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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轨道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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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
#$$( 年上海市 ") ($ $$$ 彩红外航空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数据，基于
*+, 技术，定量研究了上海轨道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影响，并用 -./012 模型对研
究区 #$"$—#$#( 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初步预测3 结果表明：轨道交通加快了上海市土
地利用的转化，促进了以耕地为主的自然景观向居住、公共设施用地等土地获益较高的人工
景观转化；轨道交通增加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程度；
"&’&—#$$( 年，研究区其他用地（ 以在建
用地为主，下同）、公共设施用地、绿地、耕地、水域的转化率较大，其中，其他用地的变化速度
最快，水域的变化速度最慢；
#$"$—#$#( 年，耕地、水域的面积和比例将继续减少，居住、公共
设施用地等人工景观的面积则呈继续增加的趋势3 从提高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获益的角度，
轨道交通沿线的这种土地利用结构仍需要进一步调整，以增加土地的集约化程度和实现土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3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 土地利用动态! 土地利用综合指数! -./012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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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化将在全

态产生影响［#］3 区域水平的城市化是土地利用 _ 土

球范围（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速进程［"］3 城市化是

地覆盖变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5］，而在城市、小

土地转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并深刻地改变着一个

流 域 等 较 小 尺 度 的、典 型 区 域 的 研 究 也 备 受 关

地区的自然景观，从而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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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过程中，道路交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
因子，它对城市的形态和增长［( 4 %］、城市区域的蔓延
及其模拟［6 4 ’］、城市土地利用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增加和车辆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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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运输的快速增长与交通运输建设相对滞后的矛

络，届时日均客流可达 ,%% 万人次，占上海公交出行

盾日益突出，许多大城市开始谋求发展快速轨道交

总量的 (’5 !

通来缓解交通压力! 发展轨道交通首先影响的就是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上海轨道 $ 号线的上海火车

沿途的土地利用方式，并对沿途景观和生态环境产

站6莘庄段（&%%( 年的北延工程不予考虑）及 ) 号线

生重要影响［" # $%］! 国内外对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

轨道沿线两侧 & 34 范围内的区域（ 图 $ ），总面积

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用地的开发［$$］

$) ",*2 %( 74& ! 上海 轨 道 $ 号 线 始 建 于 $""% 年 $

和政策［$&］、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月；
$""’ 年 ) 月，南段（ 新龙华6徐家汇）进入双线试

轨道交通对土地的综合开发与规划［$) # $*］、轨道交通

$"") 年 ( 月，锦江乐园6上海火车站段通车试
运营；

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 # $,］以及轨道交通对沿途

$""* 年底，南段延伸线（ 锦江乐园6莘庄）开始
运营；

景观的影响［"，$"］等方面! 从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经

试运营；
$""+ 年 + 月 $ 日，上海火车站6莘庄全线贯

济效益方面的研究发现，至目前为止，国外的轨道交

通运营；
&%%( 年，
$ 号线北延伸段一期（ 上海火车站6

通绝大多数都是亏损运营，而国内地铁也尚无一例

共富新村）通车，至此，南起莘庄站、北达共富新村

是盈利运营［&%］! 因此，有学者提出城市轨道交通与

站，全长 ’’ 34 的 $ 号轨道线已全线建成! 上海轨道

土地利用联合开发的思路［&$ # &&］，也有学者提出城市
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规划的主张［&%］，旨在实现
城市轨道交通、土地及其他资源的协调发展与最优
利用!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路和铁路沿线的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定量研究［$%，&’］，但关于城市轨
道交通对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而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环境影
响的研究则更是鲜见报道!
上海是国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也是国
内较早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之一，目前仍在大
力建设城市轨道交通! 鉴于此，本文以上海市已建成
运营的地铁 $ 号线和 ) 号线为研究对象，对上海市
城市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
提高土地利用程度、获取土地收益最大化、优化土地
利用模式、合理利用和管理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为土地利用 - 土地覆盖变化的生
态学后果研究提供参考，并为今后上海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的合理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国内其他
城市的相关开发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1）北界长江、东濒东
上海市（’$.$(/0，

