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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崩滑堆积体是洪沙灾害的主要物源之一，研究其时空分布与演化特征对洪沙灾害易灾区早期识别、风险

区的研判有重要作用。为探究汶川震区洪沙灾害崩滑物源时空演化特征，选择汶川典型流域寿溪河流域为研究
区域，对寿溪河流域2007、2009、2012、2015、2018年5期高分遥感数据进行崩滑物源解译，建立了研究区震前—震
后崩滑物源的长时间序列数据集，并利用确定性系数（certainty factor，CF），结合高程、坡度、坡向、距沟道距离、
距断层距离、年均降水量等关键控制因子，定量分析崩滑物源在各个因子上的活跃程度及演变特征，计算植被覆
盖度（vegetation fraction coverage，VFC）与植被恢复速率（vegetation coverage recovery rate，VCRR），探讨植被恢复
对崩滑物源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5期解译的崩滑物源面积分别为15.68×104、442.45×104、252.86×104、146.07×104 、
98.97×104 m2，且以指数函数的模式衰减，预测物源面积恢复到震前水平的时间约为21 a。研究区震后崩滑物源活
动性最强的区域的高程为1 200～2 400 m，坡度为大于60°，坡向为SE，距沟道距离为小于800 m，距断层距离为小于
1 500 m，年均降水量为830～850 mm。演化趋势为崩滑物源在高程大于2 000 m、坡度小于40°、距沟道距离大于
200 m、距断层距离大于1 500 m、年均降水量大于840 mm的区域的活动性增强，在坡向为E、SE、S侧活动性减弱。
震后VFC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线性形式增长，预测震后至少14 a植被覆盖度恢复到震前水平；2012、2015、2018年植
被恢复中等及以上的区域分别占37.32%、64.24%、70.69%；在植被恢复程度高的地方，崩滑体的活动性低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植被的恢复能有效减弱崩滑物源的活动。以上研究对于丰富崩滑物源演化理论与洪沙灾害
风险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崩滑物源；时空演化；植被恢复；洪沙灾害；寿溪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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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2007, 2009, 2012, 2015 and 2018, and established a long time series data set of “pre-earthquake and post-earthquake” landslide deposits in the research area, and combined with the key control factors such as elevation, slope, aspect, distance from channel ,
distance from fault and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eposits and each factor based on certainty factor model (CF), finally calculated the vegetation fraction coverage (VFC) and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recovery rate (VCR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landslide deposits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eas of
landslide deposits of five stage images were 15.68×104 m2, 442.45×104 m2, 252.86×104 m2, 146.07×104 m2, 98.97×104 m2, and were attenuated
by exponential function mode. In addition, the predicted time for the area of landslide deposits to recover to the pre-earthquake level is about 21 a.
The area with the strongest activity of post-earthquake landslide deposits in the study area is 1 200～2 400 m in elevation, 60° in slope, SE in slope
direction, less than 800 m in distance from channel , less than 1 500 m in distance from fault and 830～850 mm in the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 The evolution trend is that the activity of the landslide deposits increases in the area with an elevation of more than 2 000 m, a slope of less
than 40°, a distance of more than 200 m from the channel ,a distance of more than 1 500 m from the fault, the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more
than 840 and decrease in the aspect of E, SE and S sides. VFC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ime after the earthquake, and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will return to the pre-earthquake level at least 14 years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2012, 2015 and 2018, the areas with moderate or
above VCRR account for 37.32%, 64.24% and 70.69%, respectively. In places with high VCRR, the activity of landslide deposits is low and decreases with time,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ctivity of landslide deposits. The above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y of landslide deposits evolution and flash flood and sediment disaster risk prediction.
Key words: landslide depos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vegetation recovery; flash flood and sediment disaster; Shouxi River Basin

强震作用下，山体斜坡不稳定性提高，山区环境

Tang等 [16]解译了地震前后两期影像，并对泥石流活

变得更加脆弱，大量的松散碎屑物堆积在坡体或沟

动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震后10～15 a内地质灾害

道内，极易形成崩塌、滑坡、山洪水沙等次生灾害，对

保持高活动性。该类研究从时间上揭示了崩滑物源

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威胁。

的演化规律，但没有在空间上对其演化特征进行分

在世界范围内，1999年中国台湾地震 [1]、2005年巴基

析。诱发地震滑坡的自然因素很多，各个因素在不同

[2]

