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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太湖流域下游的武澄锡虞和阳澄淀泖水利片区为研究区， 基于 １９８０ｓ 和 ２０１０ｓ 两期水系和土地利用类型

数据， 利用全局自相关、 局部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 分析河网密度空间变化特征， 并探讨其与土地

城镇化的关系。 结果表明： 近 ３０ 年研究区河网密度下降幅度达 １１ ３％， 其中， 一、 二级支流密度分别下降 １８ １％
和 １１ ３％。 城市及周边地区下降幅度最大； 因淤积和填埋造成的区域河道衰退是河网密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土地

城镇化速度与支流衰减长度呈指数关系， 且存在区域差异； 当土地城镇化速度达 ４０％以上时， 支流长度快速减少。
此外， 水网密布区域河网密度下降和衰退强度更大。 因此，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大对水系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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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自然界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不仅承载着营养物质输送和生态栖息地功能， 还发挥着防洪和航运

等重要的社会功能。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快速城镇化改变了区域人⁃地⁃水关系， 引发河

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演进方向发生改变［１］。 大量低等级河道遭到掩埋， 区域水系调蓄能力和纳污降解能力

下降， 并引发一系列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 因此， 探讨城镇化与水系格局演变关系对保障区域洪涝和水环境

安全意义重大。
许多科学家较早意识到水系变化与城镇化进程关系密切， 并认为城市化阶段， 人们对下垫面大幅改造， 不

透水面积迅速增加， 并对低等级河道大量侵占， 是部分区域短时期水系变化的主要原因［２⁃６］。 通过研究不透水

率和河流生态系统特征， Ｓｃｈｕｅｌｅｒ 等［７］ 将 １０％、 ２５％和 ６０％作为不透水率的阈值， 将河道划分出敏感性河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受影响河流（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非支撑性河流（Ｎ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和城市河流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４ 种类型。 现有相关研究多以省市等行政区和流域为研究尺度， 基于河网密度、 分支比及分维

数等指标， 探讨水系变化特征； 同时， 以人口城镇化率或下垫面不透水率变化表达城镇化进程， 定性或定量分

析其对水系格局变化的影响， 并提出了城镇化对水系的影响范式［８⁃１１］。 美国 １００ 个城市地区河网密度相较于未

开发地区减少了 ７０％以上［１２］。 芝加哥和洛杉矶等许多大都市区都出现了 “城市河流沙漠（Ｕｒｂａ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ｄｅｓｅｒｔｓ）”， 并严重影响到区域生态环境和供水安全［１３］。 国内相关研究发现，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长三角和

珠三角水系数量快速下降、 结构趋于简单化和骨干化， 且对河道自然排涝和调蓄能力造成影响， 引发区域洪涝

问题［１４⁃１６］。 Ｈａｎ 等［１７］发现 １９６０ 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水系衰退明显， 并与土地城镇化率关系显著。 同时， 在平原

圩区建设过程中， 河网演变模式可归纳为主动引导型、 被动改造型、 修复完善型和保护优先型［１８］。
太湖流域下游的武澄锡虞和阳澄淀泖水利片区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 河网密布， 为典型的平原水网区。

受快速城镇化影响， 人⁃地⁃水矛盾突出， 水系数量和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然而， 当前关于城镇化对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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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影响研究多以省市等行政区或水利片区为研究单元， 分析结果空间精度较低， 不能体现水系变化强度在

区域内部的差异性， 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城镇化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 同时， 在研究单元面积不等的

基础上进行横向对比， 不能准确反映水系变化与城镇化关系。 因此， 本文以乡镇为研究单元， 揭示研究区

１９８０ｓ—２０１０ｓ 各等级河网密度变化空间特征； 并创建格网研究尺度， 探讨水系密度变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

系， 以期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地⁃水关系评估、 城市规划和水系保护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太湖流域下游的武澄锡虞和阳澄淀泖两个水利片区， 面积约 ８ ７４９ ｋｍ２（图 １）， 主要包括苏州、