) 号线于 &%%% 年 , 月 , 日开工建设，&%%& 年 $& 月
&, 日建成贯通并调试运行，全长 $+2 %( 34，除起点
段的 ($% 4 地面线以外，均为高架线路，其北起莘庄
站，与轨道交通 $ 号线衔接，沿沪闵路往南到上海交
通大学闵行校区附近向东川路直至天星路止，它是
国内首条城市高架轨道交通轻轨线路，也是上海城
市轨道交通网络中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
!# $" 研究方法
!# $# !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8 利用 $","、
&%%) 年 & 个
时相的上海市 $9 )% %%% 彩红外航空遥感相片（ 上海
市城市信息研究中心提供），在 :;< 的支持下进行
目视解译和数字化，得到 ), 种土地利用类型，并经
过野外实地调查和数据校正，最终建立属性数据与
空间数据相对应的轨道沿线土地利用多时相数据
库! 为了便于反映城市化状况及计算相关指数，将
), 种土地利用类型重新整合为居住用地、公共设施
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绿地、水域、耕地和其他
用地（ 以在建用地为主，下同）八大类［&)］! 然后在轨
道两侧各取 & 34 的范围建立缓冲区作为研究区域!
& 个时相的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数据，用 =>?:;<
中的 @AB>CDE 功能进行叠加运算得到!
!# $# $ 土地利用指数8 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和

海、南 临 杭 州 湾、西 接 江 苏 和 浙 江 两 省，全 市 面 积

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对土地利用动态进行数量和

* ’(%2 ) 34& ，平均海拔 ( 4 左右! 研究区属亚热带

程度上的定量研究! 土地利用动态度分为单一土地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近年来，上海轨道交通进展迅

利用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前者在某种

速，
至 &%%+ 年底，已有 , 条轨道交通线，累计运营线

土地利用类型的减少面积与增加面积相同时，不能

路长度达 &’( 34! 据上海轨道交通基本网络规划，

反 映 土 地 利 用 的 变 化 情 况，需 对 其 公 式 进 行 修

至 &%$% 年，上海轨道交通将有 $$ 条线路，运营里程

正［$%］! 本文中轨道两侧土地利用动态变化采用张镱

将超过 (%% 34；至 &%$& 年，轨道交通将形成具有 $’

锂等［$%］修正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式（$））和综

条线路，运营总长度超过 )%% 34 的轨道交通基本网

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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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关键在于转移概率的确定& 本文采用 3,9:;<

（!）

中的 =/>,?+@ 功能对研究区 !010 和 #""2 年土地利

（#）

用数据进行叠加运算，得到 # 个时相的土地利用类
型 转 移 矩 阵 数 据，基 于 该 转 移 矩 阵，定 量 分 析

/

式中：! 为 ) 时段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 $

!010—#""2 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

和 # & 分别为研究期初和期末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转化& 同时，使用 *34536 ’7 ! 软件包编程，计算出

面积（ $%# ）；# ( 为没有发生变化的某种土地利用类

步长为一年的转移矩阵，以 #""2 年为预测基准年，

型的面积（ $%# ）；) 为研究时段长度（ 年）；,- 为综

以 2 年为一个时间间隔，分别对 #"!"、#"!2、#"#"、

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 为监测起始时刻第 . 类土地

#"#2 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进行初步预测&

利用类型的面积（ $%# ）；!,# . % / 为监测阶段第 . 类土

%$ 结果与分析

地利用类型转为第 /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 ）&
土地利用综合指数采用庄大方等［#’］的计算公

%" !$ 土地利用总体特征及动态

式：

由表 ! 可以看出，
!010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
1

, $ " !"" *

2.
"
. "!

以耕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为主，其中，耕地为优

* -.

, $ #［!""，
(""］

（)）

式中：, $ 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2 . 为土地类型 .

