
◦ ≤ θ < 14

◦

20.91 × sin θ − 0.90, θ ≥ 14
◦

(11)

(5)C因子。参照C.Y.Lin[21]等提出的植被覆盖

因子算法。

C = ((1 − NDVI) /2)1+NDVI (12)

NDVI = (NIR − R) / (NIR + R) (13)

式中：NIR为近红外波段，R为红光波段。

(6)P因子。参照陈思旭等[22]的研究成果，依据

土地利用类型对研究区P因子进行赋值，具体赋值

结果见表2。

2.2.2  热点分析方法(Hot Spot Analysis)

Hot Spot Analysis是一种空间分析技术，通过

计算数据集中各要素的Getis-Ord Gi*指数，反映各

要素属性值中高值和低值的空间聚类分布状态。

若通过显著性检验的Getis-Ord Gi*指数为正值，则

Getis-Ord Gi*越大，说明高值聚类分布越密集；相

反，若通过显著性检验的Getis-Ord Gi*指数为负

值，则Getis-Ord Gi*越小，说明低值聚类分布越密

集。Getis-Ord G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G∗i =

∑n
j=i wi, jx j − X̄

∑n
j=1 wi, j

S

√ [
n
∑n

j=1 w2
i, j−
(∑n

j=1 wi, j

)2]
n−1

(14)

X̄ =

∑n
j=1 x j

n
(15)

S =

√∑n
j=1 x2

j

n
−
(
X̄
)2

(16)

式中：xj是要素j的属性值，wij是要素i和要素

j之间的空间权重，n表示数据集的总规模，即要素

的总数量。不同置信度水平下的P值及Getis-Ord
Gi*指数的临界值如表3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的验证

由于缺少实测的吸附态磷负荷数据，因此采

用年输水量与实测水样中的吸附态磷浓度推算得

到吸附态磷负荷量，将之与模型估算的吸附态磷

负荷进行对比，验证模型估算精度。按照水文年

鉴记载，流经江苏沿海地区并有水文监测点的水

系包括：入海水道、入江水道、通扬运河、里下

河、射阳河及串场河。从水文年鉴中获取

2000~2010年各水系的年输水量数据，另有滨海诸

小河水系青口河中游设立的黑林水土保持监测

点，其年输水量记载于《中国水土保持公报》江

苏卷。实测的吸附态磷浓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环境国家重点实验

室，通过取各水文监测站每年份不同季节的水

样，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定而得。将不同季

表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P因子

Tab.2     P Values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有林

地

灌木

林

疏林

地

其他

林地
草地 水田 旱地 水域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P 1.00 1.00 1.00 0.70 1.00 0.15 0.40 0.00 0.00 1.00

表 3    不同置信度下临界P值和Getis-Ord Gi*指数

Tab.3     Uncorrected Critical P-Values and Getis-Ord Gi* under
Different Confidence Levels

Getis-Ord Gi* P值 置信度

<–1.65或>+1.65 <0.10 90%
<–1.96或>+1.96 <0.05 95%
<–2.58或>+2.58 <0.0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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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吸附态磷浓度平均值与相应年份输水总量进

行推算，得到流域控制面积内的吸附态磷负荷

量，与相应范围内的模型估算值进行验证分析，

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以看出，吸附态磷负荷

估算值与实测推算值的拟合度为0.86，说明模型估

算精度较高，结果较为可信。

3.2    吸附态磷负荷的总体变化特征

2000年~2010年，江苏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

模数空间分布如图4所示，它揭示了区域内吸附态

磷负荷强度的分布规律，与面积相乘，可反映区

域吸附态磷负荷总量的分布特征。2000年，江苏

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总量为3 284吨；连云港市

虽面积最小，但吸附态磷负荷总量最大，为2 175
吨，占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总量的66.24%；其