[3]

斯坦什米尔地震 、2010年海地地震 、2013年中国
[4]

[5]

区域和时间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部分学者结合地

四川芦山地震 、2017年中国四川九寨沟地震 等大

形地貌、地质条件等环境控制因子探讨崩滑物源的

地震发生后，震区频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造成众

时空演化特征。付智勇等 [17]选取龙溪河流域5期影像

多破坏。2008年“5·12”汶川地震是中国近代以来破

分析了崩滑体面积与坡度、坡向、岩性和距断层距离

坏性最强的地震，诱发了约50 000处崩滑，形成高达

等指标的演化情况；罗玉婷等 [18]解译了映秀镇5期影

52.3×108 m3的松散堆积物，为洪沙、泥石流灾害暴发

像，选取坡度、坡向、高程、距沟道距离探讨震后10 a

[6]

[7]

提供了充足物源 ，造成了2010年“8·13” 、2013年
[8]

崩滑体时空演化特征。该类研究统计了崩滑物源在

“7·10” 山洪、泥石流灾害。这些灾难性事件都表明

各个因子上的面积分布特征及长时间序列的时空演

强震会形成具有广泛性、群发性、持续性的灾害链效

变规律，但没有定量揭示崩滑物源在各个因子上的

应，且随着时间推移，灾害特征在空间上的演化有较大

活跃程度，以确定各个因子上崩滑物源活动性最强

[9]

差异 。而崩滑堆积体是震后洪沙灾害的主要物源，

的区域，以及长时间序列上其的演变特征。

其时空分布规律与演化特征对洪沙灾害的发生起着控

此外，崩滑物源的活动与流域植被恢复有着密

制作用。因此，开展崩滑物源演化特征分析，预测洪沙灾

切的联系，植被动态变化是反映崩滑物源活动的重

害活动趋势及灾害效应持续时间的研究极为迫切。

要指标，因此，有必要获取植被恢复情况，探究其对

汶川地震后，有学者对同震滑坡及洪沙、泥石流

崩滑物源活动的影响。目前，有学者利用多期遥感数

灾害分布特征、形成机制、运动过程、风险评估展开

据，动态分析了震后植被时空变化和恢复情况。李明

。也有学者基于震区多期遥感影像，统计

威等 [19]选择8期遥感影像提取植被覆盖度，分析研究

物源数量和面积，对震后滑坡、泥石流活动趋势和持

区内植被恢复情况，结果表明植被恢复对山洪、泥石

了研究

[10–13]

统计了映秀镇肖家沟4

流活动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Yunus等[20]基于2000年—

期遥感影像的物源面积，分析得到：在没有强降雨的

2018年中分辨率成像光谱辐射计归一化植被指数

条件下，未来3～5 a物源持续呈衰减趋势并最终达到

（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nor-

续时间进行了研究。张建石

稳定状态。黄润秋

[15]

[14]

研究了震后3 a重大地质灾害特

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MODIS–NDVI）

点，认为震后地质灾害将在20～25 a内以4～5 a为一

数据计算了汶川震区植被恢复率，结果表明滑坡活

个高峰的周期呈震荡式衰减并最终恢复到震前水平。

动可能在18 a内恢复到震前水平。Chen等[21]基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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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概况

2018年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数据研究了汶川、北川、清平3个地

研究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南部，邛崃山

区汶川地震后植被恢复的时空差异，阐明了不同环

系、龙门山系之间；寿溪河系岷江右岸1级支流，地理

境下植被恢复的模式。该类研究仅分析了植被的长
期演变特征，缺乏对植被恢复到震前水平的预测及

位置介于东经102°02′～103°30′、北纬30°50′～

对崩滑物源的影响的研究。

31°03′之间，整个流域呈树叶形，如图1所示。地形地

为进一步探究汶川震区山洪灾害流域崩滑物源

貌上，研究区地貌属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中

长时序时空演化特征，利用汶川震区寿溪河流域

高山区，海拔在2 000～3 800 m之间，地势自西南向

2007、2009、2012、2015、2018年5期高分遥感影像，对

东北逐渐降低，地质构造较复杂，褶皱、断裂发育，地

崩滑物源进行遥感解译，从以下3方面研究了崩滑物

层主要分布有花岗岩及变质岩等，土壤多为棕色腐

源在震后10 a的演化特征：1）根据震前与震后崩滑物

质土。该流域水系发育，支沟众多，上游河谷呈“V”

