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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城市建成区扩展的时空特征ꎬ加深对城市化理论的理解ꎬ为城市未

来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效的时空决策依据. 方法 基于辽宁省沈阳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遥感影像数据ꎬ首先对原始遥感图像进行几何校正ꎻ接着对精纠的遥感图
像ꎬ进行图像的拼接和裁剪ꎻ然后通过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ꎬ把裁剪后的图像按建
设用地、耕地、林地、水域以及未利用土地进行分类ꎻ利用 ＥＮＶＩ５. ３ 的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Ｍａｒ￣

ｔｒｉｘ 功能ꎬ计算了两种分类精度的总体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 系数. 结果 计算得到监督分类总
体精度为 ９２. ３６％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８８ꎬ非监督分类总体精度为 ７７. ３２％ 、Ｋａｐｐａ 系数
为 ０. ６５ꎻ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建成区扩展先后表现为急剧的扩展和逐渐趋于稳定这

两类特征ꎻ建成区紧凑度不断下降ꎬ分行维数呈上升态势. 结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建
成区总体处于快速扩展的时期ꎬ主要以外部发散式延伸扩展为主ꎬ在空间上的离散程度很
大ꎻＧＤＰ 因素、人口因素和全运会举办所带来的影响是沈阳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因素.
关键词 遥感解译ꎻ动态监测ꎻ建成区ꎻ城市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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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ꎬ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ꎬｗｏｏｄｌａｎｄꎬｗａｔｅｒｓꎬａｎｄ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ꎬｆｉｎａｌｌ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Ｋａｐｐａ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ＥＮＶＩ ５. ３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Ｍａｒ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９２. ３６％ ꎬｔｈｅ Ｋａｐｐａ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０. ８８ꎬ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７７. ３２％ 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ａｐｐａ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０. ６５.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ꎬ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ａ ｓｈａｒｐ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ꎻ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ꎬ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ｗａｓ ｉｎ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ꎬ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 ＧＤＰ ｆａｃｔｏｒꎬ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ｍ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ꎻ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ꎻ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ꎻ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我国对城市土地利用扩展规律的研究十
分薄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城市土地利用
制度的实施ꎬ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ꎬ
以及城市土地的快速扩张ꎬ逐渐暴露出土地、
环境、 资 源 等 各 种 问 题.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研
究

[１]

ꎬ如形态

空间结构

[５]

[２]

、动态模型

[３]

、扩展模型

[４]

时间 序 列 的 连 续 采 样ꎬ 提 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遥感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ꎬ认识和
了解近 １５ 年来沈阳市建成区扩展的基本过
程. 结果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建成区
总体处于快速扩展的时期ꎬ主要以外部发散

和

式延伸扩展为主ꎬ在空间上的离散程度很大ꎻ

等逐渐成为城市领域的研究热

ＧＤＰ 因素、人口因素和全运会举办所带来的

点. 对城市空间发展驱动力的讨论ꎬ历来被诸

影响是沈阳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因素.

多学者以不同的理论学说加以阐释ꎬ通过不同

１

角度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近 ３０ 多 年 来ꎬ 在 改 革 开 放 政 策 的 驱 动

下ꎬ沈阳市经历了一个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

沈阳市建成区动态监测流程
沈阳市建成区动态监测总体流程如图 １

所示.

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 市区迅速扩大ꎬ使得城
市化进程明显ꎬ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土地利
用覆盖变化. 在城市区域规划研究方面ꎬ马晓
勇等 [６] 以太原市近 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为基
础ꎬ分析了太原市城市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
特征ꎻ王宁涛等 [７] 提取武汉市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ꎬ分析了武汉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因素ꎻ胡长慧 [８] 基于 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四个时相的开封市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
据ꎬ得出开封用地扩张的为“ 摊大饼” 式的时
空特征. 但目前遥感领域ꎬ长时间序列中多为
隔年数据采样ꎬ连续采样进行时空序列建模
的较少. 反观沈阳市ꎬ近年来缺少从空间和时
间上对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力进行系统的研究
和分析ꎬ这使得对于沈阳市建成区变化过程
的了解受到了限制. 因此ꎬ笔者试图通过对长

图１

建成区动态监测流程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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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选取沈阳中部地区作为研究区域ꎬ

采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 ＋ 卫星影像以及参考

社会经济数据ꎬ通过几何精纠正、图像拼接、
影像分类的方式ꎬ对 ＴＭ 多光谱数据进行处
理ꎬ提取更为清晰准确的遥感影像数据.