势类型（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7 0(A ），至 #""2 年，
则以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和交通
用地为主，其中，居住用地为优势类型（ 占研究区总

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 为土地类型 . 的面积

面积的 #07 BBA ）& !010—#""2 年间，研究区土地利

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其中，未利用土地的分级指数为

用变化的显著特点为耕地、水体等自然景观类型的

!；林地、草地、水域的分级指数为 #；农业用地（ 耕

面积急剧下降，而居住、公共设施、工业和交通用地

地、园地、人工草地）的分级指数为 )；建设用地的分

等人工景观类型的面积大幅增加&

级指数为 (&

从各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面 积 变 化 来 看，!010—

!" #$ 数据处理

#""2 年，研究区公共设施用地的面积增长最多，共

采用 *+,-./ 转移矩阵对 !010—#""2 年研究区
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进行定量分析，并

增加了 ! ’)17 "1 $%# ，增幅达 #)(7 1BA ；居住用地、

初步预测 #"!"—#"#2 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 采用

交通用地、其他用地（ 以在建用地为主，下同）、绿地

*34536 ’7 ! 软件包编程以实现其预测研究&

的 增 长 面 积 分 别 为 ! #027 )0、’2’7 )2、’2)7 #0、
(#17 1# $%# ，其 增 幅 分 别 为 )’7 20A 、2(7 2#A 、

*+,-./ 过程是一种特殊的随机运动过程，该过
程认为系统在 3 ’ ! 时刻的状态只与 3 时刻的状态有

#007 ’0A 和 1)7 20A ；而耕地、水域和工业用地面积

关，而与 3 时刻以前的状态无关，常被用来研究土地

分别减少了 ) 0))7 ’)、B))7 ’( 和 ("27 (B $%# ，减幅

利用格局变化及其预测［#0 8 )"］，成功地应用 *+,-./

分别为 ’(7 B0A 、
(07 20A 和 !)7 "’A &

表 !$ !&’&—%(()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
*+,- !$ .+/0 123 04/+5672 89 :;3 2:104 +<3+ 9<85 !&’& :8 %(()
土地利用类型
5+CD EF>
G@H>

!010

#""2
百分比
I>,9>CG+J>
（A ）

KL

面积
3,>+
（ $%# ）
)((27 01

IM

’("7 "(

;N
4K

!010—#""2
面积变化
面积年变化率
3,>+ 9$+CJ>
3CCE+? +,>+
9$+CJ> ,+G>（ A ）
（ $%# ）

土地利用
动态度
!
（A ）

百分比
I>,9>CG+J>
（A ）

#!7 2B

面积
3,>+
（ $%# ）
(’(!7 )’

#07 BB

!#027 )0

#7 )2

’7 )2

(7 B)

#(’17 !#

!27 2"

!’)17 "1

!(7 B1

!17 1B

)!"#7 !!

!07 (!

#B0B7 B2

!B7 1’

8 ("2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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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

17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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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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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7 #)

:K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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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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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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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

!#’17 "#

’7 00

B((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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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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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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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期间，水域、耕地、工业用地面积的年递减

! ! ! ! ! ! ! ! ! ! ! ! $. 卷

道沿线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交通用地和其他

速率分别为 "# $%& 、
’# ()& 和 %# *+& ；而居住用地、

用地的面积比例显著增加所致-

公共设施用地、交通用地、其他用地以及绿地面积的

!" !# 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

年 递 增 速 率 分 别 为 +# ",& 、$’# (*& 、"# ’$& 、

$.*.—+%%, 年间，研究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 )’& 和 ,# ++& ，其中以公共设施用地和其他用

转化概率均较大，其中，
(%& 以上的工业用地和水域

地面积的年增幅最为显著-

转化成其他用地类型，近 *%& 的耕地和绿地转成了

研究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 "# *+，其中，其

其他用地类型，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交通用地

他用地（"%# ,,）最大，公共设施用地（$*# *(）次之，

的转化率为近 ’%& ，而其他用地类型的转化率更是

水域（’# ’’）最小，说明这 $( 年间，其他用地类型的

高达 .%& 以上（ 图 $、表 +）- 研究期间，耕地和水域

变化速度最快，水域的变化速度最慢- 研究区 $.*.

的主要流失方向均为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和交通用

年的 土 地 利 用 综 合 指 数 为 "’"# $(，+%%, 年 为

地，耕 地 向 这 " 种 土 地 类 型 转 化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 *)，说明其土地利用程度呈增加趋势，原因可能

+"# *"& 、+%# *%& 和 .# ($& ，水 域 则 分 别 为

是由于轨道交通运行后，土地开发强度增加，使得轨

$*# ,. & 、$$# ’+ & 和)# ++ & ；绿地和其他用地主要

图 $# $.*.—+%%, 年研究区轨道交通沿线 + /0 缓冲区内的土地利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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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41 5.30&6 47 8.19 :2; 3<=;2 &1 3>; 23:9< .0;. 7045 $)*) 34 !++,（ ?）
TU

TU

HQ

VM

WT

XT

YZ

ZX

[W

(%# %$

$,# .$

,# %*

*# .(

"# ’’

%# ""

$# +*

’# ..

