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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快速城市化导致了生境斑块的日益破碎化，景观之间的连通性不断降低。构建生态网络可以连接破碎的生境斑块，

增加绿地景观的连通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高度景观破碎化的四川省巴中西部新城为研究区，采用形

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提取出对研究区生态网络构建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核心区和桥接区两类景观要素，并选用

整体连通性(IIC)、可能连通性(PC)和斑块重要性(dI)等景观指数，分别对核心区和桥接区进行景观连接度评价，遴选出对维

持景观连通性贡献最大的 10 个核心区生境斑块作为生态网络的源地，并根据斑块对维持景观连通的重要性程度将其他核心

区和桥接区进行类型划分，以此作为景观阻力的赋值依据，融入消费面模型中，最后采用最小路径方法构建了研究区潜在的

生态网络，并基于重力模型对重要生态廊道进行了识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网络优化的对策。研究结

果表明，MSPA 方法能够科学的辨识出研究区内对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性要素，例如作为物种栖息地的核心区和物

种迁移通道的桥接区，这些要素是生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连通性的计算，明确了研究区景观要素的保护重点，为最

小路径方法中的景观阻力赋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基于 MSPA 与最小路径方法的生态网络分析框架综合了现有景观结

构性要素识别、连通性分析以及物种潜在迁移路径分析等方法，将景观中潜在的生态源地和结构性廊道的连通性作为构建生

态网络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依据，从而使得生态网络的构建更科学。研究结果可为高度破碎化地区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重要的

参考与依据，对其他地区生态网络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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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resulted in urban sprawl and has also led to a redu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habitat fragmentation in the urban area. Habitat fragmentation and the resultant decrease in connectivity of 

habitats has becom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Green spaces are important habitat resources in the city.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space ecological networks can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fragmented habitats, which will be 

advantageous for urba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Taking Bazhong western new district, a rapid urbanizing area in Sichuan, 

China, as a case study, a novel method to develop the green space ecological network supported by Guidos, GIS and the gravity 

model. Firstly, the 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MSPA) model in the Guidos software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mai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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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ucture of green space landscape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cores” and “bridges” were extracted, which will make the basic 

plan of a green space network. Secondly, by using the Conefor software, the integral index of connectivity (IIC), probability of 

connectivity (PC) and the percentage of importance (dI) of each individual element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degree of 

cores and bridges in the developing landscape connectivity. Accordingly, the top ten core patches acting as sources in the ecological 

network were identified. The remaining cores and bridges were ranked based on their importance in maintaining ecological network 

connectivity. Finally, supported by GIS, potential ecological networks were developed using the least-cost path method and the 

important corridor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Gravity model. A way how to optimize the ecological network in the study area was 

put forward.  

This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the cores and bridges of ecological network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MSPA method and that landscape connectivity measurements (IIC, PC and dI) provide a good way to evaluat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patches quantitatively,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ating landscape patch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evaluation 

of landscape patches can help to identify and extract important protected landscape elements and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information for valuing the landscape patch habitat quality in the least-cost path analysis, which in most of previous researches was 

solved by subjective assign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SPA with landscape connectivity, as 

well as the least-cost path analysis will be a novel and useful method to develop green space ecological networks in the urban area or 

any other fragmented area. The results will help to guide the management of green spaces and develop green space networks for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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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得区域内部的大型生境斑块不断被侵占和蚕食，景观破

碎化程度加剧[1][2]。景观破碎化致使内部生境斑块面积缩小，生态廊道被截断，生境斑块日益岛屿化，景

观连通性降低，从而干扰了正常的景观生态过程和生态调控能力，减少了生物多样性，损害了生态系统的

健康完整性，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生变化[3-5]。生态网络的构建能够通过生境廊道和踏脚石(stepping 

stone)连接破碎的生境，形成完整的景观和生物栖息地网络，恢复破碎生境斑块之间的连接，提高景观的

连接度，从而促进绿地斑块之间的基因交流和物种迁移，更好地维系物种迁徙扩散的过程，实现了生境网

络从结构连通到功能连通，对生物种群的繁育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6-12]。 

1990 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生态网络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基于 GIS 最小路径方法因根植

于景观生态学与保护生态学等相关理论，考虑了景观的地理学信息和生物体的行为特征，能够反映景观格

局与水平生态过程，近年来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1][10][13-14]。最小路径方法通过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地形