２

遥感数据处理与信息提取

２. １

影像几何精纠正
将图像数据投影到几何平面ꎬ使其契合

地图投影的系统进程ꎬ被称为影像的几何纠
正 [８] . 选取道路和水体的拐角、交叉口、交汇

图２

处这些易识别的标志ꎬ作为研究区地形图的
地面控制点. 通过空间位置精计算和内插亮
度值ꎬ构建连续的内插函数ꎬ求解图像几何畸
变的过程.
２. ２

图像拼接裁剪
若研究区域不在同一幅影像上ꎬ则遥感

影像需要进行影像的拼接工作ꎬ以方便图像
的统一处理和解译 [９] . 遥感影像的拼接ꎬ 就
是将具有地理信息数据的诸多相邻遥感图
像ꎬ整合成一幅统一新图像的过程 [１０] . 笔者
以沈阳市中心城区的行政区作为研究区数
据ꎬ利用 ＥＮＶＩ ５. ３ 进行图像的拼接裁剪ꎬ得

Ｆｉｇ ２

非监督分类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训练样本ꎬ通过人机交互对遥感图像进行分
类. 笔者分析沈阳市研究区的卫星影像ꎬ定义
了 ５ 类训练集:建设用地、耕地、林地、未利用
土地和水域ꎬ作为本次试验的地物样本. 利用
ＥＮＶＩ ５. ３ 的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Ｍａｒｔｒｉｘ 功能ꎬ计算出
分类精度的混淆矩阵ꎬ以 ２０１４ 年沈阳 Ｌａｎｄ￣

ｓａｔ７￣ＥＴＭ 遥感影像为例( 见图 ３) ꎬ该监督分
类 的 Ｋａｐｐａ 系 数 为 ０ ８８ꎬ 总 体 精 度 为

９２ ３６％ .

出所需数据.
２. ３

影像分类

２. ３. １

非监督分类

非监督分类是对遥感图像中光谱信息特

征集中的像元进行分类ꎬ不需要人工选取感
兴趣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ＲＯＩ) 的一种分
类方法. 所有多光谱信息的原始图像都参与
像元的分类操作ꎬ分类结果以各种类像元数
等比例分配为主. 由于较少的操作员干扰ꎬ非

图３

监督分 类 是 个 高 度 自 动 化 的 过 程 [１１] . 通 过
ＥＮＶＩ ５. ３ 软件ꎬ将 ＩｓｏＤａｔａ 算法应用于沈阳

Ｆｉｇ ３

监督分类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市建成区面积的非监督分类 ( 见图 ２). 以

２. ４

分类的结果中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６５ꎬ分类的精

为例. 在 此 次 分 类 结 果 中ꎬ 非 监 督 分 类 的

２. ３. ２

高的自动化程度ꎬ带来的是各类训练样本分

２０１４ 年沈阳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 遥感影像为 例ꎬ
度为 ７７ ３２％ .

