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多稳态的山地植被垂直自然带定量识别研究
—以新疆博格达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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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地生态系统的自然特征和服务功能与其自身的垂直自然带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定量识别其分布的海拔
范围，能够快速捕捉气候和植被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过渡范围海拔的定量识别往往会受到数据的时空连续性和
模型分析能力的限制。本研究将温带荒漠、山地草原、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高山垫状植被作为生态系统稳定
状态，利用 Landsat-8 和 SRTM DEM 数据，基于稳态转换原理结合势能分析方法，估算垂直自然带相邻两个状态
的势能量，识别博格达北坡垂直自然带的生态过渡区域及分带海拔。研究结果：（1）沿海拔梯度，LST 概率密度
分布呈现多峰模式，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最小值对应的模式数为 2，二者均揭示存
在不同的生态系统状态；（2）势能分析识别出沿海拔梯度相邻垂直自然带间的生态过渡区域及分带海拔，温带荒
漠带-山地草原带（海拔 1062-1093 m，1066 m），山地草原带-山地针叶林带（海拔 1689-1764 m，1707 m），山
地针叶林带-高山草甸带（海拔 2690-2744 m，2714 m），高山草甸带-高山垫状植被带（海拔 3251-3263 m，3257 m）；
（3）通过 2018 年 7 月的野外考察数据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总体 RMSE 为 19.19 m。 结果表明基于遥感对地观
测数据及生态多稳态原理和势能分析方法为快速准确的提取垂直自然带的生态过渡区域及分带的海拔位置提供了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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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山地垂直自然带比水平地带狭窄 1000 倍，变化
梯度大，对气候变化敏感，历来受生态、地理、环
境、植物、气候变化等领域专家的关注。垂直自然
带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分带海拔的提取及其时空
变化规律一直是国内外垂直自然带的研究热点和难
点，从多源的遥感影像上获取垂直自然带的空间分
布及分带海拔是定量认知垂直带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时空变化规律的必要前提。博格达拥有温带干旱区
典型的山地垂直自然带谱(李东等, 2015)，反映了温
带干旱区大型山脉生物多样性受海拔、坡向与坡度
的水热空间变化影响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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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植被对温带干旱区气候变化响应的理想区域 (杨
兆萍等, 2017)。因此，定量分析博格达垂直自然带
沿海拔梯度的分布规律，对于研究山地生态系统生
物群落演替具有深远意义。
国内外学者大都基于野外考察获取的样线、样
方数据或收集整理文献数据，分析植被、土壤、生
物多样性和土地利用等的垂直分布格局的研究
(Jafari M 等, 2004; Bach K 等, 2015; Erschbamer B 等,
2010; Hemp A, 2006; 刘伦辉等, 1984; 张华等, 2008;
沈泽昊等, 2001; 岳明等, 2000)。许娟等(2006; 2009)
通过查阅公开发表的文献及科学考察资料收集垂直
自然带谱数据，利用水热气候指数分析解释阿尔金
山-祁连山垂直自然带谱的分布模式。然而基于野外
数据获取及文献数据整理的方法易受到地形及气候
等环境因子的影响，周期长、耗费的人力物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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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高山区，很多地区是人类无法到达的，某种
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可行性和客观性，并且调查数
据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此外，垂直自然带谱数
据的记录精度都很低（100 m 级），且多为离散的数
据，缺乏高精度的、连续的带谱数据进行数学模型
模拟。遥感技术具有宏观、快速、长时序的获取地
球表面地物信息的优势，应用于高大陡峭的山系研
究，可以大大减少野外调查的工作量和难度，将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可以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不
足。一些学者将 RS 与 GIS 引入山地垂直自然带的
研究中，利用遥感分类信息叠加数字高程模型，分
析垂直自然带的空间格局特征(张银屏, 2017; Guo D
等, 2014; Xiao F 等, 2010; 常禹等, 2003; 崔晓临等,
2013; 金远亮等, 2015; 罗勇,张百平, 2006; 魏伟等,
2008)。同时，一些研究人员从地学信息图谱角度出
发，利用植被图、坡向图和 DEM 建立研究区的植被
垂直自然带谱，并与地形及气候等因子进行相关性
分析(张银屏,2017; 孙瑜,2010;郭聃,2014)。然而遥感
分类精度易受山地地形、“同物异谱，同谱异物”及
主观样本选择的影响，导致垂直带提取精度降低。
与此同时，研究过程依赖遥感的分类信息和地形因
子，忽略了与生态等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垂直自然
带的更替也是生态系统状态的改变过程，加之阈值
窗口选取等不确定因素，使得提取结果的精确度有
待进一步提升。
多稳态是指在相同条件下，系统可以存在结构
和功能截然不同的稳定状态(冯剑丰等, 2009)。稳定
状态在动力学理论上指的是系统的解在一定条件下
稳定（stable），在生态学意义上指的是在一定的时
间和空间尺度上，生态系统保持现有的结构和功能
不变。许多生态系统具有“多稳态”特征(Scheffer M
等, 1993; van de Koppel J 等, 1997)，稳态之间存在着
边界。Wan 等(2019)将山地针叶林和高山草甸作为
稳定状态，高山林线的生态交错区为不稳定状态，
基于稳态和稳态转换原理识别博格达北坡高山林线
生态过渡区域的海拔。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遥感指标和生态多稳态转换理论及势能分析方
法识别垂直自然带的生态过渡区域及分带海拔，并
利用野外采集数据进行结果验证，达到拓展和深化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思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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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博格达世界自然遗产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阜康市（如图 1），属于大西洋气流和北冰洋气流
的迎风坡，气候较湿润。年平均气温约为 2.5℃，其
中一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为-12.4℃；7 月份气温
最 高 ， 月 平 均 气 温 15.9 ℃ ， 年 降 水 量 大 约 为
400-700mm(杨兆萍,张小雷, 2017)。地势由西北向东
南逐渐抬高，在不到 40km 的距离内，海拔从 800m