等对不同生物物种的生境适宜性大小构建阻力面，再运用 GIS 模拟潜在的生态廊道，能够较为科学地确定

生态廊道的位置和格局[1][14]，但不能科学辨识廊道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还需进行廊道相对重要性的定量分

析，从而科学确定生态廊道的优先保护顺序，目前常用的方法有重力模型、图谱理论[1][14-17]、相对生态重

要性与相对城镇发展胁迫赋值加权方法[13]等。生态源地的选择是生态网络构建的关键，然而，目前生态源

地的选择大多将生境质量较好的风景林和自然保护区直接作为源地或根据生态服务价值等生态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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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源地[18-21]，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忽略了斑块对在景观中的连通作用。并且，通过最小路径生成的廊道

是景观中潜在的廊道，很少考虑景观中既有的结构性廊道。 

近年来，一种偏向测度结构连接性的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

方法开始被引入生态网络分析中[22-25]。MSPA 是 Vogt 等学者基于腐蚀、膨胀、开运算、闭运算等数学形态

学原理对栅格图像的空间格局进行度量、识别和分割的一种图像处理方法，能够更加精确的分辨出景观的

类型与结构[23][26]。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景观连通性方法是将斑块或者廊道单独提取出来进行分析，形态学方

法是从像元的层面上识别出研究区内重要的生境斑块和廊道等对景观连通性起重要作用的区域[27]。该方法

强调结构性连接，仅依赖于土地利用数据，将其重新分类后提取林地、湿地等自然生态要素作为前景

(Foreground)，其他用地类型作为背景(Background)，然后采用一系列的图像处理方法将前景按形态分为互

不重叠的七类(即核心区 Core，桥接区 Bridge，环道区 Loop，支线 Branch，边缘区 Edge，孔隙 Perforation

和岛状斑块 Islet)，进而可以辨识出对维持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类型，例如作为核心栖息地的核心区

(Core)和结构性廊道的桥接区(Bridge)，增加了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选取的科学性[15][24][28-30]。 

本文以高度景观破碎化的四川省巴中西部新城为研究区，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辨识

并提取出对研究区生态廊道构建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核心区和桥接区两类景观要素，然后选用整体连通性

(Integral Index of Connectivity, IIC)、可能连通性(Probability of Connectivity, PC)和斑块重要性(Percentage of 

Importance of Each Individual Element，dI)等景观指数，分别对核心区和桥接区进行景观连接度评价，并按

照对维持景观连通的重要性程度将其进行类型划分，最后采用最小路径方法构建了研究区潜在的生态网

络，并基于重力模型对重要生态廊道进行了识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网络优化的对

策。研究结果将对景观破碎化地区生态网络的科学构建提供依据和参考。本文试图回答:(1)如何科学确定

高度景观破碎化地区生态网络的源地与结构性连接廊道？(2)如何定量评价核心区与结构性廊道的相对重

要性程度？(3)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生物栖息地和结构性廊道构建生态网络？ 

1 研究区概况 

巴中西部新城是巴中市确定的重要城市功能拓展区，位于巴中市中心城区西侧(图 1a)，总面积约 18.33 

km2；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多年平均气温 16.7 ℃，多年平均降雨量 1108.3 mm；

地形以丘陵为主，地形起伏较大，地貌多变且破碎，多孤立山丘，少完整山脉，山体多为典型的桌状山和

单斜山，窄谷、深沟比较发育；生态环境质量优良，林地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42%，主要分布在坡度较

高的斜坡地带和深沟区域，分布多随山体呈带状分布(图 1b)。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数据有：1)2011 年 CAD 地形图；2)2011 年巴中市航片，以及从其他相关部门收集

的专题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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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位置(a)与土地利用现状图(b)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and land use (b) 

首先，将 CAD 地形图数据转换为 GIS 中的 shapefile 数据文件，将投影坐标系统定义为西安 80 地理坐

标系，UTM 投影，并提取出其中的建设用地、道路和水体等矢量数据；然后，基于 GIS 软件平台，使用

转换后的地形图文件对航片数据进行配准；最后，按照研究区边界对配准后的影像进行裁剪，并基于易康

(eCognition)软件，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对航片数据进行解译，并使用高分辨率航片和大比例尺地形图数据

与解译结果反复比对，以及进行野外实地调研，不断地对解译结果进行修改和校正，最终获得栅格大小为

5 m×5 m 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图 1b)。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图解译精度较高，满足研究区景观分析精度要求。 