监督分类

监督分类采用人工目视解译的方式选择

影响分类精度评价
以 ２０１４ 年沈阳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 遥感影像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６５ꎬ总体精度为 ７７ ３２％ ꎬ较
类效果差的结果. 尤其是把建设用地与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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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元混同ꎬ这会导致遥感图像提取后ꎬ产生
建成区范围显著扩大的误差ꎬ严重影响试验
精度. 监督分类的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８８ꎬ总体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年鉴与监测结果的绝
对误差与相对误差

Ｔａｂｌｅ ３

精度为 ９２ ３６％ . 由此可见ꎬ监督分类能够将
中精度较高ꎬ分类图中建成区相对准确. 相比
于非监督分类ꎬ监督分类能实现把建成区与
耕地的像元很好地分离出来ꎬ达到试验的预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５

表１

两种分类方法的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分类方法

总体精度 / ％

Ｋａｐｐａ 系数

监督分类

９２. ３６

０. ８８

７７. ３２

非监督分类

３

０. ６５

沈阳建成区监测及扩展分析

３. １

本试验将监测的数据分别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和辽宁城市统计年鉴进行比较( 见表
２、表 ３) ꎬ以确保本试验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城市统计年鉴记录与监
测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表２

沈阳市城市面积 / ｋｍ

２

年份

辽宁城市统计
年鉴记录结果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记录结果

实际监测结果

２０００

２０２. ００

２１７. ００

２１０. ７５

２００２

２４９. ００

２４９. ００

２４７. ５６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３８. ００
２６１. ００
２９１. ００
３１０. ００
３２５. ００
３４７. ００
３７０. ００
３９５. ００
４１２. ００
４３０. ００
４５５. ００
４５５. ００
４６５. ００
４６５. ００

２３８. ００
２６１. ００
３０５. ５０
３１０. ００
３２５. ００
３４７. ００
３７０. ００
３９５. ００
４１２. ００
４３０. ００
４５５. ００
４５５. ００
４６５. ００
４６５. ００

２４０. ５１
２６４. ３４
３００. ５７

城市年鉴与监测结果面积误差
绝对误差 / ｋｍ２

相对误差 / ％

２００１

２. ５１

－ １. ０５

２００３

３. ３４

１. ２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监测结果与统计年鉴对比

２００１

年份

２００２

期分类效果.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城市建成区很好地提取出来ꎬ在两种分类法

Ｔａｂｌ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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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１. ４４
８. ３２
４. ０２
２. ８７
２. ０５
５. ８７
１. ４５
４. １２
３. ４６
２. ５８
４. ７５
５. ５６

０. ５７
２. ６８
１. ２４
０. ８３
０. ５５
１. ４９
０. ３５
０. ９６
０. ７６
０. ５６
１. ０２
１. ２０

由表 ２ 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辽

宁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有出
入ꎬ是因为面积相差较大ꎬ对建筑面积的扩展
分析影响较大ꎬ因而本试验剔除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这两年的数据比较 [１２] . 本试验比较
方法采用的是ꎬ计算监测结果与两部城市统
计年鉴的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１３] ꎬ以此来判
断两者间的差异.

本试验中遥感监测结果与城市年鉴对比

３１８. ３２

所产生误差的原因ꎬ总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ꎬ

３４９. ８７

生产区、建设用地被征用的土地外 [１４] ꎬ笔者

３２０. ９８
３６７. ９５
４００. ８７
４１０. ５４
４３４. １２
４５８. ４６

除实际开发建设中的城市行政区域和非农业
还把面积较大的浑河、湖进行了单独分类. 其
二ꎬ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差别来源于统计时所
采用的方法上. 统计年鉴对城市建成区面积

４５２. ４２

的统计采用土地累积法ꎬ此法的局限在于其

４７０. ５６

用地ꎬ但是遥感监测时不会对此进行区分ꎬ会

４６９. ７５

较大的滞后性和不包含未经政府审批的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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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包含这些建筑用地面积.
３. ２

综上所述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间沈阳市建成

沈阳市建成区扩展分析

３. ２. １

第 ３５ 卷

区面积总体处于快速扩展的时期. 扩展趋势

扩展速度分析

表现为剧烈扩展和逐渐稳定这两大特征. 从

研究建成区绝对扩展速度ꎬ定量分析了

不同时期建筑面积的扩张速度. 建成区相对
扩展速度ꎬ该速度描述了某时间段内研究区
内的某种土地类型面积动态变化的情况.
Ｖ ＝ ( Ｕ ｂ － Ｕ ａ ) / ΔＴ ꎬ