上升至 5000m，并发育了包括温带荒漠带、山地草
原带、山地针叶林带、高山草甸带、高山垫状植被
带及冰雪带 6 个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该区几乎包罗
了亚洲中部大多数自然景观类型和生态系统，并入
选世界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在亚
洲腹地具有突出的区域代表性和重要的科研价值。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高程分布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2.2 试验数据
2.2.1 Landsat 数据及预处理
本文选择植被长势较好的 2016 年 7 月 28 日美
国 Landsat8 数据，轨道号为 142/30(数据来源于中国
科 学 院 计 算 机 网 络 信 息 中心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云 平 台
(http://www.gscloud.cn))。Landsat8 卫星由美国航空
航天局(NASA)在 2013 年 2 月 11 日发射，携带两个
传感器，分别是陆地成像仪 OLI（Operational Land
Imager）和热红外传感器 TIRS（Thermal Infrared
Sensor）。Landsat 8 Level-1 数据产品已经经过系统
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与之前的 Landsat 系列传感器
不同，TIRS 拥有两个与 MODIS 的第 31 和 32 波段
设置相近的热红外通道（第 10 和 11 波段，空间分
辨率 100 m，下载的数据已完成重采样为 30 m 分辨
率）。
博格达世界遗产地是典型的山地生态系统，不
同的坡度遥感观测的辐射具有显著的差异，这种辐
射差异的变化受地形的影响强烈，从而扭曲反映地
表 实 体 特 征 的 信 息 ( 闻 建 光 等 , 2008; 林 兴 稳 等 ,
2020)。地形效应对遥感影像地表参数反演的影响不
可忽略(穆悦等, 2015)。因此，研究中首先对 Landsat
OLI 数据（不含全色波段）进行辐射定标，地形校
正（SCS+C），大气校正，裁剪等处理。
2.2.2 野外调查数据
根据当地气象预报情况，综合考虑地形、地貌
的复杂性及考察路线的可到达性，野外考察点分布
需要能体现对识别结果整体性的验证，制定野外考
察路线分布于三工河（大约位于识别结果的中心沿
线）的两侧，沿野外考察路线且人力可以到达的区
域设立考察点，如图 2。2018 年 7 月 4-14 日赴博格

达进行野外考察，利用无人机和高精度 GPS 记录不
同地表类型的位置信息、相关海拔和大量的实地照
片。

Temporarily Unavailable）获取大气剖面参数，进而
计算同温度下的黑体辐射亮度，最后，反演得到地
表温度。具体的计算过程参见(Wan H 等, 2019; 吴文
渊等, 2019; Qin Z 等, 2010)。
2.4 潜类别分析

图 2 博格达野外考察路线及考察点分布图
Fig 2.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field routes and
survey points