2.2 研究方法 

2.2.1 基于 MSPA 方法的林地景观格局分析 

首先，基于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图，提取出林地景观类型作为 MSPA 分析的前景，其他景观类型作为背

景。由于研究区总面积较小，林地景观较为破碎，较大的研究尺度会导致许多景观细节的消失，因此经过

多次试验，使用栅格大小为 5 m×5 m 的研究尺度能够较好的保留研究区重要的景观要素，满足研究数据精

度要求。将数据转换为 TIFF 格式二值栅格数据文件；然后，基于 Guidos 分析软件，采用八邻域分析方法，

对数据进行 MSPA 分析，得到互不重叠的七类景观(图 2，表 1)，并对分析结果进行了统计(表 2)；最后，

提取出对维持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类型核心区和桥接区作为后面连通性分析的景观要素。 

2.2.2 核心区与桥接区的景观连接度评价 

景观连接度水平能够定量表征某一景观是否有利于源地斑块内的物种迁移[31]。维持良好的连通性有利

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32]。目前，常用的景观连接度指数有整体连通性(IIC，公式 1)、可

能连通性(PC，公式 2)和斑块重要性(dI，公式 3)等[33-35]。基于图论的整体连通性指数和可能连通性指数能

够反应景观的连通性和景观中各个斑块对景观连通性的重要值，已经成为衡量景观格局与功能的重要指标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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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MSPA 的景观类型图 

Fig.2  The landscape type map based on MSPA 

 

表 1  MSPA 的景观类型及其含义 

Table 1  Definition of landscape type based on MSPA 

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生态学含义 Ecological meaning 

核心区 Core 
前景像元中较大的生境斑块，可以为物种提供较大的栖息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是生态网络

中的生态源地 

岛状斑块 Islet 彼此不相连的孤立、破碎的小斑块，斑块之间的连接度比较低，内部物质、能量交流和传递的可能性比较小 

孔隙 Perforation 核心区和非绿色景观斑块之间的过渡区域，即内部斑块边缘(边缘效应) 

边缘区 Edge 是核心区和主要非绿色景观区域之间的过渡区域 

桥接区 Bridge 连通核心区的狭长区域，代表生态网络中斑块连接的廊道，对生物迁移和景观连接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道区 Loop 连接同一核心区的廊道，是同一核心区内物种迁移的捷径 

支线 Branch 只有一端与边缘区、桥接区、环道区或者孔隙相连的区域 

 

表 2  景观类型分类统计表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landscape type 

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面积(hm2) 

Area 

占林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 in forest area 

景观类型 

Landscapes 

面积(hm2) 

Area 

占林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 in forest area 

核心区 Core 346.06 45.08% 孔隙 Perforation 6.68 0.87% 

桥接区 Bridge 75.08 9.78% 环道区 Loop 23.87 3.11% 

岛状斑块 Islet 39.46 5.14% 支线 Branch 89.66 11.68% 

边缘区 Edge 186.85 24.34% 总计 Total 767.6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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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Conefor 软件，选用整体连通性、可能连通性和斑块重要性三个景观指数，将斑块连通距离

阈值设置为500 m，连通的概率设为0.5，分别对核心区和桥接区进行景观连接度评价，并将核心区dPC值

大于4的十个斑块作为源地（表3，图3），将剩余的核心区分为极重要核心区(1<dPC<4)，重要核心区

(0.1<dPC<1)，一般核心区(dPC<0.1)，将桥接区分为极重要桥接区(dPC>0.8)，重要桥接区(0.2<dPC<0.8)，

一般桥接区(dPC<0.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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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表示景观中斑块总数， ia 和 ja 分别表示斑块i和斑块j的面积， ijnl 表示斑块i和斑块j之间的连

接， LA 是景观的总面积， ij
*p 是物种在斑块i和j直接扩散的最大可能性。 I 为某一景观的连接度指数值，

本文指整体连通性指数(IIC)和可能连通性指数(PC)； removeI 为将斑块i从该景观中剔除后，景观的连接度指

数值。 

表 3  核心区（源地）景观连通性指数重要值排序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of landscape connectivity index of the core area (sources) 

排序 Rank 编号 Number dIIC dPC 排序 Rank 编号 Number dIIC dPC 

1 6 25.875 27.387 6 8 5.241 7.830 

2 9 15.787 17.728 7 4 7.605 7.823 

3 7 12.794 16.696 8 5 7.061 6.783 

4 10 13.150 14.692 9 2 4.885 5.096 

5 3 8.100 9.012 10 1 3.979 5.087 

 