(１)

Ｖ′ ＝

(２)

Ｕｂ － Ｕａ １
 １００％ .
Ｕａ
ΔＴ

式中:Ｖ 为建成区面积的年平均扩展速度ꎻＶ′
为城市建成区相对扩展速度ꎻＵ ｂ 和 Ｕ ａ 分别

大体趋势上看ꎬ沈阳市建成区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间ꎬ受经济开发影响较大ꎬ 城市化进程加
快ꎬ城市土地扩张极为猛烈. 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ꎬ建成区扩展则较为缓慢ꎬ受限于自然地理
条件的原因ꎬ城市的发展空间逐渐不足ꎬ最后
趋于稳定.
３. ２. ２

扩展形态分析

研究紧凑度 [１５] 和分形维数 [１６] ꎬ 可以从

空间上客观把握城市建成区的扩张状况.

为研究时间段中最后一年和最开始年的城市

紧凑度能够反应地物的形状. 紧凑度的

建成区面积ꎻΔＴ 为计算建成区扩展面积时的

变化能够体现出ꎬ城市在不同发展时间段内

某时间段ꎬ以年为单位.

地理空间的形态特征.

沈阳市建成区面积近些年变化情况如图
４ 所示. 笔者以 ３ 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ꎬ由公
式(１) 、(２) 计算可得出数据ꎬ如表 ４ 所示.

Ｃ ＝ ２ π Ａ / ｐ.

(３)

式中:Ｃ 为紧凑度ꎬ取值范围为 ０ ~ １ꎻＡ 为建
成区面积ꎬｋｍ２ ꎻＰ 为建成区轮廓周长ꎬｋｍ. 圆
被认为是形态最紧凑的图形ꎬ其紧凑度等于
１ [１７] .

对于建成区而言ꎬ分形维数反映的该城

市的发展模式ꎬ以沿边缘扩张抑或是内部填
充式发展.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分形
维数必然会增大.
Ｓ＝
图４
Ｆｉｇ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建成区面积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表４

沈阳建成区面积扩展速度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时间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

绝对扩展速度 /
( ｋｍ ａ
２

－１

７. ６７
６. ５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

１６. ０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３. ３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４. ３３

)

相对扩展
速度 / ％
３. ２２
２. １３

Ｐ
)
４
.
ｌｎ Ａ

２ｌｎ (

(４)

式中:Ｓ 为城市建成区分形维数ꎻＡ 为建成区
面积ꎬｋｍ２ ꎻＰ 为建成区轮廓周长ꎬｋｍ [１８] ꎻ分
形维数的取值范围为 １ ~ ２ꎬ维数越大ꎬ图形
的形状就越为复杂.

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１ 按不同年份分别提取研

究区边界ꎬ再由式(３) 、式(４) ꎬ可计算得出数
据ꎬ如表 ５ 所示. 由表 ５ 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１ 年沈
阳市虽然建成区规模较小ꎬ但也开始以块状

４. ６１

形态为中心 [１９] ꎬ沿城市的边缘以发散式成不

０. ７３

种形态特征趋于稳定.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ꎬ沈阳市

３. ４８

规则的形状向外不断扩展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后这
建成区紧凑度不断下降ꎬ而分行维数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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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态势. 这说明了沈阳市建成区的扩展

１０８７

作用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

主要以外部发散式延伸扩展为主ꎬ在空间上
的离散程度很大.
表５

沈阳建成区扩展形态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年份

紧凑度

分形维数

２００１

０. １７

１. ５７

２０１０

０. １３

１. ６３

２００５

０. １５

２０１５

０. １２

１. ５８
１. ６５

４ 沈阳市建成区扩展驱动力分析
４. １

经济总量增长
经济总量的增长变化ꎬ是一座城市城市

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而城市的生产总
值ꎬ即 ＧＤＰꎬ更是能够反映出城市地区经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沈阳人口总量