2.2.3 DEM 数据
研 究 还 使 用 了 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 USGS ） 的
SRTM 分辨率为 1 弧秒（30m）的 DEM 数据，SRTM1
数据标称绝对高程精度 16m 和绝对平面精度 20m，
水平基准为 WGS84，垂直基准为 EGM96 大地水准
面(https://lta.cr.usgs.gov/SRTM1Arc 数据说明)。
2.3 地表温度估算
地表温度（Land Surface Temperature，LST）反
演方法主要分为单通道算法、劈窗算法和多通道算
法。Landsat TIRS 热红外传感器具有双波段，理论
上可采用劈窗算法反演地表温度，但 USGS 多次公
告 11 波段的定标参数存在不确定性，不鼓励采用劈
窗算法(Wang F 等, 2015; 徐涵秋, 2015b; 徐涵秋等,
2015a)。此外，有学者利用单通道反演 LST，发现
TIRS10 波 段 的 反 演 精 度 高 于 11 波 段
(Jimenez-Munoz J C 等, 2014; Yu X 等, 2014)，因此，
本文采用 TIRS 10 波段估算地表温度。
温度反演的单通道算法通常分为辐射传输方程
法、Qin et al(2001)单窗算法和 JM(Jiménez-Muñoz J
C, 2003) 通 用 单 通 道 算 法 。 单 窗 算 法 已 应 用 于
Landsat 系列数据反演 LST(Qin Z 等, 2010; Sobrino J
A 等, 2004; Wang F 等, 2015; 胡德勇等, 2015)。胡德
勇等(2017)分别利用单窗算法和通用单通道算法反
演中国某郊区的 LST，并利用现场测量数据与反演
的 LST 进行比较分析，单窗算法的总体平均误差为
0.83℃，通用单通道算法的平均误差为 1.08℃。因
此，本文选取 LST 作为识别垂直自然带生态交错区
海拔位置的参数指标，Landsat OLI 数据用于估算地
表发射率，采用 Qin 等(2001)推导出的单窗算法反演
LST。主要过程如下：首先计算热辐射强度，然后
计算对应像元的亮度温度，根据混合像元分解法估
算地表比射率值，在美国 NASA 提供的大气参数计
算网站（Atmospheric Correction Parameter calculator

潜类别分析可测试遥感指标是否呈现多峰模
式。这种方法将数据拟合为单个或多个频率分布，
并已被用于评估实际生态系统中多个状态的研究中
(Scheffer M 等, 2012; Berdugo M 等, 2017; Hirota M
等, 2011; Zhao Y 等, 2019)。频率分布反映交替状态
周围的峰谷分布的大体形状。因此，系统状态频率
分布的多模态可能是由于基础环境驱动因素的多模
态 或 系 统 中 存 在 交 替 的 稳 定 状 态 (Scheffer M 等 ,
2012; Scheffer M,Carpenter S R, 2003)。然后，利用
期望最大化(EM)方法来寻找最适合一定数量正态分
布 ， 并 对 比 分 析 它 们 的 赤 池 信 息 准 则 （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值。
AIC 是 衡 量 统 计 模型 拟 合优 良 性 的 一 种 标准
(Akaike H, 1978)。当欲从一组待选模型中选择一个
最佳模型时，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给出的最小 AIC
值所对应的模型是可取的(Akaike H, 1974)。AIC 的
计算见公式 1：
（1）
AIC = 2k − 2 ln(L)
式中 k 是模型参数个数，L 是似然函数。
2.5 势能分析
早前，Livina 等(Livina V N 等, 2010)发展势分
析方法从记录的时间序列中检测地球物理系统的状
态数。此后，有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该方法从空
间梯度上揭示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动态状态 (Zhao
Y 等, 2019; Berdugo M 等, 2017; Scheffer M 等, 2012;
Moris J V 等, 2017)。在动力学系统中，势分析过程
包含稳定景观的参数指标和驱动因素。势函数代表
参数指标的某个状态变量的能量，是此变量的“变化
几率”。势函数的局部极小值代表参数指标的动态
“稳定”状态，而其它值则是根据势能的分布形状沿
驱动因素向稳定状态的趋向(Berdugo M 等, 2017)。
因此，沿着驱动因素（海拔）计算稳定景观的势能
分布是可行的。为了直接从数据计算稳定的景观类
型，我们利用势能分析模型估算 LST 沿海拔梯度的
势能分布情况。
该分析的基础假设，对于感兴趣的参数变量，
存在一个具有势函数的随机系统：

dz = −U  (z ) dt +  dw

（2）

其中，U(z)是势函数，代表系统的动能作为其
自身状态的函数；z 为系统的状态变量（本研究为
LST）；σ 为系统的噪音水平；dw 是一个噪声项。
考虑系统的势能与概率密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应用
Fokker-Planck 方程将二者联系起来，系统势能量的
公式如下(Livina V N 等, 2010; Berdugo M 等, 2017)：

