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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研究历史时期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不但可以认识和理解陆地表层景观环境在过去的变化过程 ，而且对当前的土地利用方式
摘

或预测未来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依据使用的主要数据源、处理方法和
研究思路，从历史文档资料、古地图、考察 / 调查报告、模型模拟与综合多源信息和多学科知识的方
法等 5 个方面综述国内外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方法的现状 。 根据不同数据源的特性，探讨
分析利用不同方法开展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优缺点及其不确定性 ： ①历史文档资料种类
繁多，包含的信息量巨大，但存在很多噪音和遗漏，且缺乏直观的空间信息； ②古地图可以提供比较
直观的空间位置信息，但是历史时期的绘图技术落后，且土地利用类别划分较粗； ③过去的野外考
察 / 调查资料记录比较规范，但时空尺度较小，难以满足较早时期的研究需要； ④利用模型进行模拟
研究可选择的时空尺度范围较大 ，但模型的选择和建立比较复杂，对驱动数据和初始值要求较高。
最后，提出只有综合多源信息和多学科的知识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 ，融
合多源信息和多学科知识的方法将是今后进行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
词： 土地利用变化； 遥感； 历史时期； 时空尺度；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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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LUCC） 研究。 历史时
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是现代土地利用 / 覆盖的先导和

言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诞生以来就不
断通过改变周围的环境来获取有价值的自然资源 ，

基础，现代土地利用 / 覆盖是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
［7］
的延续和发展 ，进行历史时期的 LUCC 研究有助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改变陆地表层环境的一种重要
［1 ～ 4］
。作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土
方式

于正确认识历史进程中人地关系的实质和人与环境
［8］
和谐发展的机理 ，对于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产活

地利用变化贯穿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整个历史进
［4，
5］
。当前陆地表层的景观状况是由过去的
程当中

动与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的重建研究不但可以为

陆地表层在一定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下
［6，
7］
，如果要解释
演化而来的，二者有一定的关联性

理解和解释当前的土地利用状况与预测未来土地利
［10 ～ 13］
，而且对研究长时间序列
用变化提供重要参考

和理解当前的土地利用 / 覆盖状况或预测未来将如
何变化，就必须进行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

区域环境变化 （ 如水循环、碳循环、气候变化等 ） 有
［14 ～ 17］
。 由于气候系统变化的滞
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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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效应，理解和预测地表过程对气候的影响需要重
［2，
3］
，从而加强
建长时间序列的历史时期 LUCC 数据

理，一般形成统一的表格数据，更多用于进行定性或
［22］
半定量的分析研究，如 David 通过总结整理早期

区域的综合环境评估和预测。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

的契约、税费单、税费记录、销售记录等与土地所有
权有关的历史文档资料，对比研究了美国中部地区

化及其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关键是历史时期土地
［18］
利用变化数据的准确性和完备性 ，因此，比较完
整地进行历史时期 LUCC 的探讨研究就显得极为
重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上两大组织国际地圈生
物 圈 计 划 （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IGBP） 和 全 球 环 境 变 化 的 人 文 因 素 计 划
（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t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IHDP） 将认识过去 （ 尤其是
过去 300 年来） LUCC 作为其核心计划———LUCC 研
［19］

，历史时期 LUCC 研究就成为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查阅国内外的相

究的要点之一以来

关文献，按照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源、处理方法和研究
思路，依次从历史文档资料、古地图、考察 / 调查报

1730—1990 年间的土地利用历史与植被动态变化；
［28 ～ 30］
、何凡能等［31 ～ 33］、叶瑜等［34 ～ 36］
国内葛全胜等
分别采用多种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 （ 如类比法、断
面定量比较法、订正法等 ） 对多种历史时期的文档
资料进行整理和信息挖掘，先后重建了过去 300 年
来中国 LUCC 数据，东北地区过去 300 年耕地、森
［37］
［38］
林、草地变化数据等； 吕妍等 、张洁等 从历史
文献、史志、方志、地名志等历史资料中挖掘信息，分

别探讨了吉林省镇赉县清代的土地开发和利用特
征，以及重建得到了中国东部近 300 年来的土地利
［39］
用和植被覆盖变化分布； 张学珍等 结合地方志、
古代私人笔记和游记等历史资料，通过整理和分析