源面积分析崩滑物源衰减模式，预测地震影响持续

形，中下游河谷稍宽呈“U”形，部分河段岩石节理、

时间；2）结合高程、坡度、坡向、距沟道距离、距断层

裂隙发育，构造侵蚀及河流切割作用较强烈，岩土体

距离、年均降水量6个环境控制因子，利用确定性系

容易失稳。水文气象方面，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

数概率模型，定量分析崩滑物源在各个因子的活跃

候区，年均气温仅8～12 ℃，年平均降雨量为1 333 mm，

程度，确定各个因子崩滑物源活动性最强的区域，以

暴雨一般出现在6—9月，主要集中在7、8两月。研究

及其在长时间序列上的演变特征；3）计算植被覆盖

区在汶川地震前无较大范围滑坡和崩塌分布，汶川

度与植被恢复速率，分析该流域内植被恢复情况，探

地震后，崩塌、滑坡频发，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崩滑物

究植被恢复对崩滑物源活动的影响。

源众多，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可能性随之增高。
N
E

W
S

31°0′N

30°50′N

4 897
012

4

6

8 km
774

103°15′E

图1
Fig. 1

高程/m

村庄
断裂带
河流
泥石流流域

1. 响黄沟；
2. 牛塘沟；
3. 刘家沟；
4. 磨子沟；
5. 白石沟；
6. 杨白石沟；
7. 安家坪沟；
8. 长窝燕沟；
9. 白阴沟。

103°30′E

研究区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Landsat5、Landsat7、Landsat8影像（表1）。②数字高程

2.1 数据来源

热发射和反射辐射仪全球数字高程模型（advanced

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数据为先进星载

研究采用的基础地理数据和环境数据如下：

spaceborne thermal emission and reflection radiometer

①遥感影像数据分为用于目视解译崩滑物源的汶川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ASTER GDEM） 12.5 m

震区寿溪河流域2007、2009、2012、2015、2018年5期

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遥感影像和用于植被覆盖度提取的相应年份的5期

（http://www.gscloud.cn/）。③河流数据来源于91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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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软件的中国水系专题图。④断层数据来源于91

广泛运用在地表植被生产力评估、植被覆盖度估算

卫图助手软件的1∶50万地质图。⑤年均降水量数据

及变化速率分析的研究中 [25]。其计算公式为：

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

NDVI =

www.resdc.cn/）。
表1
Tab. 1

遥感影像数据及其特征参数

率。NDVI值域为[–1,1]，值越大表示植被覆盖程度越高。
基于像元二分模型，以NDVI为主要参数计算植

卫星

时间

分辨率/m

ALOS

2007年

10.0

Landsat5+Alos

2009年

10.0

YG–2+RE

2012年

8.0

GF1+ZY3

2015年

8.0

Spot 7

2018年

1.5

Landsat7

2007年4月

Landsat5

2009年3月

Landsat7

2012年5月

Landsat8

2015年2月

植被覆盖恢复速率（vegetation coverage recovery

Landsat8

2018年4月

rate，VCRR）表示植被覆盖度受损后恢复的速率，是

类型

植被覆盖度
提取影像

（2）

式中， ρnir为近红外波段反射率， ρred为红光波段反射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and its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崩滑物源
解译影像

ρnir −ρred
ρnir +ρred

波段

被覆盖度（vegetation fraction coverage，VFC），能削弱
大气、土壤背景与植被类型等因素的影响。其计算公
式为：

多光谱+全色

VFC =

NDVI − NDVIsoil
NDVIveg − NDVIsoil

（3）

式 中 ， NDVIsoil 为 完 全 裸 土 或 无 植 被 覆 盖 区 像 元 的
NDVI值， NDVIveg 为完全植被覆盖像元的NDVI值。研
究采用累积百分数5%作为裸土的纯像元，累积百分
多光谱

30.0

数95%作为植被纯像元。

2.2 确定性系数

根据植被受损前后变化差异评估和监测植被恢复情

确定性系数（certainty factor，CF）是一个分段概
率函数，最早由Shortliffe和Buchanan

[22]

况的参数，其计算公式为：

提出，用来分

VCRR =

析影响崩滑发生的各种因子的敏感性的指标。CF模
型可以建立滑坡活动与控制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其适用的模型单元类型为网格单元和均一条件单
元 [23]。确定性系数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PPi − PP

s


, PPi < PPs ；


i (1 − PP )