次是盐城市，吸附态磷负荷总量为737吨，占沿海

地区吸附态磷负荷总量的22.44%；南通市吸附态

磷负荷总量最小，为372吨，占沿海地区吸附态磷

负荷总量的11.32%。2010年，江苏沿海地区吸附

态磷负荷呈倍数增长，总量达6 255吨，为2000年
吸附态磷负荷总量的两倍之多；其中连云港市吸

附态磷负荷总量为5  0 3 1吨，总量占比上升为

80.44%；盐城市吸附态磷负荷总量为891吨，总量

占比下降为14.24%；南通市吸附态磷负荷总量为

333吨，总量占比下降为5.32%。各县(区)吸附态磷

负荷总量如图5所示，其中较大的连云区、新浦

区、海州区、赣榆县、灌云县和东海县均位于连

云港市境内；吸附态磷负荷总量最小的港闸区和

崇川区位于南通市境内；2000年–2010年，除南通

的如东、通州、如皋、启东、海安、港闸的吸附

态磷负荷总量有所下降之外，其余各县(区)的吸附

态磷负荷总量都明显增长。

3.3    吸附态磷负荷热点区的时空演变

吸附态磷负荷的计算以栅格为基本空间单

元，本研究采用30 m空间分辨率的栅格，每一栅

格大小为900 m2，为满足吸附态磷污染防治空间规

划的需要，应统计每一行政村范围内的吸附态磷

 
图 3    估算值与实测值的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Measured Values

 
图 4    吸附态磷负荷模数空间分布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bsorbed Phosphorous Load Mod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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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总量，在此基础上计算每个村的Getis-Ord
Gi*指数，进行吸附态磷负荷热点区的识别。本研

究采用最保守估计，将置信度在 90%水平上的吸

附态磷负荷高值聚集区确定为吸附态磷负荷热点

区，识别结果如图6所示。从图6可以看出，研究

区的吸附态磷负荷热点集中在连云港市北部，而

盐城市和南通市吸附态磷负荷的空间自相关性并

不明显。2000年研究区内存在五个吸附态磷负荷

热点区，分别位于赣榆县西北部、东海县西部、

连云港市区中东部、灌云县与连云港市区交界处

以及灌云县西部地区，总面积共1 119.79 Km2，吸

附态磷负荷总量1.79吨。2010年，研究区内吸附态

磷负荷热点区缩减为四个，原先位于赣榆县西北

部、连云港市区中东部、灌云县与连云港市区交

界处以及灌云县西部的热点区仍然存在，但面积

缩小，位于东海县西部的热点区消退，热点区总

面积减少为923.41 Km2，但吸附态磷负荷总量增

加至4.27吨。2010年吸附态磷负荷热点区与2000年
相比面积有所减小，呈现出收敛的态势，而热点

区的吸附态磷负荷总量却明显增加，说明2010年
吸附态磷负荷的高值区更为集聚，吸附态磷负荷

的空间极化现象更为显著。

3.4    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的动态变化

3.4.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吸附态磷负荷变化。

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如图 2 所示，通过

ArcGIS空间分析模块进行分区统计，可分别计算

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总量和平均吸

附态磷负荷模数，如表4所示。从图2和表4可以看

出，2000年，研究区内居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用类

型为水田，其面积比例达58.64%；建设用地主要

分布在城镇建成区，面积比例为15.71%；水域集

中在近海岸地带，面积比例为11.34%；旱地较为

分散，以连云港和盐城市分布居多，面积比例为

10.88%；草地、林地及园地的面积比例都较小，

总和不超过5%，其中，草地主要分布在盐城和南

通市东部，林地集中分布于连云港市东部，园地

在南通市西北部有零星分布。2010年，研究区土

地利用总体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但水田有所减

少，建设用地有所增加，其面积比例分别为

52.74%和23.13%。

 
图 5    各县(区)吸附态磷负荷总量

Fig.5    Amount of Phosphorous Load in Every County (or district)

 
图 6    吸附态磷负荷热点区识别结果

Fig.6    Identity Results of Absorbed Phosphorous Load Ho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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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态磷负荷受土壤侵蚀、土壤磷含量等多