告、模型模拟和综合多学科知识等 5 个方面介绍了
国内外历史时期 LUCC 研究的现状，并根据不同数

历史文献中的自然植被记录，复原了中国东北地区
17 世纪后期的自然植被格局。 另一种方法是代理
［31］
指标法（ 代用资料法 ） ，即在一些相对比较合理的

据源的特性探讨分析了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及其
不确定性，提出综合多源信息和多学科知识的方法

假设前提下（ 如假设同时期城市用地面积的扩张速
率与人口变化速率相一致、同时期的耕地面积变化

将是今后进行历史时期 LUCC 研究的发展方向。

速率与人口变化速率相同等 ） ，利用一些算法或推
导方法，依据量与量之间的相关性，由文字记录资料

历史时期 LUCC 研究方法

2

根据历史时期 LUCC 研究所使用 的 主 要 数 据
源、
处理方法和研究思路，本文将历史时期 LUCC 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包括：
2． 1 以历史文档资料为主要数据源
历史文档资料是研究过去环境演变的重要基础
资料 ，是进行历史时期 LUCC 研究最直接的历史
［20］

中可以获取的变量推导出所需要的变量，如 Goldewijk［40］、Pongratz 等［41］在估算全球过去的土地利用
数据时，就分别根据历史资料中所记录的人口数据
推算出了同时期的耕地面积和牧地面积。 此外，根
据历史时期的人口资料也可以推算出同时期的城市
［18］
用地面积 ，根据历史资料中所记录的牲畜数量可
［42］

以推算出同时期的牧草地面积

，根据历史资料中

依据。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随着时间不断
地推移，人类活动对赖以生存的陆地表层进行着无

的牲畜 税 费 登 记 表 可 以 推 算 出 同 时 期 的 牲 畜 数
［43］
量 ，
根据历史资料中的纳税单位可以推算出同时

休止的改造，其最终的效果经过不同的时期通过各
种介质记录并流传下来，主要包括契约、税费薄、销

期的耕地面积

售记录、货物存档、回忆录、土地登记薄、包租许可
证、木材输出量、作物产量、土地买卖量、土地描述、
传记和历史社会信息记录薄等各种类型的历史文
［6 ～ 8，
10，
21 ～ 23］
，以及后人不断研究总结留下的各种
档
文献和古书籍资料 （ 方志、史志、地名志等 ） 。 根据
研究思路又可以分为 2 种： 一种是对收集的古书籍、
文献、文档等文字记录资料进行整理后 ，直接从这些
记录资料中提取有用信息进行历史时期 LUCC 研
［4，
11，
13，
21 ～ 36］

，即对收集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
档资料进行信息挖掘、提取、校准、标准化、统计等处
究

［44］

。

总的来说，以历史文档资料为主要数据源进行
历史时期 LUCC 研究的方法，更多是具有历史地理
学、人文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甄别 、考证不同种类
和不同来源的历史文献基础上，挖掘和提取有用的
信息，利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 （ 如类比法、断面定
量比较法、订正法、插补法、森林恒等式和薄记模型
等） 整理和标准化不同时期、不同来源和不同格式
的资料，采用图、表等方式记录整理好的数据，最后
对结果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早期主要以文字描述的
方式定性或半定量研究历史时期 LUCC 所采用的一
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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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地图为主要数据源
古地图有着悠久的历史。 研究表明，中国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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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信息，是学者们进行历史时期 LUCC 定性或定量
［64 ～ 68］
。比如，由美国政府
研究的另一种重要数据源

的实物地图可以追溯到 1986 年 9 月在甘肃天水放
马滩五号西汉墓中出土的纸质地图与 1973 年 12 月

于 1812 年成立的专门负责全国公共用地调查 、测绘
和制图的独立机构———GLO （ General Land Office） ，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城
［45］
邑图 。除了以文字记录为主的历史文档资料外 ，

该机构自成立起已经开展过多次野外调查 ，获得了
美国过去近 200 年来地表景观的多方面资料，现在

过去的各种古地图也保留了历史时期的很多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时期 LUCC

已经被很多学者用于开展美国州尺度 、流域尺度、郡
县尺 度 等 不 同 尺 度 上 的 区 域 历 史 时 期 LUCC 研

［6，
9］

和古景观图一般可以为我们研究过去景观变化提供
比较充实和直观的历史时期信息，是学者们进行历

［10，
64 ～ 67，
69］
，如 Galatowitsch 等［65］ 利用美国西部的
究
GLO 调查资料探讨了如何将野外实地调查资料用
于历史时期景观变化研究中。 最初发起于 1785 年