PP

s
i
CF = 


PPi − PPs



(
) , PPi ≥ PPs

PPs 1 − PPi

VFCt −VFCpost
VFCpre − VFCpost

（4）

式中， VFCt 为震后第t年的植被覆盖度，VFCpost 为震
后植被覆盖度最低的一期指数， VFCpre为地震前植被
指数。

3 结
（1）

果

3.1 崩滑物源活动变化
强震区崩滑体一般呈马蹄形、簸箕形、弧形或不

式中： CF 为影响因子i 在某等级的确定性系数； PP

规则形的形态，表面粗糙，起伏不平，色调为灰色、灰

为影响因子 i 在某等级中发生崩滑灾害的条件概率，

白色，周围地形稳定则颜色较暗，崩滑边界明显可见，

用影响因子 i在某等级中发生的崩滑灾害的面积与研

前部有如舌状伸入沟谷或河道中即滑舌 [26]，研究以

究区中影响因子 i在该等级的面积的比值替代； PPs为

此为解译标志对5期高分遥感影像进行了解译，结果

研究区发生崩滑灾害的先验概率，用崩滑灾害发生

如图2所示。震前研究区地质环境稳定，崩滑灾害少

的总面积与研究区的总面积的比值来代替。由式（1）

有发生，在2007年的遥感影像中，一共解译出14个崩

可知：CF的值域为[–1,1]，CF值为0或接近0时，先验

滑物源，总面积为15.68×104 km2。汶川地震后，研究

概率与条件概率非常接近，表示崩滑体活动程度不

区发生大量崩塌滑坡，导致坡面岩土体松动。在2009

确定；大于0表示崩滑体活动性较高；小于0表示崩滑

年的遥感影像中，一共解译出200个崩滑物源，总面

体活动性较低。

积为442.45×104 m2，新增及扩大面积比例高达96.46%。

2.3 植被指数

2010年8月13日，汶川震区发生持续强降雨，在降雨

i

i

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

的作用下松散的崩滑体发生滑动，原本整体堆积在

tion index，NDVI）采用通道间的比值形式，具有检测

坡面的崩滑体逐步分散瓦解，部分崩滑体形成洪沙

范围宽、灵敏度高，能削弱太阳高度角和大气所带来

沿着沟道冲刷堆积到沟口。在2012年的遥感影像中，

的噪音，消除地形和群落结构的阴阳和辐射干扰等

一共解译出447个崩滑物源，总面积为252.86×104 m2，

优点 [24]。NDVI是反映植被状况的重要遥感参数，被

与震后2009年相比，面积减少189.59×104 m2，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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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5%；数量增加247个，比例为55.26%。在2015年的

发生强震、暴雨等事件，崩滑体面积和数量均减少。

遥感影像中，一共解译出364个崩滑物源，总面积为

在2018年的遥感影像中，一共解译出148个崩滑物源，

4

2

总面积为98.97×104 m2。崩滑物源变化特征见表2。

146.07×10 m ；此后，随着时间的延长，研究区未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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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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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15 年

(c)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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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滑物源
洪沙灾害流域

103°1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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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018 年

图2
Fig. 2

Tab. 2
年份

研究区多期崩滑物源分布

Landslide deposits distribution of multiphase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the research area
表 2 崩滑物源变化特征

物源数量/个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eposits

物源面积/(104 m2)