2

（3）
log ( Pd )
2
其中： 是系统状态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此
处为 LST）。因为噪声水平 σ 很难估算，为了计算方
便，我们将势能 U 按比例缩放至
。参数指标的
概率密度通过 MATLAB function ksdensity 进行估
算，标准带宽为 1.06s/n1/5（s 和 n 分别为数据集的
标准差和长度）。

U= −

3

结果与分析

3.1 潜类别分析
利用单窗算法反演博格达的 LST，如图 3，其
随海拔变化的趋势如图 4。LST 的最高值为 50.3°C，
最低值为-11.9°C，LST 与海拔呈高相关性，相关系
数为 0.843，随海拔升高呈下降趋势。将 LST 随海
拔变化的分布趋势，结合野外考察资料和新疆天山
文献资料(杨兆萍,等, 2017)进行分析，海拔低于 1150
m，主要为温带荒漠区，LST 值高于 35°C，除三工
河河道内温度较低，大部分 LST 值均高于 40°C。海
拔在 1150-2500 m 之间，LST 值在 25°C -35°C 之间
逐渐降低，主要分布山地草原和山地针叶林，在海
拔 1908 m 左右出现 LST 值低于 25℃，受天山天池
的影响，温度较低；海拔在 2500-3600 m 之间，LST
值呈轻微的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2500-3600 m 海拔
范围，开始由山地针叶林逐渐向高山草甸过渡(杨兆
萍,等, 2017)，针叶林的温度略低于高山草甸的温度，
因此 LST 随海拔升高先呈现轻微的升高；当完全过
渡为高山草甸，随着海拔的升高，其自身的温度又
呈现为轻微的降低。海拔高于 3600 m，LST 值低于
25°C 并急剧降低，直至低于 0°C，为冰川积雪的分
布区域，由于裸土的存在，LST 值出现波动。

图 3 博格达 LST 分布图
Fig.3 LST distribution of the Bogda

图 4 LST 随海拔变化的分布情况
Fig.4 Distribution of LST with elevation
variation

对于山地生态系统，地表温度受到高程、坡度、
坡向等地形因子及地表覆盖类型、土壤湿度、入射
辐 射 、 大 气 过 程 和 地 表 风速 等 多 因 素 的 综 合 作 用
(Hais M, Kučera T, 2009)。新疆天山山脉受坡向的影
响显著，不同区域温度、降水量有较大的差距(娄安
如, 1998)。北坡发育以雪岭云杉为主的山地针叶林，
相同海拔的南坡则以草原为主，无成片的森林，如
图 5。将坡向划分为 8 个坡向：北（0°~ 22.5°，337.5°~
360°），东北（22.5°~ 67.5°），东（67.5°~ 112.5°），
东南（112.5°~ 157.5°），南（157.5°~ 202.5°）, 西
南（202.5°~ 247.5°），西（247.5°~ 292.5°），西北
（292.5°~ 337.5°），见图 6。研究中选取山地植被
垂直自然带发育更加完整的“北坡”（对应北、东
北和西北，0°~67.5°和 292.5°~360°）进行研究，剔
除南坡。

图 5 博格达天池附近谷歌地球影像
Fig.5 Google Earth photo near Tianchi Lake

图 6 坡向分布图
Fig.6 Aspect distribution map

2003)，频率分布反映交替状态周围的峰谷分布的大
体形状。博格达垂直自然带的基带是温带荒漠，随
着海拔的升高依次是山地草原、山地针叶林、高山
草甸、高山垫状植被及永久冰川与积雪。除永久冰
川与积雪外，其它地表类型均为植被覆盖，本研究
探讨沿海拔梯度，各植被覆盖类型的 LST 是否也呈
现双峰模式，从而揭示各生态系统状态。构建温带
荒漠-山地草原、山地草原-山地针叶林、山地针叶林
-高山草甸及高山草甸-高山垫状植被的频率分布。研
究结果表明（图 7）：温带荒漠-山地草原（约 38°C，
43°C）、山地草原-山地针叶林（约 24°C，28°C）、
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约 20°C，28°C）、高山草甸
-高山垫状植被（27°C，30°C）的 LST 频率分布均
呈双峰模式，揭示两种稳定状态的存在。