［12，
13，
43，
46 ～ 56］
，如
史时 期 LUCC 研 究 的 首 选 古 地 图
［48］
［50］
Cousins 、Bender 等 利用 17 ～ 19 世纪的多幅历

的 PLS （ Public Land Survey） ，将美国土地划分为调
查小块，块与块之间记录了多种信息 （ 如种类、直径

史时期古地籍图，分别研究了瑞士东南部和德国南
［51］
部过去的土地覆盖和景观变化； 曾新 探讨分析了

和距离等） ，现在也是很多学者进行过去地表景观
［68，
70，
71］
，如 Rhemtulla
变化 研 究 的 调 查 数 据 之 一

旧志中的古地图对于复原古代城市历史面貌和环境
的重要性。对于某些研究区，如果没有收集到地籍

等

图、地形图和景观图等主要记录地表景观 、地貌的古
地图时，那么一些研究人员就选择用其他种类的古

森林变化。
总之，过去的野外实地调查 / 考察资料可以作为

地图来替代，古军事图就是常常被用于进行历史时
［57 ～ 62］
，由于其特
期 LUCC 研究的另一类古地图资料

历史时期野外地表景观环境实地观测的第一手数
据，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历史时期 LUCC 有着极为

殊的军事用途，尽管对过去的土地利用 / 覆盖等感兴
趣的地表景观描述相对较少，但其制图的整体精度

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思路可以概括为： 对于收集到的
不同时期、不同尺度和不同来源的过去野外实地调

［7，
58，
63］
，
和时效性要比同时期其他种类的古地图好
成为学者们研究历史时期 LUCC 的另一个重要数据

查 / 考察资料，进行相关信息的挖掘与整理，并对多
期的资料进行标准化处理 （ 裁剪、类别的合并与分

最直接的视觉图谱资料

［57］

源，如 Skalos 等

。 古地籍图、古地形图

借助 18 ～ 19 世纪的多幅古军事

［70］

借助 PLS 不同时期的野外调查资料，研究了美
国威斯康辛州 1850—2000 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和

划、类别的统一等 ） ，形成易于进行对比分析的统一
数据，然后进行相关的研究对比工作。

调查图开展了捷克历史时期长时间序列的土地覆盖
［62］
变化研究； 张修桂 依据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湖

2． 4

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多种古地图资料 ，探讨研
究了西汉时期的景观和军事情况 。

模型是理论的数学表达，是在考虑了可操作性
的基础上，对现实环境复杂关系的简化，综合研究模

总之，以历史时期的各种古地图为主要数据源
的方法是进行历史时期 LUCC 研究的另一种重要途

型是深入理解土地利用变化过程、机理和环境效应
［72，
73］
。LUCC 模型的研究能增进对土地
的重要手段

径，主要思路是将收集的各种纸质古地图扫描为电
子地图后，利用多种方法进行校准 （ 如控制点、多项

利用变化深层机制和原因的理解，可以预测未来土
地利用变化的情景和速率，从而为合理的土地利用

式法、校正模型和遥感影像配准等 ） ，选取研究区进
行裁剪，采用多种融合方法 （ 色彩增强、对比度拉伸

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依据

和假彩色合成等 ） 进行增强处理，对感兴趣的地表
景观进行人工目视解译分类，最后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等空间分析软件对多期的资料进行叠加分析 ，或
者与现在的航空相片或卫星影像相匹配，进行历史
时期 LUCC 的时空动态变化研究。
2． 3 以过去的野外调查 / 考察资料为主要数据源
过去的野外实地调查或考察资料能够提供历史
时期（ 特别是过去 300 年左右 ） 地表景观环境的详

模型模拟

［74］

。 近年来，国内外

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展了利用模型研究历史时期的
LUCC 工作，根据不同的模拟思路，大致可以分为 2
类： 一类是在对研究区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选择或建立合适的模型，根据模型的
需要制作质量较高的驱动数据 （ 如不同时期耕地面
积、森林面积、人口数据、牲畜数据等 ） 和初始值 （ 如
潜在自然植被分布、分级耕地面积等 ） ，最后通过运
［2，
40，
75 ～ 80］
，
行模型模拟得到历史时期的 LUCC 信息
［76］