图 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无锡、 常州和上海的小部分地区。 该区域以平原地形

为主， 西南部环太湖区域有少量山地丘陵分布。 太湖

下游地区是中国最为典型的平原水网地区之一， 河网

密布、 湖荡众多， 是太湖流域主要排洪通道之一。 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降水量丰富。 此外， 该区域为感

潮平原区， 河道汇流往往受到外江（海）潮水位顶托，
洪涝灾害较为严重。 土地利用类型以水田、 城镇用地

和水域为主。
１ ２　 数据来源

水系资料源于 １９８０ｓ 的 １ ∶５０ ０００ 纸质地形图（成
图于 １９８３ 年）和 ２０１０ｓ 的 １ ∶５０ ０００ 数字线画图（２００９
年制图， 并基于 ２０１４ 年高精度遥感影像和实地考察

进行校核）。 由于研究区地势低平， 河道纵横， 辫状

水系发育， 加之受到潮汐涨落的影响， 导致河流流向

呈往复流态， 难以划分流域边界， 因此， 无法按照水

利部河道等级划分办法或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等原则进行干支流划分。 本研究根据地形图制图规范、 区域河道自然特征

和社会功能， 将其分为 ３ 个等级。 其中， 干流主要起防洪排涝功能， 河宽在 ２０ ｍ 以上； 一级和二级支流主

要起排水与调蓄作用， 河道宽度分别为 １０～２０ ｍ 和 ０～１０ ｍ。
为定量化表征阳澄淀泖区快速城镇化引发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基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两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遥

感影像（成像时间分别为 １９９１⁃０７⁃２３ 和 ２０１５⁃０７⁃１５）， 利用 ＥＮＶ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遥感影像

解译软件， 结合研究区地类光谱特征和实地考察， 参照中国土地资源分类系统， 根据研究目标， 将研究区下

垫面归并为 ５ 种， 分别为城镇用地、 水域、 水田、 旱地和林地。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采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和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对研究区水系的空间关联模式进行分析， 揭示空间

参考单元属性特征值之间的相关性， 探测空间异质性［１９］。 全局自相关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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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 为样本量， 即空间位置个数； ｘｉ和 ｘ ｊ为空间位置 ｉ 和 ｊ 的观察值； ｗ ｉｊ表示空间位置 ｉ 和 ｊ 的邻近关系，
相邻为 １， 不相邻则为 ０； Ｅ（ Ｉ）和 ＶＡＲ（ Ｉ）分别为 Ｉ 的理论期望和理论方差。

空间位置为 ｉ 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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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Ｅ（ Ｉｉ）和 ＶＡＲ（ Ｉｉ）分别为 Ｉｉ的理论期望和理论方差。 使用 Ｚ 值（Ｚ（ Ｉｉ））和 ｐ 值对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结果进行检验。
２ ２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ＷＲ）探讨河网变化与土地城镇化进

程间的关系， 该模型是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一种， 是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的扩展［２０］：

ｙｉ ＝ β０（ｕ ｊ， ｖｊ） ＋ ∑
ｐ

ｊ ＝ １
βｉ（ｕ ｊ， ｖｊ）ｘｉｊ ＋ ε ｊ （９）

式中： （ｕ ｊ，ｖｊ）为样本 ｊ 的坐标； βｉ（ｕ ｊ，ｖｊ）为自变量 ｘｉ在 ｊ 点的局部回归系数， 是关于地理位置的函数； β０（ｕ ｊ，
ｖｊ）、 ε ｊ 分别为模型在 ｊ 点处的回归常数项、 误差项。

３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３ １　 河网密度变化特征

１９８０ｓ—２０１０ｓ 研究区河网密度由 ３ ６ ｋｍ ／ ｋｍ２下降为 ３ ２ ｋｍ ／ ｋｍ２。 近 ３０ 年间河网总长度快速下降， 由

３１ ５４１ ７ ｋｍ减少为 ２７ ９８６ ６ ｋｍ， 累计减少量达 ３ ５５８ １ ｋｍ， 减少率为 １１ ３％。 ３ 个等级河道长度分别减少

１３３ ４ ｋｍ、 １ ７７６ ９ ｋｍ 和 １ ６４４ ８ ｋｍ， 减少率分别为 １ ９％、 １８ １％和 １１ ３％。
空间上河网密度变化差异显著（图 ２）。 近 ３０ 年研究区所有乡镇干流密度变化量多介于－０ ５～０ ３ ｋｍ ／ ｋｍ２之