图 3  源地、核心区和桥接区分类图 

Fig.3  Classification map of source, cor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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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基于最小路径的生态网络构建  

最小路径方法可以确定源和目标之间的最小消耗路径，是生物物种迁移与扩散的最佳路径，可以有效

避免外界的各种干扰[11][36]。首先，结合MSPA和景观连接度评价结果，将核心区和桥接区等生态网络中的

结构性要素作为研究区的核心景观，并根据不同景观对物种迁移的阻力大小，分别赋以不同的阻力值(表4)，  

表 4  不同景观类型的阻力值 

Table 4  Impedance values of each Landscape type 

景观类别 Landscape type  景观阻力 Landscape impedance 

源地 Source  1-5 

核心区 Core 

极重要 5 

重要 10 

一般 15 

桥接 Bridge 

极重要  10 

重要 15 

一般 20 

林地 Forest 

>20 hm2 10 

10—20 hm2 20 

<10 hm2 30 

农田 Farm land  50 

水塘 Pond  100 

水库 Reservoir  500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area  1000 

道路 Roads  800 

其他 Other  600 

 

构建研究区的消费面模型。景观阻力是指物种在不同景观单元之间进行迁移的难易程度，斑块生境适宜性

越高，物种迁移的景观阻力就越小[1]。然后，基于GIS软件平台，在ArcGIS9.3的Spatial Analyst工具条下，

使用Distance中的Cost Weighted工具，利

用构建的消费面和生态源地生成每个源

地斑块的累积成本面，再利用Distance中

的Shortest Path工具，生成由源斑块到目

标斑块的最小路径，由此生成了由45条潜

在廊道组成的生态网络(图4)，对其景观

组成进行了分析(表5)，并基于重力模型

[11]，构建了10个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矩

阵(表6)，定量评价生境斑块之间的相互

作用强度，从而科学判定潜在生态廊道的

相对重要性。根据矩阵结果和结合研究区

实际，将相互作用强度大于100的廊道提

取出来作为重要廊道，其他的作为一般廊

道，得到研究区的生态网络图(图4)。 

图 4  研究区潜在生态廊道图 

Fig.4  Potential ecological corridor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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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潜在廊道的景观组成 

Table 5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network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总面积(hm2) 

Total area 

在廊道中的面积(hm2) 

Area in ecological network as corridors 

占生态网络总面积的比例(%) 

% in the ecological network as corridors 

核心区 Core 346.06 17.38 58.70% 

桥接区 Bridge 75.08 1.54 5.20% 

林地 Forest 346.52 7.47 25.23% 

农田 Farm land 839.13 2.25 7.60% 

水体 Water 30.93 0.06 0.20%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area 22.84 0.05 0.17% 

道路 Roads 12.79 0.05 0.17% 

其他 Other 159.83 0.81 2.74% 

总计 Total 1833.18 29.61 100.00% 

 

表 6  基于重力模型计算的斑块间的相互作用矩阵 

Table 6  Node interaction (G) based on the gravity model 

斑块编号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 10 160 17 31 2417 191 13 227 59 

2 0 27 71 14 37 9 19 14 21 

3 0 53 191 233 83 38 108 62 

4 0 79 95 25 147 41 90 

5 0 327 143 56 202 140 

6 0 13620 85 12879 800 

7 0 23 25929 270 

8 0 43 111 

9 0 882 

10 0 

3 结果分析 

3.1 基于 MSPA 方法的林地景观格局分析 

由表2、图2可见，研究区核心区面积约为346.06 hm2，占林地总面积的45.08%，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

部，成条带状分布，空间上连通性较好，研究区东部核心区斑块相对较少，且分布较为分散，连通性较差。

桥接区面积约为75.08 hm2，作为景观中的结构性廊道，占林地总面积的9.78%，对物种的迁移与扩散具有

重要的生态学意义。由于研究区内的林地景观较为破碎，并且桥接区连接着两个不同的核心区斑块，因此

在图2中桥接区的分布较为破碎。边缘区是林地斑块的外部边缘，孔隙是斑块的内部边缘，都为产生边缘

效应的区域，分别占林地面积的24.34%和0.87%，在将其作为生态网络的组成要素时，需要考虑边缘效应

影响的范围。支线是廊道连接的中断，具有一定的连通作用，占植被总面积的11.68%，岛状斑块是孤立的

林地斑块，可以作为生物的踏脚石，所占面积较小，呈碎块状散布在研究区中。环道区是斑块内部动物移

动的捷径，有利于物种在相同斑块内部的迁移，占林地总面积的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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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区景观连通性分析 