HQ

$*# %)

((# ,$

’# $%

)# $’

$# ("

%# $$

%# +"

+# +$

VM

++# +’

+’# ))

""# ).

*# %$

"# ))

%# ’"

%# )%

(# +.

WT

$"# ".

.# ((

,# (,

($# ’’

’# %*

$# $"

+# %(

+# ,.

XT

$.# *"

$’# .+

$+# ’(

$$# ’,

+(# ,"

$# ,’

)# .$

,# "(

YZ

$*# ,.

’# *"

$$# ’+

)# ++

,# *’

".# )$

(# .+

,# ’)

ZX

+"# *"

(# +,

+%# *%

.# ($

)# .,

$# (’

+%# .+

.# %%

[W

+)# )$

+(# .)

+"# ,(

$%# "$

"# $$

%# (%

+# +$

,# ,"

9 期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李N 铖等：上海轨道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N N N N N N N N
表 !" #$%$—#$#& 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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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轴向发展，并对其周边经济的发展具有辐射带
动作用，这与周俊等［<］和曾智超等［3:］的研究结果一

土地利用类型
!"#$ %&’ ()*’

预测的土地利用状况 +,-.’/(’$ 0"#$ %&’ &("(%&

致G 张小松等［73］认为轨道交通促进了其沿线土地的

1232

1234

1212

1214

高密度开发和高强度利用，刘金玲等［12］的研究结果

56

728 9:

738 7;

738 94

738 <7

表明，要想获取最大化利益和土地利用效率，并保证

+=

3;8 >:

138 1>

178 :1

148 34

?@

348 >1

3:8 7>

378 11

318 1>

轨道交通的运营获利，则居住用地比例需在 42F 以

A5

3:8 79

348 32

348 >;

3>8 37

上，张小松等［73］则认为居住、道路等公共设施用地

B5

48 ><

48 :1

48 3>

:8 <7

CD

78 72

18 91

18 1;

38 <:

的比例需在 ;2F 以上G 而 1224 年本研究区居住用

DB

48 <9

:8 43

78 4;