潜类别分析可研究沿海拔梯度的稳态分布情
况，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一个稳定状态，随机扰动和
环境变化通常形成单峰模式；相反，如果存在交替
状态，随机扰动较大的情况会出现多峰模式
(Scheffer M 等 , 2012; Scheffer M,Carpenter S R,

图 7 LST 频率分布。（a）温带荒漠-山地草原；（b）山地草原-山地针叶林；（c）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d）高山草
甸-高山垫状植被
Fig.7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LST. (a) Temperate desert-montane steppes. (b) Montane steppes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s. (c) 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s- alpine meadows. (d) Alpine meadows- alpine
cushion vegetation

AIC 是衡量统计模型拟合优良性（Goodness of
fit）的一种标准。当欲从一组待选模型中选择一个
最佳模型时，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给出的最小 AIC
值所对应的模型是可取的。模拟 LST 的 1-5 种正态
分布模式的温带荒漠-山地草原、山地草原-山地针叶
林、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及高山草甸-高山垫状植被
的 AIC 值。由图 8 分析可知：当系统模式数目从 1
变为 2 时，温带荒漠-山地草原、山地草原-山地针叶
林、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及高山草甸-高山垫状植被
的 AIC 值都表现为急速下降，随着系统模式数目的
增加，AIC 虽有小幅波动，但基本维持平稳。AIC
的最小值位于模式数目为 2 时，表明 LST 存在两种

状态模式，揭示温带荒漠、山地草原、山地针叶林、
高山草甸和高山垫状植被为不同的生态系统稳定状
态。

图 8 LST 模拟 1-5 种正态分布模式的 AIC
Fig.8 AIC for the simulations of 1-5 normal
distribution modes

3.2 垂直自然带生态过渡区及分带海拔识别
将温带荒漠带、山地草原带、山地针叶林带、
高山草甸带及高山垫状植被带作为山地生态系统中
的稳定状态，垂直自然带间的转换区域为不稳定状
态，基于 Landsat 数据估算 LST，利用势能分析模型
识别出非线性动态系统中的状态数量，沿海拔梯度
上状态的关键转变范围即为垂直自然带间的过渡区
域。在利用势能分析过程中，以海拔为驱动探测相
邻两个稳定状态的关键转变范围，即低 LST 状态和
高 LST 状态。
（1）温带荒漠带-山地草原带：温带荒漠（高
LST 状态）和山地草原（低 LST 状态）。根据稳态
分析结果，识别出两种状态共存的海拔范围及状态
之间关键转变的分界海拔，如图 9 所示。分析图 9a
可知两种状态共存及关键转变的细节特征，海拔较
低时，系统仅存在高 LST 状态（图 9a1），该状态呈
低势能分布，随着海拔升高至 1062 m，系统开始同
时出现高低 LST 两种稳态，高 LST 状态具有较低的
势能值，并且比低 LST 状态展现出更强吸引力（图
9a2），然而，当海拔位于 1066 m 左右，高 LST 状
态具有较高的势能值，比低 LST 状态展现出较弱的
吸引力（图 9a3），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海拔 1093 m
（图 9a4）。在海拔 1093 m 处发生一个急剧的、不
连续的突变，此后（海拔>1093m）则是只存在低 LST
状态（图 9a5）该状态呈低势能分布。两种状态共存
区域（海拔 1062-1093 m）为温带荒漠与山地草原的
过渡范围。海拔 1066 m 势能转换处即为温带荒漠与
山地草原带的分界海拔。
（2）山地草原带-山地针叶林带：山地草原（高
LST 状态）和山地针叶林带（低 LST 状态）。根据
稳态分析结果，识别出两种状态共存的海拔范围及
状态之间关键转变的分界海拔。分析图 10b1-5 可知
两种状态共存及关键转变的细节特征，海拔较低时，
系统仅存在高 LST 状态（图 10b1），该状态呈低势