图６
Ｆｉｇ ６

４. ３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５

全运会举办

第十二届全运会在沈阳市的成功举办ꎬ
标志着沈阳市在 ２０１３ 年之后的几年进入空
前的发展阶段. 全运会的筹备阶段ꎬ基础设施

发展活动的重要一环.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

的完善、交通道路的维护以及各种体育场馆

对沈阳市 ＧＤＰ 与建成区面积的比较分析ꎬ得

的涌入ꎬ无一不在刺激着沈阳市城市化的进

的 ＧＤＰ 情况如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可知ꎬ通过

的修建工作ꎬ大量资金的流入ꎬ各类建设人才

出沈阳市 ＧＤＰ 与建成区面积之间存在着较

程. 全运会期间以及结束之后ꎬ所带动的各种

强的相关性. 城市建成区面积与该地区生产
总值成正比.

消费ꎬ也都在拉动着沈阳经济的发展ꎬ并在一
定的程度上促进着建成区面积的增加.

５

结

论

(１) 通过试验提取了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 ＋

数据ꎬ计算出监督分类总体精度为 ９２ ３６％ 、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８８ꎬ非监督分类总体精度为

７７. ３２％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６５ꎬ印证了监督分
类优于非监督分类.

(２) 采用实际监测结果与年鉴记载结果

的比对ꎬ证明了分类方法的有效性与分类结
图５
Ｆｉｇ ５

４.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沈阳 ＧＤＰ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ＧＤＰ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５

人口增长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人口总量的变 化

果的准确性.
(３) 沈阳市建成区面积与扩展速度ꎬ反

映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间沈阳市建成区面积总
体处于快速扩展的时期ꎬ并且扩展趋势表现