由图3和表3可看出，连通性较大的核心区和桥接区斑块大多分布在研究区的西部，并且桥接区较为密

集的分布在核心区周围，表明此区域内部的景观连通性较好，有利于物种在斑块间的迁移活动。根据景观

连通性选择的作为源地的10个核心区斑块，斑块面积较大且高度破碎化，呈条带状分布在研究区西部，表

明这些核心区斑块在景观中既起到了源地为物种提供栖息地等生态源地的作用，又起到了廊道的连通作

用，促进了景观的连通。研究区东部核心区斑块数量较少，面积较小，空间上较为分散，景观连通性较差。

极重要和重要的桥接区大多分布在连通性较好的核心区附近，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部，这些桥接区作为

景观中的结构性廊道连接了不同的生境斑块，增加了景观的连通性。 

3.3 生态网络结果分析  

    由表 5 可见，潜在廊道的总面积约为 29.61 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6%，核心区在廊道中的面积约

为 17.38 hm2，占生态网络总面积的 58.7%，表明核心区在作为物种生存源地的同时，也是生物的迁移廊道；

桥接区在生态网络中占 5.2%，约为 1.54 hm2，表明桥接区在生态网络中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除核心区和

桥接区以外的林地部分，占生态网络的 25.23%，在网络中占较大比重；网络中农田的面积约为 2.25 hm2，

水体、建设用地和道路在网络总所占的面积不大，水体约占 0.2%，道路和建设用地约为 0.17%，其他的土

地利用类型在网络中约占 2.74%。面积较大的水体对物种的迁移起着阻碍的作用，但是水体作为生物的水

源地，可以与附近的林地成为迁移途中的暂息地。道路和建设用地在物种迁移的过程中起着较大的阻碍作

用，因此，在网络规划中，应尽量避免廊道穿越道路和建设用地。 

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表明了斑块连接的重要性和斑块间廊道的重要程度。由表6可见，斑块7和斑块

9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强，表明斑块间的景观阻力较小，生境质量较好，斑块之间的联系紧密，物种迁移的

可能性较大，因此，连接斑块7和斑块9的廊道对于维持两个斑块连通十分重要，对物种迁移和种群扩散具

有重要的意义，在景观规划中，要严格控制和保护，务必保持斑块的连通。斑块2和斑块7的相互作用强度

最小，表明斑块之间的景观阻力较大，阻碍了物种的迁移，因此，在未来的生态系统规划中应增加斑块间

廊道的连接，提高廊道的生境适宜性。由图4可见，研究区中部和西部的连通性较好，生态廊道较为密集，

有利于物种在研究区中部和西部斑块之间的迁移。然而，从构建的生态网络总体看来，研究区东部和北部

连接的廊道较少，生态网络不够完善。因此将使用重力模型选择出的重要廊道提取出来，作为研究区生态

网络的重要部分，通过在研究区东部规划设计新的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来不断完善生态网络。 

4 网络优化对策和建议 

4.1 增加核心斑块与网络连接 

生态网络中东部和北部网络的连通性较差，缺乏必要的生态网络连接，因此，在网络规划中，在维护

该区域内原有的林地斑块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这些区域中核心区斑块的空间分布，将其中连通性较大的5

个斑块作为研究区的重要斑块，通过生态建设提升其生境质量，使其成为规划区东部和北部的生态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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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而根据斑块间的阻力值以及核心区和桥接区的空间分布，建议规划新增12条生态廊道连接(图5)。 

4.2 改善网络连接的有效性 

在研究区内，虽然某些斑块间存在潜在的生态廊道，然而这些斑块间廊道经过的地区生境质量较差，

景观阻力较大，降低了斑块之间连接的有效性。因此，需要通过生态建设来增强这些斑块廊道连接的有效

性。因而，本文从一般廊道中按照其相互作用力值的大小和空间位置，选取了4条廊道加以重点改造和生

态建设(图5)。采用网络分析法中的网络闭合度( 指数)、线点率( 指数)、网络连接度( 指数)[10]来分别

计算规划前后生态网络的完善程度。统计结果表明，  指数、  指数、 指数分别由规划前的0.2、1.2、

0.5，增为规划后的0.48、1.73、0.67，表明规划的生态网络比规划前的更趋完善，规划的生态网络明显提

高了研究区内生态斑块的连接水平，增加了网络连接的有效性。 

4.3 加强踏脚石的建设 

对于某些迁移距离较远的物种来说，踏脚石的建设尤为重要，增加踏脚石的数量和降低踏脚石斑块间

的距离将有利于提高物种在迁移过程中的成功率和存活率。本研究中，根据廊道上绿地斑块的空间分布、

重要廊道的交汇点，并结合连通性较大的核心区和桥接区，规划确定了14个踏脚石斑块(图5)。 

 