间。 干流密度下降幅度较大的区域主要位于常州市辖区、 常熟西南部、 苏州市辖区东部和北部、 太仓西北部及

吴江东部区域， 增幅较大的区域集中于常熟东部和昆山； 虽然一级支流长度减少幅度最大， 但衰减主要集中

在昆山、 常熟东南部、 苏州市辖区东部和无锡市辖区中南部地区， 局部水系密度变化速度达０ ４ ｋｍ ／ ｋｍ２以

上， 其他区域密度变化不大； 二级支流密度下降较快的区域在空间上较为分散， 主要有常州市辖区、 江阴西

北部、 张家港大部分区域、 无锡市辖区、 苏州市辖区、 吴江北部、 昆山、 太仓南部和常熟大部分地区， 而县

市级行政区边界地区总体上略有增加； 总河网的密度变化空间格局与二级支流有相似之处， 下降较为严重的

区域主要出现在城市及周边地区， 呈轴向延伸， 如苏州—无锡—常州、 常州—江阴—张家港和吴江—苏州—
昆山—太仓—常熟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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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河网密度变化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 ２　 水系衰退强度空间特征

受到河流自然演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 区域水系数量变化主要包括因填埋、 淤积以及转化为

水面造成的水系衰退、 因淤积和拓宽引起的河道等级变化以及按照规划新开挖河道 ３ 种主要过程。 其中， 第

一种衰退变化过程是研究区河网密度下降的主导因素， 需着重加以分析。
通过对比两期水系图， 剔除与前期河道重叠部分， 并对裁弯取直的河道进行重新绘制， 得到近 ３０ 年研

究区因填埋、 淤积以及转化为水面造成的水系衰退空间分布图（图 ３）。 结果发现， ３ 个等级河道衰退总长度

分别为 １ ０１７ ８ ｋｍ、 ２ １１７ ４ ｋｍ 和 ７ ２９４ １ ｋｍ。 空间上， 干流衰退强度较大的区域为常州市辖区中北部、 苏

州市辖区东部、 常熟南部和昆山大部分地区； 一级支流消失长度较干流大， 且有成片发展趋势， 衰退强度较

大的区域集中于无锡市辖区中南部、 苏州市辖区东部、 常熟中南部和昆山大部分地区； 二级支流衰退强度最

大， 且分布范围较广， 如常州市辖区、 张家港北部、 太仓南部和昆山大部分地区等。
总体上， 研究区各等级水系衰退强度较大的区域与前文分析的河网密度下降剧烈区的空间吻合程度较

高， 说明水系衰退是该区域河网密度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在不同区域水系衰退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 首先， 昆山市大部乡镇干流衰退强度较大， 但其干流密度均增加了 ０ ２ ｋｍ ／ ｋｍ２以上。 究其原因， 昆山

市是太湖流域下游主要的排洪通道之一， 为应对严重的洪涝灾害威胁， 该区域开挖了许多骨干河道， 且部分

低等级河道被拓宽为干流； 其次， 无锡市辖区二级支流衰退率较大， 但填埋等影响不大， 因此， 可以认为该

区域二级支流向其他等级河道转换强度较大。
３ ３　 水系变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区之一， 太湖下游地区经历了世界罕见的高强度快速城镇化过程［１９］。 据统计，
苏州市和无锡市常住人口分别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６１ ０２ 万人和 ４２１ ２２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０６１ ６０ 万人和

６５０ ０１ 万人。 同期， 人口城市化率也由不足 ３０％上升到 ７０％以上。 城镇人口及总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导致