相较前1期数量变化率/%

相较前1期面积变化率/%

2007

14

15.68

—

—

2009

200

442.45

93.00

96.46

2012

447

252.86

55.26

42.85

2015

364

146.07

18.57

42.23

2018

148

98.97

59.34

32.24

由于降雨、植被恢复等外界条件的影响，崩滑物

以，根据5期遥感影像的解译数据，选取崩滑物源面

源数量波动较大，不能真实反映物源的演化趋势，所

积Area为指标（因变量），年份T为自变量，探究物源

第6期

袁新玥，等：汶川震区寿溪河流域崩滑物源演化特征分析

37

势，表明震后崩滑物源随着高程的增加，活动性先增

如图3所示，崩滑物源面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

加后降低，在某段高程活动性最高。2012年崩滑物源

并以指数函数的模式衰减，预测物源面积恢复到震

活动性最高的高程为1 200～1 800 m，CF值均大于0.4；

前水平的时间约为21 a。

2015年崩滑物源活动性最高的高程为1 400～2 200 m，

图3
Fig. 3

研究区崩滑物源演化模式

Evolution model of landslide deposits in the research area

CF值均大于0.3；2018年崩滑物源活动性最高的高程
为1 800～2 400 m，CF值均大于0.3。高程大于2 000 m
的区域CF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说明崩滑物源
在高海拔区域的活动性增强。
3.2.2 崩滑物源在坡度上的分布与演化
首先，根据DEM数据提取研究区的坡度，依据地
形条件将整个研究区坡度以5°为间隔划分为12级，
并将解译的5期崩滑物源图层与坡度分别进行叠加
分析，对崩滑物源在坡度上的分布面积进行统计；利
用确定性系数模型计算崩滑物源在各个坡度区间的
CF值，得到不同年份崩滑物源在坡度上的空间分布
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如图5所示。

崩滑物源在高程上的分布与演化

研究区高程最高为4 897 m，最低为774 m。首先,
以12.5 m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数据，根据地
形条件将整个研究区高程以200 m为间隔进行分级，
划 分 为 11级 ； 然 后 ， 将 解 译 的 5期 崩 滑 物 源 图 层 与
DEM分别进行叠加分析，对崩滑物源在高程上的分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布面积进行统计，并利用确定性系数模型计算崩滑
物源在各个高程区间的CF值，得到不同年份崩滑物

坡度/(°)

源在高程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如图4
200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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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8

物源面积/(104 m2)

120
100

1.00
0.75
0.50
0.25
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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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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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00~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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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

0

确定性系数 CF

所示（点表示CF值，柱状图表示物源面积，下文同）。

高程/m

图4
Fig. 4

崩滑物源在高程上的演化

Evolution of landslide deposits on elevation

由图4可知：震前2007年崩滑物源在高程1 200～
1 800 m内CF值均大于0.5，震后2009年崩滑物源在高
程小于1 800 m内CF值均大于0.5，表明在此范围内的
崩滑体活动性高。2012、2015、2018年3期崩滑体物源
都呈现出随着高程的增加，CF值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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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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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物源面积/(104 m2)

3.2 崩滑物源在各控制因素的分布与演化

确定性系数 CF

500
450
442.45
Area=505.35e−0.168(T−2 008) ，
400
R 2=0.993 5。
350
300
252.86
250
200
150
146.07
100
98.97
50 15.68
0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年份
“5·12” 汶川地震

物源面积 Area/(104 m2)

的演化模式，R2为0.993 5，表明拟合程度较高（图3）。

图5
Fig. 5

崩滑物源在坡度上的演化

Evolution of landslide deposits on slope

由图5可知：震前2007年崩滑物源主要分布在坡
度大于30°的区域。从空间上来看，震后2009、2012、
2015、2018年崩滑物源面积随着坡度增加逐渐增大
到峰值后减少，峰值分别为65.11×10 4 、36.98×10 4 、
22.84×104、16.56×104 m2，达到峰值的区间都在35°～
45°内。物源发育面积最大并不代表该区域发生崩滑
的可能性最高。CF值随着坡度的增大而增大，说明随
着坡度的增大，土体不稳定性增加，在大于60°的区
域活动性最高，发生崩滑的概率大；在坡度小于40°
的范围，CF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表明随着时间
的推移，坡度小于40°区域的崩滑体活动性逐渐增强。
3.2.3 崩滑物源在坡向上的分布与演化
坡向对崩滑物源的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
坡向的斜坡受到的太阳辐射强度、降雨强度不同，导
致斜坡的植被覆盖、坡向侵蚀、岩土稳定性等不同，
因此不同坡向的崩滑物源变化特征不同。利用DEM
数据提取出研究区的坡向，将解译的5期崩滑物源图
层与坡向分别进行叠加分析，对崩滑物源在坡向上
的分布面积进行统计，并利用确定性系数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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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5
−0.50
−0.75
−1.00

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在距沟道距离大于800 m的范

易引发斜坡坡脚失稳，越靠近沟道的地方，崩滑物源
面积发育越大，物源活动性越强，距沟道距离小于800 m
于200 m的区域CF值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表明距沟

S SW W NW

道距离大于200 m的区域崩滑体的活动性增强。
3.2.5

崩滑物源在坡向上的演化

35.36×104、24.96×104 m2。震后各个年份CF值都呈现
出随着坡向从北侧至西侧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