如 Benitez 等

在对历史时期农业发展阶段实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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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作物轮作模型分阶段估
算得到了美国西部 Choptank 河流域 1665—1820 年
［78，
79］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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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多源信息和多学科知识的方法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 / 覆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周

依据土地自
间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 白淑英等
、
身的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体制等条件 ，研
究设计了一种耕地分布诊断模型，用以判断没有卫

度上进行复原重建研究，那么就需要综合多源信息

星遥感信息源时历史时期耕地的空间分布状况 。另
一 类 思 路 则 是 依 据 不 同 的 应 用 目 的，对 已 有 的

和多学科的交叉知识来比较准确地重建历史时期
LUCC 的时空演变过程。 近些年来，随着众多学科

LUCC 数据集运用不同的模型进行二次加工得到所
通过运用

知识的相互交叉发展，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运用多
源资料和不同学科的综合知识研究了不同区域 、不

提出的会计模型追踪地表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状
态，对已有的历史时期全球环境变化数据库 HYDE

同尺度、不同分辨率的历史时期 LUCC 数据。 遥感
技术出现之前，早期有关历史时期 LUCC 的研究工

（ History Databas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 和
SAGE （ Sustainabilit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进

作着重于将历史时期的各种历史文档资料 、古地图
和过去的各种野外调查 / 考察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过

行二次加工，得到了过去 3 个世纪以来全球网格土
地利用转换数据和森林砍伐数据 。在利用模型进行

［46，
58，
69，
84 ～ 86］
，如 McAl去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69］
lister 综合运用 GLO 调查资料、历史照片和历史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研究时，由于不同的数
据源、不同的模拟思路和不同的研究目的 ，使得不同

文档资料研究了美国俄勒冈州东部 2 个流域过去
100 多 年 里 河 边 地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变 化； Bender

模型建模的机理和结构可能不一样，有的以遥感数
据作为当前土地利用状态的基础，通过模型的后向

等

运行将过去不同时段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的记录资
料插值到不同时期，从而得到历史时期不同时空尺

1850 年以来的土地利用变化； Dahlstrom 等［86］ 综合
过去的文档资料、古地籍图、统计数据等多种历史资

［81 ～ 83］

需要的土地利用信息

，如 Hurtt 等

［2，
4］

度上的土地利用数据集

［83］

； 有的从气候、土壤等因

素考虑了土地种植适宜性，结合过去的人口记录资
料，通过建立人口密度与森林之间的关系 ，研究了历

围环境的不断变化，它原有的面貌可能已经发生了
巨大变化，通过单一的研究方法可能难以从时空角

［84］

综合过去的土地登记薄、古地籍图、存档数据
等资料研究了德国和巴伐利亚 Franconia 河上游自

料，研究分析了瑞士某区域过去 350 余年的土地利
用、人口和牲畜变化。随着遥感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 有的根据已有不同时期

利用自身的特点与优势： 一方面，可以用作古地图校
正的标准参考对象； 还可以作为基础数据产生模型

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关联性，运用不同的插值方
［82，
83］
； 有的则依据作
法进行历史时期土地利用研究

模拟时所需要的输入数据和初始值； 通过实施波段
组合和变换增强处理，仔细对比遥感影像的纹理和

物本身的生理生态或生长阶段的主要类型而建立的
［76，
81］
； 还有的综合
生物—生理模型或作物轮转模型

光谱差异等特性，以及微波遥感可以穿透地表一定
深度的特性，可以识别和再现某些区域特定历史时

考虑众多地形因子（ 高程、坡度、土壤等） 和民族等因
素的影响，
利用过去的记录资料建立统计模型或经验

期的人类活动古遗迹和地理环境状况 。因此对于对
比分析古今地表景观的时空动态变化研究 ，遥感数

［75，
77］
。总的来
模型进行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说，
模型的机理和结构随着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

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历史时
［2，
18，
23，
48，
87］
。如 Ramankutty 等［2］以
期 LUCC 研究当中

数据源和不同的研究思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以模型为手段模拟历史时期 LUCC 的研究工作