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变化与土地利用息

息相关，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强

度和吸附态磷负荷总量存在差异。如表4所示，同

一年份中平均吸附态磷负荷模数最大的是未利用

地，其2000年和2010年平均吸附态磷负荷模数分

别为1 561.79 Kg/km2·a和2 722.11 Kg/km2·a，未利

用地多为裸露地表，雨水冲刷作用强烈，水力侵

蚀严重，造成地表吸附态磷流失也较为严重；其

余土地利用类型平均吸附态磷负荷模数的大小排

序依次为：林地>草地>园地>旱地>水田；林地主

要分布于山区，山高谷深，水土流失严重，吸附

态磷负荷强度较大，相反旱地和水田主要分布在

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带，土壤侵蚀较弱，相应的吸

附态磷负荷强度也较小。建设用地多为不透水

面，基本不会发生土壤侵蚀，因此和水域相同，

吸附态磷负荷可以忽略不计。从吸附态磷负荷总

量来看，同一年份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

负荷总量的大小排序为：水田>旱地>林地>草地

>未利用地>园地。虽然未利用地平均吸附态磷负

荷模数最大，但面积较小，因而吸附态磷负荷总

量很小；相反旱地和水田虽然平均吸附态磷负荷

模数小，但面积较大，因而吸附态磷负荷总量很

大，说明农田养分流失是面源吸附态磷污染的主

要来源。

3.4.2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下的吸附态磷负荷变化。

将2000年土地利用类型图与2010年土地利用

类型图作叠置分析，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

的相互转化关系；通过对每个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及相应的吸附态磷负荷量进行空间分区统计，计

算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相互转化时相应的吸附

态磷负荷量变化，如表5所示，表中数值表示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面积及相应吸附态磷负荷量

的变化。

从表5可以看出，2000年~2010年：未利用地

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既没有其他地类的流入，也

没有向其他地类的流出；在林地变化区，有少量

的林地转化为旱地和水田，同时吸附态磷负荷量

分别减少了89.2 Kg和1 502.6 Kg；在草地变化区，

草地到林地、草地到园地转化的同时，吸附态磷

负荷量分别增加了24.7 Kg和1.4 Kg，而草地到旱

地、草地到水田的转化同时，吸附态磷负荷量分

别减少了556.3 Kg和4 092.4 Kg；园地面积本身较

小，基本没有发生向其它地类的转化；在旱地变

表 4    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的吸附态磷负荷变化

Tab.4     Dynamic Change of Phosphorous Load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占比 吸附态磷负荷量占比 平均吸附态磷负荷模数(Kg/km2·a)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林地 0.84% 0.85% 27.71% 26.61% 888.54 1740.41
水田 58.64% 52.74% 39.64% 36.77% 82.62 100.10
旱地 10.88% 10.84% 28.09% 33.22% 115.05 167.11
草地 2.38% 1.57% 4.03% 2.97% 353.95 716.04

未利用地 0.13% 0.13% 0.40% 0.33% 1561.79 2722.11
园地 0.07% 0.08% 0.14% 0.10% 168.60 218.64

建设用地 15.71% 23.13% 0.00% 0.00% 0 0
水域 11.34% 10.66% 0.00% 0.00% 0 0

表 5    土地利用变化及吸附态磷负荷量变化

Tab.5     Land Use Change and the Dynamic of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

2000年土地利用类型
2010年土地利用类型

未利用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旱地 水田

未利用地
面积(Km2) 40.40 0 0 0 0 0

吸附态磷负荷变化(Kg) 7 320.8 0 0 0 0 0

林地
面积(Km2) 0 263.09 0 0 1.52 5.16

吸附态磷负荷变化(Kg) 0 2 525 781.3 0 0 –89.2 –1 502.6

草地
面积(Km2) 0 0.13 372.69 0.03 6.98 48.63

吸附态磷负荷变化(Kg) 0 24.7 66 931.1 1.40 –556.3 –4 092.4

园地
面积(Km2) 0 0 0 23.43 0 0

吸附态磷负荷变化(Kg) 0 0 0 910.5 0 0

旱地
面积(Km2) 0 0.48 0.69 0.34 3404.74 10.86

吸附态磷负荷变化(Kg) 0 1 524.2 274.1 109.5 221 803.9 –396.5

水田
面积(Km2) 0 9.10 2.00 1.16 20.41 120 753.89

吸附态磷负荷变化(Kg) 0 28 690.4 214.3 182.2 331.9 162 903.2

第 7 期 臧玉珠，等：土地利用变化下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动态变化研究 865



化区，旱地到林地、旱地到草地、旱地到园地的

转化过程中，吸附态磷负荷量分别增加了1 524.2、
274.1、109.5 Kg，而旱地向水田的转化过程中，

吸附态磷负荷量却减少了396.5 Kg；在水田变化

区，水田向林地、水田向草地、水田向园地、水

田向旱地发生转化时，吸附态磷负荷量分别增加

了2.87·104、214.3、182.2、331.9、1.62·105 Kg。
除此之外，有40.40 Km2的未利用地，263.09 Km2

的林地，372.69 Km2的草地，23.43 Km2的园地，3
404.74 Km2的旱地和12.08·104 Km2的水田仅存在内

部的相互转化，未发生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转

化，但吸附态磷负荷总量却分别增加了7 320.8、
25.25·105、6.69·104、910.5、2.22·105和1.63·105 Kg，
说明2000年–2010年研究区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吸