并利用确定性系数模型计算崩滑物源在各距断层距
离范围内的CF值，得到不同年份崩滑物源在距断层
距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如图8所示。

明发生崩滑灾害的概率从北侧至西侧先增大后减小，
崩滑体活动性最高的坡向为SE。在时间上，CF值在E、
SE、S侧随年份的增加而降低，表明崩滑物源在该坡
向上的活动性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

物源面积/(104 m2)

SE侧CF值达到最大，分别为0.61、0.47、0.40、0.37，表

崩滑物源在距沟道距离上的分布与演化

利用空间分析模块下的欧氏距离工具，以200 m为间
距创建流域内沟道的多环缓冲区，共分为8级，对崩
滑物源在各距离范围内的分布面积进行统计，并利

距断层距离/m

用确定性系数模型计算崩滑物源在各距离范围内的
CF值，得到不同年份崩滑物源在距沟道距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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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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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距沟道距离/m

图7
Fig. 7

图8
Fig. 8

崩滑物源在距断层距离上的演化

Evolution of landslide deposits on distance from the
fault

由图8可知，震前2007年崩滑物源主要分布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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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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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沟道距离是崩滑物源活动的间接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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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面积峰值都在SE侧，分别为170.91×104、72.1×104、

滑物源在各距断层距离范围内的分布面积进行统计，

>2 400

2018年崩滑物源主要分布在坡向为E、SE、S、SW范围

距创建流域内断层的多环缓冲区，共分为9级；对崩

2 100~2 400

S范围内， CF值均大于0.4。震后2009、2012、2015、

利用空间分析模块下的欧氏距离工具，以300 m为间

1 800~2 100

Evolution of landslide deposits on aspect

由图6可知：震前2007年主要分布在坡向为E、SE、

3.2.4

崩滑物源在距断层距离上的分布与演化

距断层距离对崩滑物源活动起间接控制作用。

1 500~1 800

Fig. 6

CF值均小于−0.4。由此表明，沟道附近汇水量较大容

的范围崩滑体活动性最强。在时间上，距沟道距离大

坡向

图6

围内，CF值均逐渐小于0；大于1 400 m的范围，每期

1 200~1 500

SE

间上，震后每期崩滑物源CF值呈现出随距沟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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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N NE E

200～800 m的范围内，该区域CF值均大于0.45。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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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7所示：震前2007年崩滑易发区在距离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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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滑物源在各个坡向区间的CF值，得到不同年份崩
滑物源在坡向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
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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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滑物源在距沟道距离上的演化

Evolution of landslide deposits on distance from the
channel

断层300～1 200 m的地方，面积为15.04×104 m2，CF值
均大于0.5。震后2009、2012、2015、2018年，每期崩滑
物源随着距断层距离增大，发育面积逐渐减少，峰值
在距断层距离小于300 m的范围内，分别为166.25×
104、86.37×104、46.52×104、28.82×104 m2。震后每期CF
值整体上随着距断层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断层距
离大于1 500 m的地方的CF值均逐渐小于0，并且在
此范围内CF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由此看出，
汶川地震使断层附近区域岩土体松动，距断层距离
小于1 500 m的地方崩滑体滑动性高，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崩滑物源在距断层距离大于1 500 m的地方
活动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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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频率分布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植被覆盖度平均值