遥感数据（ MODIS 获取的土地利用覆盖图） 和历史文
档资料作为输入数据，
通过提出的一个简单土地覆盖

主要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区所处自然环境、人类文明

模型模拟得到了全球 1700—1992 年间的耕地变化数
［23］
据； Hamandawana 等 综 合 历 史 存 档 记 录、旅 行 日

［80］

史时期森林的覆盖情况

演化的历史过程和地表景观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因
素，选择或建立适合研究区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
特点的模型，然后，根据模型的模拟原理选择模型运
行的起点，并根据模型模拟时所需要的输入准备模
型的驱动数据和初始值，最后，结合模型与准备好的
输入数据，进行前向或后向模拟，得到研究区历史时
期的 LUCC 信息，并对模拟的运行结果进行定性和
定量的研究分析。

记、
古地图、
航空相片等多种资料，探讨研究了非洲南
部 Okavango 河流域土地利用 / 覆盖的变化。
另外，古生态学方面的孢粉资料、湖泊沉积物、
地质学方面的地层信息、碳追踪手段和考古学方面
的 研 究 方 法，也 逐 渐 被 广 泛 地 融 进 历 史 时 期 的
LUCC 研究工作中［88 ～ 92］，如 Cousins 等［88］ 综合古地
图、古地理资料、考古资料和孢粉地层资料，结合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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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替代模型模拟研究了瑞典东南部 17 世纪至今的
［90］
土地利用变化和植被类型变化信息； Veski 等 通

息的资料很少，不利于研究历史时期土地利用空间
位置的变化。虽然可以通过代理指标法间接地获取

过综合古生态学上的孢粉资料、湖泊沉积物分析资
料、历史文献资料和古地图，综合研究了爱沙尼亚南

一些需要的变量，但其前提往往有一些假设存在，这
［11］
样或多或少会过滤掉一些真实信息 ，从而所推导

［91］
部过去 1 000 年的历史景观变化； Schuppert 等 以
德国南部一小区域为研究区，
探讨了如何将历史文档

出的变量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差 。
（ 2） 古地图不仅包括早期更多为示意性的地

资料、
古地图、
考古资料和地质资料与现代空间数据
［92］
相连接用于研究历史时期的景观变化； 颉耀文等

图，还包括后来发展的地理位置愈加精确的古地图
（ 如大明混一图、皇舆全览图等 ） ，以及注重地物空

综合历史文献、
地形图、
考古资料、
地质测年数据和遥
研究恢复了中国甘肃石羊河流域
感影像等多种资料，

间位置准确性的古军事用图 （ 特别是国外 ） 。 这些

下游民勤绿洲近 2 000 年来的绿洲演变过程。

3

不同数据源和方法的优缺点

不同种类的古地图可以提供历史时期地表景观比较
直观的图谱信息，包括地表景观变化的时间信息，可
以直观地显示出每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空间位置
信息及其变化程度，可以用于追溯分析历史时期地

目前，已有的历史时期 LUCC 研究工作，使用的
数据源逐渐多源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

表景观随时间的序列变化，还可用于分析历史时期
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的变化量，弥补了历史文档资料

但由于不同学者学识背景的差异，已有的一些研究
工作所使用的数据源和研究方法都比较单一 ，很难

不能反映空间信息的不足。 但相对于现代地图，过

从不同时空尺度上更加完整地理解过去的土地利用
变化过程，综合集成多源数据和多种方法开展历史
时期 LUCC 的研究工作相对较少。对于不同的学科
背景、不同的研究区域、不同的研究尺度 （ 时间尺度

去的古地图在绘图技术上和精度上都存在较大差
异，利用这些古地图提取的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
信息在空间位置和属性信息上肯定存在着误差 ； 而
且不同时期的古地图，制图标准、制图目的和制图精
度等方面的差异，其完整性和准确性也有待商榷； 并

和空间尺度 ） ，采用不同的数据源和不同的研究方
法，各自都有其优点与不足的地方：

且早期的古地图对于土地利用的类别划分不够细
致，所包含的土地利用 / 覆盖信息比较少，不便于与

（ 1） 历史文档资料既包括历史时期不同时段遗
留下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的各种原始记录资料 ，

现在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进行时空对比研究 。
（ 3） 野外调查 / 考察报告资料由于有其既定的

还有不同背景的学者依据这些原始记录资料整理而
成的各种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古书籍 （ 史志、方志、