能分布，随着海拔升高至 1689 m，系统开始同时出
现高低 LST 两种稳态，高 LST 状态具有较低的势能
值，并且比低 LST 状态展现出更强吸引力（图 10b2），
然而，当海拔位于 1707 m 左右，高 LST 状态具有
较高的势能值，比低 LST 状态展现出较弱的吸引力
（图 10b3），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海拔 1764 m（图
8b4）。在海拔 1764 m 处发生一个急剧的、不连续的
突变，此后（海拔>1764 m）则是仅存在低 LST 状
态（图 10b5）, 该状态呈低势能分布，。两种状态共
存区域（海拔 1689-1764 m）为山地草原与山地针叶
林的过渡范围。海拔 1707 m 势能转换处即为山地草
原带与山地针叶林带的分界海拔。
（3）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山地针叶林（低
LST 状态）和高山草甸（高 LST 状态）。海拔低于
2690 m，仅存在低 LST 状态（图 11c1），该状态呈
低势能分布；低 LST 和高 LST 状态共存的海拔范围
是 2690-2744 m（图 11c2-4）；当海拔高于 2744 m，
又仅存在高 LST 状态（图 11c5）。显然，在海拔
2690-2714 m 范围内，两种 LST 状态并存，但是低
LST 状态比高 LST 状态更具吸引力(图 11c2)，但是，
在海拔 2714 m 左右，低 LST 状态的吸引力开始小
于高 LST 状态（图 11c3），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海
拔 2744m（图 11c4）。在海拔 2744 m 左右，探测到
一个急剧的、不连续的陡增。两种状态共存区域（海
拔 2690-2744 m）为山地草原与山地针叶林的过渡范
围。海拔 2714 m 势能转换处即为山地针叶林带与高
山草甸带的分界海拔。
（4）高山草甸带-高山垫状植被带：高山草甸
（较高 LST 状态）和高山垫状植被带（较低 LST 状
态）。总体来讲，两种状态的地表温度相差不大，因
为高山垫状植被与冰川积雪相连接，因而温度相对
较低。当海拔低于 3251 m，仅存在较高 LST 一个状
态（图 12d1），该状态呈低势能分布，；较高 LST 和
较低 LST 状态共存的海拔范围是 3251-3263 m（图
12d2-4）；当海拔高于 3263 m，又仅存在较低 LST
状态（图 12d5）。显然，在海拔 3251-3257 m 范围内，
两种 LST 状态并存，但是较高 LST 状态比较低 LST
状态更具吸引力(图 12d2)，但是，在海拔 3257 m 左
右，较高 LST 状态的吸引力开始小于较低 LST 状态
（图 12d3），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海拔 3263 m（图
12d4）。在海拔 3263m 左右，探测到一个急剧的、
不连续的突变。两种状态共存区域（海拔 3251-3263
m）为高山草甸与高山垫状植被带的过渡范围。海
拔 3257 m 势能转换处即为高山草甸带与高山垫状
植被带的分界海拔。

图 9 地表温度（LST）的势能值随海拔梯度的变化特征。黑点和紫红点均为势能量的局部最小值，但黑点的势能量更低。
两条黑色实竖线之间（海拔 1062-1104 m）是 LST 双稳态共同出现的区域，黑色虚竖线（海拔 1066 m）是高 LST 状态
势能量开始高于低 LST 状态势能量，系统出现向低 LST 状态转换的倾向。等值线为势能量估算结果的空间分布情况。
a1-5 图展示了系统由高 LST 状态随海拔升高向低 LST 状态转换的细节过程。
Fig.9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btained from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for the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Black and purple dots were both local minimums of potential energy, but black spots had lower potential
energy. Between the two black vertical lines (at an elevation of 1062-1104 m) was the area where the two
states co-occurred. At the black dotted line (at 1066 m), the high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started to
be greater than the low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and the system appeared to shift to a lo w LST state.
The contour wa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estimation results. Figure a1 -5 showed
the details for the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f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图 10 地表温度（LST）的势能值随海拔梯度的变化特征。黑点和紫红点均为势能量的局部最小值，但黑点的势能量更
低。两条黑色实竖线之间（海拔 1689-1764 m）是 LST 双稳态共同出现的区域，黑色虚竖线（海拔 1707 m）是高 LST
状态势能量开始高于低 LST 状态势能量，系统出现向低 LST 状态转换的倾向。等值线为势能量估算结果的空间分布情
况。b1-5 图展示了系统由高 LST 状态随海拔升高向低 LST 状态转换的细节过程。
Fig.10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btained from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for the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Black and purple dots were both local minimums of potential energy, but black spots had lowe r
potential energy. Between the two black vertical lines (at an elevation of 1689-1764 m) was the area where
the two states co-occurred. At the black dotted line (at 1707 m), the high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started
to be greater than the low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and the system appeared to shift to a low LST state.
The contour wa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estimation results. Figure b1 -5 showed
the details for the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f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图 11 地表温度（LST）的势能值随海拔梯度的变化特征。黑点和紫红点均为势能量的局部最小值，但黑点
的势能量更低。两条黑色实竖线之间（海拔 2690-2744 m）是 LST 双稳态共同出现的区域，黑色虚竖线（海
拔 2714 m）是低 LST 状态势能量开始高于高 LST 状态势能量，系统出现向高 LST 状态转换的倾向。等值线
为势能量估算结果的空间分布情况。c1-5 图展示了系统由低 LST 状态随海拔升高向高 LST 状态转换的细节
过程。
Fig.11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btained from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for the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Black and purple dots were both local minimums of potential energy, but black
spots had lower potential energy. Between the two black vertical lines (at an elevation of
2,690-2,744 m) was the area where the two states co-occurred. At the black dotted line (at 2,714
m), the low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started to be greater than the high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and the system appeared to shift to a high LST state. The contour was the spat 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estimation results. Figure c1-5 showed the details for the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f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图 12 地表温度（LST）的势能值随海拔梯度的变化特征。黑点和紫红点均为势能量的局部最小值，但黑点
的势能量更低。两条黑色实竖线之间（海拔 3251-3263 m）是 LST 双稳态共同出现的区域，黑色虚竖线（海
拔 3257 m）是高 LST 状态势能量开始高于低 LST 状态势能量，系统出现向低 LST 状态转换的倾向。等值线
为势能量估算结果的空间分布情况。d1-5 图展示了系统由高 LST 状态随海拔升高向低 LST 状态转换的细节
过程。
Fig.12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btained from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for the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Black and purple dots were both local minimums of potential energy, but black
spots had lower potential energy. Between the two black vertical lines (at an elevation of 3251-3263