崩滑物源在年均降水量上的分布和演化

降水对崩滑物源的分布和活动有重要影响。将

急剧下降；2009年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平均值降低到

整个研究区年均降水量以10 mm为间隔划分为8级；

0.48。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区植被覆盖度逐渐增加，

将解译的5期崩滑物源图层与年均降水量分别进行

2012、2015和2018年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平均值分别

叠加分析，对崩滑物源在年均降水量上的分布面积

为0.51、0.53、0.64，植被覆盖度频率分布逐渐趋于震

进行统计，并利用确定性系数模型计算崩滑物源在

前状态。根据这5期数据的植被覆盖度平均值VFCa探

各个区间的CF值，得到不同年份崩滑物源在降水上

究其随年份的变化趋势，如图11所示，预测震后植被

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如图9所示。

覆盖度恢复到震前水平至少需要14 a。

图9

崩滑物源在年均降水量上的演化

图 10
Fig. 10

量830～860 mm区域；震后2009年崩滑物源主要集中
在年均降水量810～860 mm区域，2012、2015年崩滑
物 源 主 要 集 中 在 年 均 降 水 量 830～ 860 mm区 域 ，
2018年崩滑物源主要分布在平均降水量850～860 mm
区域，且在平均降水量830～850 mm区域CF均大于
0.35，表明在降水量丰富的区域崩滑物源分布广泛，
降水量的增加对崩滑物源的发育起促进作用，在降
水量830～850 mm区域活动性最强。在年均降水量大
于840 mm的区域，CF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
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降水量较高的区域崩滑物源
的活动性逐渐增强，因此，需要加强对较高降水量区
域崩滑物源的监测，以防止洪沙、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
3.3 崩滑物源对植被恢复的影响
植被覆盖度变化

植被恢复情况对崩滑物源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为分析研究区植被动态变化，对原始Landsat影像进
行剪裁、辐射定标、大气矫正等预处理，根据式（2）、
（3）分别计算出各年份的植被指数NDVI和植被覆盖
度VFC，并将植被覆盖度VFC以0.05的间隔分为20类，
得到植被覆盖度VFC值的频率分布（图10）。由图10
可知：震前2007年研究区植被状况良好，植被覆盖度
平均值为0.68；2008年汶川地震导致研究区植被覆盖

平均植被覆盖度

Evolution of landslide deposits on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由图9可知：震前崩滑物源主要分布在年均降水

3.3.1

“5·12” 汶川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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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植被恢复速率演化
根据式（4）计算得到研究区2012、2015和2018年
植被恢复速率VCRR，将植被覆盖恢复速率VCRR分
为4级：小于0为植被恢复极差；0～0.5为植被恢复较
差；0.5～1.0为植被恢复中等；大于1.0为植被恢复良
好，再叠加对应时期的崩滑体图层，结果如图12所示。
另外，统计各期不同类别植被恢复速率的面积和百
分比，见表3。2009—2012年间，暴雨引发的大规模滑
坡和山洪、泥石流，崩滑体的个数由200增长到447，
增长率达到55.26%，区域生态系统不稳定，导致2012
年植被恢复程度低，植被恢复极差及较差区域达
62.68%。2012—2018年间，崩滑体面积由252.86×104
减少到98.97×10 4 m 2 ，个数由447减少到148；植被覆
盖度逐渐增加，2015、2018年植被恢复中等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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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别占64.24%、占70.69%，表明崩滑体的减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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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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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Fig. 12
Tab. 3

2009年后研究区不同类别植被恢复速率的面积和百分比统计

Statistics of area and percentage for different VRR categories after 2009

VCRR∈(–∞,0]
2

2009年后研究区植被恢复速率VCRR与崩滑物源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VCRR and landslide deposits in the research area after 2009
表3

年份

103°30′E

VCRR∈(0,0.5]
2

VCRR∈(0.5,1.0]
2

VCRR∈(1.0,+∞)

面积/km

百分比/%

面积/km

百分比/%

面积/km

百分比/%

面积/km2

百分比/%

2012

202.62

33.85

172.56

28.83

105.72

17.66

117.59

19.65

2015

151.26

25.29

62.63

10.47

100.75

16.84

283.58

47.40

2018

109.68

18.34

65.55

10.96

158.65

26.53

264.09

44.16

3.3.3 崩滑物源在各等级植被恢复情况的分布与演化

程度高的地方，崩滑体的活动性低且随着时间的推

根据表3对崩滑物源在各植被恢复情况上的分

移而降低，植被的恢复能有效减弱崩滑物源的活动，
降低崩滑、洪沙灾害的发生概率。

物源在各等级植被恢复情况的CF值，得到2012、2015
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知：2012、2015和2018年崩滑物源面积
随着植被恢复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在植被恢复极差
的 区 域 面 积 最 大 ， 分 别 为 97.36×10 4 、 73.32×10 4 、
40.43×104 m2，并且CF值在植被恢复差的区域随着时
间的推移增大，表明植被恢复差的区域崩滑物源的
发育更好。这3期数据中的CF值整体上随着植被恢复
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在植被恢复中等及良好的区域
CF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在植被恢复良好的区
域；3期数据的CF值均小于–0.35。这表明在植被恢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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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情况

图 13
Fig. 13

崩滑物源在各等级植被恢复的演化

Evolution of landslide deposits in various types of
VC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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