18 <<

地的比例仅占 1<8 >>F ，居住、公共设施用地比例也

EA

48 >9

48 14

:8 <3

:8 >9

仅为 4;8 4<F ，远未达到上述标准，说明上海市轨道
交通 3 号线和 4 号线沿线的土地开发密度和利用强

转为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工业用地，绿地向这

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G 研究区工业用地占 3>8 ;9F ，

7 种土地类型转化的比例分别为 3<8 ;7F 、3:8 <1F

而 工 业 用 地 的 经 济 收 益 明 显 低 于 居 住、商 业 用

和 318 :>F ，其他用地则分别为 198 93F 、
1>8 <9F 和

地［71］，因此，其工业用地面积要尽量减少，说明上海

178 4>F G

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利用格局和利用方式仍有进一

#; !" 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预测

步优化的空间，且亟待调整G

根据 H",I-J 模型的预测结果可知，
1232—1214

轨道交通显著改变了沿途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

年研究区自然景观中的耕地、水域和半自然景观的

盖G 上海轨道交通建成后，研究区农田面积锐减到原

绿地仍将不断减少，而人工景观中的居住用地、公共

来的 3 K :，水域面积减少了近一半，绿地面积中增加

设施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将呈增长趋势（ 表 7）G 上

的都是人 工 绿 地，而 自 然 绿 地 却 减 少 了 > LM1 G 农

述结果是在保持现有的土地利用开发模式和速度情

田、水体、自然绿地等自然景观具有提供食物、水资

况下得出的，并不代表未来真实的土地利用情况G 事

源和水产品、生物栖息生境以及调节气候和改善城

实上，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等的不断调整，各种

市 局 部 生 态 环 境、地 表 径 流 等 多 种 生 态 服 务 功

土地利用类型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最终可能会趋

能［77］，
这些自然景观的减少势必会影响生态系统功

于稳定G

能的发挥G 道路作为景观廊道，具有屏障、源、汇、通

!" 讨" " 论

道、过滤等功能［7:］，并有影响生物多样性、景观格
局、水文与沉积、化学物质输入、噪声等多种生态环

轨道交通的建设加速了土地利用形式的转换、

境效应［74］G 在美国和荷兰，受道路效应直接影响的

增加了土地利用程度和效率、加大了土地开发强度，

区域面积分别达国土面积的 3<F 和 39F［7>］，而国

并促进和引导土地向居住、商业等收益高的用地类

内对道路生态效应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关于轨道

型转化，这种互动关系几乎是世界各国轨道交通与

交通对城市及其沿途地区的影响及其生态环境后果

土地利用关系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可以从土地

的研究亟待加强，以便为评价轨道交通的综合效应

面积的变化数量、年变化速率以及土地利用动态度

和开发管理提供科学依据G

等指标上得到明显体现G 本研究中其他用地、公共设

针对目前国内轨道交通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提

施用地、交通用地、绿地和耕地的面积年变化速率和

出将城市轨道交通和沿线土地利用联合开发规划的

动态度均很高，表明上海轨道交通的开通加快了其

主张［11］或一体规划存在的思路［12］，但由于轨道交

沿线土地的开发速度和强度G 其中，其他用地以年均

通建设与运营的长期性，以及现阶段不能全面认识

<2F 以上的转化率转化为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

到目前规划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推行联合开发规划

地，说明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处于高速动态阶段，土地

的全面实施尚存在一定困难［11］G 此外，缺乏对轨道

利用模式仍处于不成熟阶段G 轨道交通的开通减少

交通沿线土地利用动态的准确了解，也是制约土地

了通勤时间，加大了运输能力，从而吸引了居住和

利用与轨道交通联合开发得以实施的主要因素之

商业用地的开发，导致研究区人口数量增加，居住、

一G 据 此，本 研 究 采 用 H",I-J 矩 阵 初 步 预 测 了

商业、公共基础设施等城市用地类型增加以及土地

1232—1214 年间上海轨道缓冲区的土地利用格局G

利用集约度的提高，表明上海轨道交通引导了城市

由于现今的城市发展是跳跃式的，用 3<;<—1224 年

7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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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转换速率为基础的转换规则不太适合预测以
后的发展，但 !"#$%& 预测仍然可以用来回答“ ’(")
*+”之类的问题［,-］，可以给相关决策部门一定的参
考.
由于本文利用 !"#$%& 模型对土地利用动态的
预测是假设未来 /0 年均基于目前的状态和变化速
度，没有考虑土地资源的可用性、周边地区的吸引
力、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是该领域研究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 原因是由于 !"#$%& 转移矩阵最有效的
应用在于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描述而不是预测［,1］，
!"#$%& 模型的预测也是理论上的动态趋势，并不代
表未来土地利用的真实状态［,0］；23 等［,4］对北京市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也指出，!"#$%& 模型有描述土
地利用变化和简单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能力；本研究
的结果也说明，!"#$%& 模型在土地利用转换分析方
面是个强有力的工具，但对于土地利用动态的预测，
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的预测结果只显示了
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的变化趋势，可为今后轨道交
通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初步的决策依据，而在进一步
的动态预测时，必须考虑政策、城市规划引导等因
素，以提高预测的准确度，为进一步开发和管理提供
参考和依据.
!" 结" " 论
上海轨道交通加速了其沿线的土地利用转化、
提高了土地利用程度及其开发强度、改变了沿途的
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土地利用 5 土地覆盖类型，导致自
然景观类型比例下降、人工景观类型数量上升并占
绝对优势. 研究区轨道交通虽然增加了其沿线的土
地利用程度、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但为了获
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沿线的土地利用格局和方式仍
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且亟待调整. 从长远角度看，
实行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联合开发势在必行，为保
证联合开发的成功，需要进一步开展土地利用动态
变化的预测研究，以提高预测精度.
致谢6 上海城市信息研究中心为本研究提供航空影像，孙建
中研究员、潘强工程师、陈爱丽工程师提供帮助，美国北卡罗
来那大学地理系宋从和教授帮助修改英文摘要，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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