m) was the area where the two states co-occurred. At the black dotted line (at 3257 m), the high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started to be greater than the low LST state potential energy, and
the system appeared to shift to a low LST state. The contour wa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estimation results. Figure d1-5 showed the details for the variation of the states
of LST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7 月 30 日-8 月 2 日和 2018 年 7 月 4-14 日赴新疆天
3.3 识别结果验证
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进行野外数据采集，
本研究基于生态多稳态及势能分析方法识别的
考察该区域山地垂直自然带的植被分布情况及不同
博格达垂直自然带的过渡范围及分带海拔与其他学
垂直自然带的过渡范围。通过建立不同的采样区获
者给出的 100 m 精度范围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娄安
取山地垂直带过渡范围及分带海拔的基础数据（图
如，张新时, 1994; 杨兆萍, 等, 2017)。然而，海拔
13），利用无人机和高精度 GPS 记录不同地表类型
提取结果的关键参数估算过程及模型本身的精度都
的位置信息、相关海拔和大量的实地照片。
不可避免的存在误差。因此，研究组分别于 2017 年

图 13 野外实地采集的照片
Fig.13 Field photos

本文利用野外采集的验证数据与识别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如表 1 所示，可知野外采集的验证点围
绕识别结果上下波动，但总体趋势较为理想。其中，
山地草原-山地针叶林及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的过
渡海拔与分界海拔的均方根误差相对较小，主要是
因为山地针叶林与山地草原和高山草甸的过渡属于
突变型，识别结果与验证结果吻合较好；温带荒漠山地草原及高山草甸-高山垫状植被的均方根误差
相对较大，原因在于二者的过渡属于渐变性，验证
点的精确采集也存在困难，造成识别结果与验证数

据差值相对较大。

表 1 博格达山地垂直自然带野外验证结果
Table1 Field validation results of Bogda altitudinal natural zones
识别结果

温带荒漠山地草原

山地草原-山

山地针叶林-高山

地针叶林

草甸

高山草甸-高山
垫状植被

起始海拔（m）

1062

1689

2690

3251

终止海拔（m）

1104

1764

2744

3263

分界海拔（m）

1066

1707

2714

3257

验证数据
起始海拔（m）

1067

1684

2664、2662

--

终止海拔（m）

1085、1079

1755

2732、2745、2757

3257

分界海拔（m）

1088

1694

2718、2705

3214

起始海拔（m）

+5

-5

-26、-28

--

终止海拔（m）

-19、-25

-9

-12、+1、+13

-6

识别结果-验证数据差值

分界海拔（m）

-22

-13

+4、-9

-43

RMSE

19.33

9.57

16.34

30.70

总体 RMSE（m）

19.19

注：“+”代表野外验证数据高于本文识别结果，“-”代表野外验证数据低于本文识别结果。

同时，将识别结果与引用较为广泛的 2006 年
《天池博格达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中的
结果进行对比，山地垂直带分带及上限分别为：温
带荒漠草原带（1100m）、山地草原带（1650m）、山
地针叶林带（2700m）、高山草甸带（3300m）、高山
垫状植被带（3700m），本文识别的分界海拔结果与
其考察结果的趋势较为一致。