目的、相对详尽的野外计划、相对完整的野外工作程
序，以及相对标准的野外观察记录和最终数据的处

地名志、史略、史探等 ） ，以及后人陆续通过各种手
段从这些资料中不断挖掘提取出的新信息 。这些从

理程序等，使得这类资料的内容相对比较真实 ，相同
来源的调查 / 考察标准也比较统一，获得的资料在尺

古到今的历史资料可谓是有关过去不同时期人类活
动和环境演变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是未经更改和夸

度上相对也比较一致，这对于开展历史时期土地利
用变化研究的研究者来说，具有相对比较高的可信

［6］
大的客观资料 ，是历史时期地表景观变化的真实
反映，且种类繁多 （ 既包括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各

性。但是，这方面可用的资料一般比较少，大都集中
于过 去 300 年 左 右 的 尺 度，对 于 进 行 更 早 时 期 的

种原始文档资料，也包括后面陆续修整而成的各种
古书籍） ，包含的信息量巨大，记录了历史时期不同

LUCC 研究，几乎无考察资料可用； 而且这种考察 /
调查资料在空间范围上相对都比较小 （ 如 GLO 调查

角度的地表景观信息，是进行历史时期 LUCC 研究
的首选数据源。但其记录方式不同于现代规范的器

资料基本主要集中在美国本土 ） ，只适于开展特定
区域的过去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此外，不同来源的调

测记录，其中存在许多噪音并有许多遗漏 ，利用这些

查 / 考察资料，其调查 / 考察的标准和规范相互不一
致，对于进行多期资料的对比研究有一定影响 。

历史记录资料重建过去的环境演变存在着诸多的不
［20］
确定性 ； 而且不同时期的文档资料，其记录的内
容、方法、尺度、标准等都是不同的，如何将获得的不

（ 4） 上述各种资料可看作是我们开展历史时期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工作的基础数据源，各种资料种

同时期记录资料等价地转换为同一个标准也是一个
很棘手的问题； 并且历史时期绝大部分的记录资料

类繁多，信息量巨大，可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
的可用信息，但其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单独利用某

都是文字定性的描述和数字统计信息，反映空间信

种数据或方法进行历史时期 LUCC 研究的时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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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有限，如果要开展流域尺度、国家尺度、大洲尺
度、全球尺度等不同地域尺度上的过去不同时间段

全球、大洲、国家，到区域范围都有相关研究的案例 。
但诸如前面所讨论的，历史文档资料和古地图资料

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仅仅依靠前面资料或方法的
单独使用可能有较大困难。由于模型易于操作的优

本身存在数据精度上不确定性，特别是通过代理指
标法推算出的相关变量，一些假设前提的存在更增

势，可以作为深入理解长时期、大范围土地利用变化
的重要手段，利用模型进行大尺度的前向或后向模

大了其不确定性。模型模拟的方法需要好的初始值
和可信赖的输入数据，才可能会模拟得到比较满意

拟相对比较容易，可以用于开展历史时期不同时空
尺度上的 LUCC 研究，但其所需要的输入数据比较

的输出结果，而模型的初始值和输入数据很多都是
由历史时期的各种资料提供的，使得模型模拟的结

多，这就需要前面介绍的历史文档资料 、古地图和野
外调查 / 考察资料进行弥补，为模型的模拟提供一个

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另外，虽然孢粉、沉积物、碳

较为可靠的初始值和驱动数据，便于提高模型输出
结果的可信赖度。同时，近几十年来，遥感技术的出

追踪和遥感等资料和方法逐渐被应用到历史时期土
地利用变化研究中，但这些不同学科和类别的资料
适用的时空尺度是有差别的，如何将这些资料较好

现不但可以提供模型模拟时所需要的一些基础数据
集（ 如潜在植被分布图） ，而且对于古地图的准确校

地融合在一起用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工作
［94］
中，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

正提供了新的方法，对于进行古今 LUCC 的时空动
［6］
态分析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

对于历史资料的不确定性，通过严格筛选、慎重
使用、选择最佳时空尺度等方法可以减少其不确定

4

［20］

； 对于古地图来说，如何选择和发展较好的古

不同研究方法的时空尺度与不确定
性初探

性

（ 1） 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时间尺度

不同来源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校正和重建工作，使
重建后的资料与真实情况之间的误差尽可能减小 ，