情况如图 ６ 所示. 由图可知ꎬ由于人口的大量

为剧烈扩展和逐渐稳定这两大特征ꎻ而建成

聚集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ꎬ才形成了现如今

区紧凑度不断下降ꎬ分行维数总体上呈上升

人们所居住的城市. 城市人口的总量直接影

态势ꎬ表现出沈阳市建成区的扩展主要以外

响着城市的住房供应ꎬ人口的增长直接刺激

部发散式延伸扩展为主ꎬ在空间上的离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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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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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Ｕ ＦｅｎｇｙｕｎꎬＺＨＡＮＧ 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ｇꎬＬＩＵ Ｂｉｎ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Ｊｉｎａｎ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８ꎬ３９(１) :７３ － ７９. )
[ ２ ] ＦＬＯＲＥＳ Ｒꎬ ＧＡＧＬＩＡＲＤＩ Ｐꎬ ＡＳＥＮＳＩＯ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ｎｏｉｓｅ [ Ｊ ] .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２０１７ꎬ４５(１０) :１ － １３.
[ ３ ] ＳＨＥＮ Ｌꎬ ＳＨＵＡＩ Ｃꎬ ＪＩＡＯ Ｌ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 .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２０１７ꎬ６０:１９ － ３３.
[ ４ ] ＹＡＮ ＹꎬＬＩＵ ＸꎬＷＡＮＧ Ｆꎬ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ｒａｗｌ ｏｎ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Ｓ ｄａｔａ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８ꎬ６１３:１４１７ － １４２９.
[ ５ ] ＰＩＴＥＲＡ Ｋꎬ ＰＯＫＯＲＮＹ Ｐꎬ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ｏｏｄ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ｉｎ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ｙｃ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ｃｋｓ [ Ｊ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７ꎬ９(３) :４６.
[ ６ ] 马晓勇ꎬ赵娜. 太原市近 １５ 年城市景观格局
时空变化及驱动力[ Ｊ] . 水土保持通报ꎬ２０１８ꎬ
３８(４) :３１４ － ３２２.
( ＭＡ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ꎬ ＺＨＡＯ Ｎ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 Ｊ ]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８ꎬ
３８(４) :３１４ － ３２２. )
[ ７ ] 王宁涛ꎬ崔放ꎬ陈植华ꎬ等. 武汉市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年城市发展及其驱动力分析[ Ｊ] . 安全与环境
工程ꎬ２０１２ꎬ１９(４) :１ － ７.
( ＷＡＮＧ Ｎｉｎｇｔａｏꎬ ＣＵＩ Ｆａ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ｈｕ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 Ｊ ] .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ꎬ１９(４) :１ － ７. )
[ ８ ] 胡长慧. 开封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
力分析[ Ｄ] . 郑州:河南大学ꎬ２０１４.
( ＨＵ Ｃｈａｎｇｈｕ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ｉｆｅｎｇ[ Ｄ] .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４. )
[ ９ ] 吴婷婷. 基于遥感和 ＧＩＳ 的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
分析[Ｄ].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ꎬ２０１２.
( ＷＵ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ＣＣ ｂ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Ｓ [ Ｄ ]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２. )
[１０] ＹＡＮＧ ＹꎬＧＡＯ ＹꎬＬＩ Ｈꎬ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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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ｌｉｄ ａｒｅａ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ｆｕｓｉｏｎ. [Ｓ. ｌ. ]:ＩＥＥＥꎬ２０１１:１ － ４.
李爱民. 基于遥感影像的城市建成区扩张与
用地规模研究[ Ｄ] . 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ꎬ２００９.
( ＬＩ Ａｉｍ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 Ｄ ] .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０９. )
关伟ꎬ王宁. 沈阳经济区经济与环境耦合关联分
析[Ｊ]. 地域研究与开发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３):４３ － ４８.
( ＧＵＡＮ Ｗｅｉꎬ ＷＡＮＧ Ｎｉｎｇ.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Ｊ] . Ａｒｅ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４ꎬ３３ (３) :４３ －
４８. )
杨晨. 摄像机标定算法的研究[ Ｄ] . 沈阳:东
北大学ꎬ２０１４.
( Ｙ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Ｄ ] .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４. )
金 城. 基 于 紧 凑 城 市 视 角 的 技 术 效 率 研 究
[ Ｄ]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ꎬ２０１２.
( Ｊ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ｉｔｙ [ Ｄ ]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２. )
ＳＡＮＩＲＯＹＣＨＡＮＳＹＡＨ ＭꎬＦＡＲＭＡＷＡＴＩ Ａꎬ
ＡＮＩＮＤＹＡＨ Ｄ Ｓꎬ ｅｔ 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Ｙｏｇｙａｋａｒｔａ ｃｉｔｙ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２２７:１６８ － １７３.
李江. 城市空间形态的分形维数及应用[Ｊ]. 武
汉大学学报(工学版)ꎬ２００５ꎬ３８(３):９９ － １０３.
( ＬＩ Ｊｉａｎｇ.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５ꎬ３８(３) :９９ － １０３. )
乌云嘎ꎬ冬梅. 锡林浩特市城市扩展特征及驱
动力分析[ Ｊ] . 阴山学刊( 自然科学版) ꎬ２０１５
(１) :３７ － ４０.
( ＷＵ Ｙｕｎｇａꎬ ＤＯＮＧ Ｍｅ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ｌｉｎｈｏｔ ｃ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Ｙｉｎｓｈ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５(１) :３７ － ４０. )
李一曼. 长春城市蔓延测度、机理与治理对策
研究[ Ｄ] .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１.
( ＬＩ Ｙｉｍａｎ.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ｒａｗ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 Ｄ ]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１. )
高雁鹏ꎬ徐筱菲ꎬ修春亮. 基于 ＧＩＳ 的沈阳旧
城区叙事空间研究 [ Ｊ] . 人文地理ꎬ２０１８ (３)
５２ － ６０.
( ＧＡＯ ＹａｎｐｅｎｇꎬＸ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ꎬＸＩＵ 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ｏ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ＩＳ [ Ｊ ] .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２０１８(３) :５２ － ６０. )
( 责任编辑:刘春光 英文审校:范丽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