4

结

间的转换范围及分带海拔是可行的，使得山地垂直
自然带定量识别的基础理论和模型方法得到进一步
拓展和深化
但是，本文仅仅利用了 Landsat 8 反演的 LST
指标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能否扩展到
其他的遥感参数指标和不同空间分辨率的数据还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

论

本文基于遥感参数指标 LST，在考虑坡向影响
的基础上，通过潜类别分析揭示博格达世界自然遗
产地的不同生态系统状态的存在，采用生态多稳态
原理及势能分析方法识别相邻垂直自然带的生态过
渡区和分带海拔，并利用野外采集数据验证识别结
果。得到以下结论：
（1）从博格达温带荒漠、山地草原、山地针叶
林、高山草甸和高山垫状植被的 LST 的潜类别分析
和 AIC 值分析均表明相邻垂直自然带存在不同生态
系统稳定状态，同时证明遥感参数指标可以作为揭
示山地不同生态系统稳态存在的因子。
（2）通过势能分析方法，基于遥感反演的 LST
可以探测垂直自然带中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
利用野外考察的数据验证具有较高的精度。表明势
能分析方法可探测相邻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
从而获取沿海拔梯度垂直自然带间的转换范围及分
带位置，为定量识别山地垂直带生态过渡区和分带
海拔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基于遥感指标结合生态多稳态理论和物理
学的势能分析方法定量识别沿海拔梯度垂直自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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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altitudinal natural zones of
mountain vegetation based on ecosystem multi-stable states
-- a case study of Bogda mountain in Xin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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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altitudinal natural zon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ce functions of mountain ecosystems.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its elevation range can efficiently capture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vegetation. Digital extraction and extensive analy sis in
such a critical elevation range is often restricted by the suit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model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continuity of the data.
In this study, temperate deserts, montane steppes, 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s, alpine meadows and alpi ne
cushion vegetation were considered as ecosystem states.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was derived from Landsat 8
Thermal Infrared Sensor (TIRS) data using the mono-window algorithm. Latent class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
whether the remotely sensed indicator exhibited a multi-peak mode and to evaluate the number of states in actual
ecosystem.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two adjacent states of the altitudinal natural zone was estimated by the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model, and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range and demarcation elevation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Bogda were identified.

2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LST was bimodal (two adjacent states, temperate desertmontane steppes: approximately 38°C, 43°C, montane steppes- 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s: approximately 24°C,
28°C, 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s-alpine meadows: approximately 20°C, 28°C, alpine meadows- alpine cushion
vegetation: approximately 27°C, 30°C),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distinct alternative modes.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system modes changed from 1 to 2, the AIC decreased rapidly. Then, the AIC fluctuated
slightly but remained stable. Both of them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ecosystem states. Secondly,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area and demarcation elevation between adjacent
altitudinal natural zones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temperate desert-montane steppes (transition range:
1062-1093 m, demarcation elevation: 1066 m), montane steppes-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s (transition range:
1689-1764 m, demarcation elevation: 1707 m), montane coniferous forests-alpine meadows (transition range:
2690-2744 m, demarcation elevation: 2714 m), alpine meadows-alpine cushion vegetation (transition range:
3251-3263 m, demarcation elevation: 3257 m). Taking temperate desert- montane steppes as an example, the two
ecosystem states co-occurred within the elevation range of 1062–1093 m, which is a transition from temperate
desert to montane steppes. The shifts of the ecosystem states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started at the elevation of
1066 m. There was also an abrupt and discontinuous critical transition at the elevation of 1093 m. Finall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was verified by fieldwork data in July 2018, and the overall RMSE was 19.19 m.
In this study, the remotely sensed indicator and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stable states, combined with the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metho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basis for quickly and accurately extracting the ecolog ical
transition range and demarcation elevation of the altitudinal natural zones.
Key words: Vegetation altitudinal natural zones, ecosystem states, critical transitions, potential energy
analysis, Bo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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