与空间尺度是选取数据源和研究方法最为关键的两
点。依据目前国内外有关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
究的工作，可将不同数据源和不同研究方法的时空
尺度关系用图 1 所示的时空标尺简单表示。历史文
档资料种类繁多，可用于开展过去不同时间尺度上
的土地利用研究，空间尺度上可扩展至国家范围的
研究； 选择 地 物 目 标 空 间 位 置 较 为 准 确 的 古 地 图
（ 即制图有一定的标准可循 ） 可用于开展大区域尺
度和国家尺度上百年至千年的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
化研究工作； 调查 / 考察资料可用于区域至国家尺度
上近 300 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在质量较好的输
入数据和初始值驱动下，模型模拟方法可作为较大
区域、国家或全球大尺度上，百年至千年间历史时期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 以现有数据源

地图校正方法可以大大减少其使用的不确定性 。为
了降低模型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重视对

从而为模型模拟提供高质量可信赖的输入数据和初
始值；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过时
性，需要借助各种文档资料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
利用状况和环境演变进行充分调研，获取研究区不
同历史时期主要土地利用及其环境变化的动态信
息，根据不同时空尺度的研究需要发展和构建专门
适用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各种定量模型
（ 如基于统计意义的模型、基于各种机理的模型、基
于各种环境变化的模型、综合模型等 ） 。 对于不同
学科和类别的资料 （ 历史文档、古地图、孢粉、沉积
物、碳追踪和遥感等 ） ，应该加强学习和理解不同资
料的基本原理、适用尺度，及其代表的意义等相关学
科知识，并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将不同学科 、不同
种类、不同来源的资料融合用于历史时期不同时空

和研究方法为基础，综合更多的数据源和多学科的
知识（ 孢粉资料、沉积物资料、碳追踪、考古学、历史

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集成研究中 。

地理学等） ，可以较理想地实现历史时期不同时空
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5

（ 2） 无论是采用何种数据源，还是采用何种研
究方法，目前国内外有关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
研究工作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几乎都有开展 ，时间尺
度上涉及到人类有能力大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近几
［93］
千年来的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 ，空间尺度上从

结

语

基于主要数据源、处理方法和研究思路，本文对
现阶段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
综述，然后总结了不同数据源和不同研究方法的优
缺点，最后初步探讨了不同数据源和研究方法适用
的时空尺度及其存在的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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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数据源和不同研究方法的时空标尺示意图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 sketch map of the different data 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s

从总体上看，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方法
已经从最初仅仅依靠历史文献资料的方法逐渐发展
到多种资料和研究方法的融合阶段，但目前在实际
研究中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影响因素仍缺少考虑。
不同的历史资料存在着诸多的噪音和不确定性 ，如
何将这些不同来源、不同种类和不同规范的资料进
行标准化是进行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前提
和关键点。模型模拟给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但目前的模型都较
为简单，而且缺乏内在的机理，发展和构建专门适用
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模型成为今后研究
的又一重要任务。 在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时，影响
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因素较多 （ 如可用数据源、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学科背景等 ） ，且不同影响因
素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和交叉点，只有解决好众多因
素中的时间和空间取舍问题，才能更好地综合多源
信息和多学科知识用于历史时期不同时空尺度上的
土地利用变化集成研究中。

究所卢玲研究员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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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ical Land Use Change
Hu Ningke1，2 ，Li Xin1
（ 1．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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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rical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have been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s． Re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can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past changes in
landscape environments of land surface，and have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current land use patterns and in
predicting the future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Based on the main data sources used and data process metheds
and study ideas，the research status of historical land use change are review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erm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historical maps，insp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s，model simulation and integrated multisource data and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hen，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various methods used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land use change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ata sources and methods： ①We have wide rang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hug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but there are a lot of noise and omissions，and lack of visual spatial information； ② Historical
maps can provide a relatively intuitive spatial location information，but the mapping technology was poor and the
land use categories were coarse in historical period； ③Past insp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records with a smaller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are fairly standard，but they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arlier period； ④ Using
the models to implement the simulation in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is relatively easy，but more input data are needed． Finally，the integrated multisource data and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are considered as the only
way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land use change essentially and completely，and it will be the main idea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land use chang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and use change； Remote sensing； Historical period；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 Uncertai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