图5  生态网络规划图 

Fig.5  The ecological network planning map 

5 结论与讨论 

生态网络的构建可以提高景观破碎化严重地区的连通性，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

究使用MSPA方法分析研究区内的林地景观，识别出对维持景观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区和桥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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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基于IIC和PC两个景观指数，分析了桥接区和核心区每个斑块对维持景观连通的重要性，从而确定了生

态网络的源地和结构性廊道，以及核心区和结构性廊道的相对重要性程度；最后，根据不同景观斑块对景

观连通的重要程度以及物种迁移的难易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阻力值，生成消费面，进而利用最小路径方法

构建了生态网络。本研究在确定生态源地这一生态网络的基本组成要素时，没有按照以往的直接将自然保

护区或森林公园作为生态源地等方式，而是将确定生态源地的过程分为了两个重要步骤：首先利用MSPA

方法分析得到研究区内具有生态源地作用的核心区斑块，将其从一般的林地景观中遴选出来；然后重点考

虑生态源地在整个生态网络中的连通作用，计算核心区斑块对维持景观连通的重要程度，将景观连通性的

大小作为筛选源地斑块的主要依据，以此确定了研究区内的生态源地。通过这种方法确定生态源地，避免

了以往生态源地确定方法的主观性，较为科学的考察了源地斑块在景观中的连通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

义。本文将景观要素的连通性作为生态网络构建的基础和重要依据，并利用最小路径法构建生态网络，实

现了MSPA、景观连通性分析、最小路径分析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生态网络规划研究的新思路。研究结果

对高度破碎化地区生态网络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可为其他地区生态网络的构建提

供参考与借鉴。 

MSPA对景观的研究尺度十分敏感，增大影像栅格的大小会导致景观中一些小的要素的消失或者转换

到MSPA中非核心区的类别中[29]，不同的研究尺度可能会导致MSPA的分析结果不同，因此，对尺度的敏

感性研究是MSPA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研究区景观高度破碎化，考虑到较大的研究尺度会导致一些

较小的但在维持景观连通具有重要作用的景观要素的消失，因此采用了5 m×5 m的研究尺度，对MSPA的尺

度问题还应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在对景观进行MSPA分析时，边缘宽度的设定代表斑块产生边缘效应的范围大小，边缘宽度的大小对

MSPA分析结果影响较大[37]。边缘效应是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对生态过程与物种保护、生境保护具有重

要意义[38]。在自然保护区功能设计时，边缘效应是必须考虑的一项内容[39]。本研究中，将边缘宽度按照默

认值1设定，由于输入的影像的栅格大小为5 m×5 m，因此边缘效应为5 m。然而边缘效应具有针对性和复

杂性，不同景观地区、斑块形状 、不同研究对象，边缘效应的宽度不同，因此本研究设定的边缘效应的

宽度不适应某些特定的种群，在边缘效应影响范围的设定时需要考虑需要保护的对象和研究区景观的形

状、适宜性等因素。 

生态网络的关键是景观阻力值的设定，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态网络的相关研究对景观阻力值的设定

还没形成公认的标准，而本文将MSPA分析得到的核心区和桥接区根据其景观连通性融入消费面的方法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由于研究区详细生物资料的缺少，本文构建的生态网络没有针对某个物种，没有根据物

种的生活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景观阻力赋值。本文试图构建的生态网络目的在于提高生境斑块的连接性与

景观格局的稳定性，完善生态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并避免新城建设过程中的破坏性开发，实现精明

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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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使用IIC和PC计算景观连通性时，需要设定连通距离阈值，当斑块间的距离大于该阈值时，

认为斑块是不连通的。因此，连通距离对斑块的重要性dI值具有重要的影响[35][40-41]。连通距离阈值的设定

时需要考虑物种的扩散距离，而不同物种的扩散距离往往不同。本文使用的阈值距离为500 m，连通概率

为0.5，没有根据研究区的物种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这方面的内容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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