附态磷污染负荷都呈现出加剧的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吸附态磷负荷估算模型，对

江苏沿海地区2000年~2010年吸附态磷负荷量进行

估算，利用Hot Analysis分析技术，对吸附态磷负

荷热点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演变，对不同土

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的动态变化规律进行

探究，得到以下结论：

(1)2000年~2010年，江苏沿海地区吸附态磷污

染负荷程度加剧，吸附态磷负荷总量由3 284吨增

长至6 255吨。2000年，吸附态磷负荷热点区分布

在赣榆县西北部、东海县西部、连云港市区中东

部、灌云县与连云港市区交界处以及灌云县西

部，2010年位于东海县西部的热点区消退，其余

四个热点区范围也有所减小，热点区呈现出收敛

的态势；但热点区的吸附态磷负荷总量从1.79吨增

加至4.27吨，说明江苏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的高

值区更为集聚，空间极化现象更为显著。

(2)不同土地利用背景下，吸附态磷负荷程度

存在显著差异。同一年份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的吸附态磷负荷总量大小排序为水田>旱地>林地

>草地>未利用地>园地，说明农田养分流失是面源

吸附态磷污染的主要来源。2000年~2010年，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吸附态磷

负荷量也随之发生变化。鉴于吸附态磷负荷与土

地利用变化关系密切，可通过调整土地利用结

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方式减少吸附态磷污染

的发生；在坡度较大的山地可适当退耕还林还

草，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水源涵养林，减少

泥沙径流量；农田周边营造防护林，截留来自农

田的养分流失；充分发挥湿地过滤、净化水体的

作用，在河湖周边及海岸带恢复建造人工湿地，

通过湿地沉积、滞留泥沙，减少吸附态磷污染。

(3)目前，采用经验模型估算是研究吸附态磷

负荷的主要方法，应用较为广泛的数学建模方法

多以RUSLE模型为基础，引入泥沙输移率和磷富

集系数模拟计算吸附态磷污染负荷量。本研究利

用该方法估算了江苏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精

细化的表征了吸附态磷负荷的空间异质性，揭示

了不同土地利用单元吸附态磷负荷的差异。但关

于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的基础研究较少，参数

的设置多采用经验值，与实际值存在一定误差，

影响模型模拟的精度。因此，加强吸附态磷负荷

估算模型中基础参数的研究，减少模型估算的偏

差，是今后沿海地区面源吸附态磷污染估算研究

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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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 UNDER LAND USE CHANGE BACKGROUND IN THE COASTAL AREAS

ZANG Yu-zhu1, 2,  LIN Chen2*,  JIN Zhi-feng3,  FANG Fei4,  ZHOU Sheng-l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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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sorbed phosphorus is one of the major surface contaminants, which not only leads to aquatic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but also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water eutrophi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formation for agricultural

第 7 期 臧玉珠，等：土地利用变化下沿海地区吸附态磷负荷动态变化研究 867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PS) management and marine ecological safety,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ssess the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s under ANPS in the coastal areas. The estimation model of adsorbed phosphorus load
wa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ed soil erosion factor, sediment delivery factor and phosphorus enrichment factor together. The
model was used to assess the load capacity of adsorbed phosphorus from 2000 to 2010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GIS environment. Finally, the dynamic change features of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1)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0 to 2010,  the average phosphorus load modulus increased from 105.89 Kg/km2·a  to 201.67
Kg/km2·a, while the total volume of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 increased from 3 284 t to 6 255 t. (2) During the ten years,
the hot areas of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 in the research region have narrowed, presenting a state of convergence, while
the total  amount  of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 in  hot  are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patial
polarization of phosphorus load in the research area was more obvious. (3) Within the ten year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rowth of the average phosphorus load modulu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backgrounds. According to the total volume of
phosphorus load in the same yea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rank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paddy field>dry land> forest land> grass land >unutilized land>garden plo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hosphorus load among different land use backgrounds. Therefore, the reasonable land use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landscape pattern optimization is beneficial to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phosphorus pollution.

Key words: coastal areas; absorbed phosphorus load;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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