区域人地矛盾急剧恶化， 且人地矛盾的核心问题逐渐由历史时期的人口⁃耕地⁃粮食问题转变为人口⁃土地⁃城
建问题。 根据遥感影像解译结果发现，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城镇不透水面积剧烈扩张， 占总面积比例由

１１ ７３％上升到 ４５ ３４％。 空间上， １９９１ 年城镇用地主要集中在苏州、 无锡和常州的市辖区以及江阴、 常熟

等城区； ２０１５ 年时则呈现出点轴状， 并有向面状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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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水系衰退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水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造成城镇与水的关系越发紧密， 引发

洪涝灾害加剧和水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 同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水安全的需求更加强烈。 为

应对人地矛盾、 增加河道行洪能力和改善水环境现状， 相关部门对太湖下游地区水系进行了重新规划， 并修

建了一系列水利设施。 一般而言， 历史时期水系演化主要受区域土壤、 地形、 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而短时期内的水系变化主要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局部地区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图 ４　 不同格网尺度下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和 Ｚ 值序列

Ｆｉｇ 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ａｎｄ Ｚ ｓｃｏ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ｉｄ ｓｃａｌｅｓ

由于水系和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类型不同， 在探讨水

系变化与土地城镇化关系时， 需要确定研究尺度， 要求

既能尽量反映出区域水系空间分布特征， 又能揭示不透

水面积变化速度与水系变化间的关系。 基于此， 通过利

用不同大小尺度的格网， 分别统计 ２０１０ｓ 河网密度在

５００ ｍ， １ ０００ ｍ， １ ５００ ｍ， …， ５ ０００ ｍ， ６ ０００ ｍ， …，
１ ５０００ ｍ这 ２０ 个格网尺度下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正态分布

检验 Ｚ 值以及显著性 Ｐ 值。 检验结果发现， 在以上所有

格网尺度下， Ｐ 值均小于 ０ ０１， Ｚ 值均大于 ２ ５８， 说明

河网分布具有显著的聚集性特征。 同时， 随着格网大小

的持续增加，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呈先快速上升后波动下降的

趋势， 最大值为出现在 ２ ０００ ｍ 尺度的 ０ ６４， 说明当格网单元在 ２ ０００ ｍ 时， 最能反映出水系的空间聚类形

态和空间分布特征（图 ４）。 结合 ５００ ｍ， １ ０００ ｍ， １ ５００ ｍ， …， ４ ０００ ｍ， ５ ０００ ｍ 和 ７ ０００ ｍ 等 １０ 个尺度进行

河网密度局部自相关分析（图 ５）。 结果发现， 格网边长为 １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时， 均能较好地反映 ２０１０ｓ 研究区

水系空间分布特征。 综上所述， 选择在 ２ ０００ ｍ 格网尺度进行水系变化与土地城镇化关系空间分析， 实现行

政单元数据的空间化， 既可做到尽可能保持水系空间分布信息， 有效揭示人类活动与水系分布关系； 又不至

于因尺度过小， 造成部分格网不能覆盖到水系， 无法全面反映水系变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且可以消

除计算数据量过大的问题［１９］。
图 ６ 中灰色柱状和彩色线状分别代表近 ３０ 年研究区介于某不透水面积增加幅度区间内的格网数目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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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格网尺度下水系空间聚类图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ｉｄ ｓｃａｌｅｓ

网内的河网平均衰退长度。 通过对比发现， 作为区域防洪排涝的主要通道， 干流的密度变化与土地城镇化速

度关系不甚密切； 但土地城镇化速度与二级支流及总河网衰减速度呈指数关系（图 ６（ａ））。 图 ６（ｂ）显示， 随

着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 研究区干流长度变化不大， 但对支流的影响较大； 当土地城镇化速度达 ３０％以上

时， 支流和总河网的衰减速度均呈加快趋势。 当土地城镇化速度为 ３０％以上时， 二级支流和总河网衰减速度

分别达 ３ ｋｍ ／格网和 ４ ｋｍ ／格网； 当土地城镇化速度达 ４０％以上时， 一级支流也呈加速衰退趋势。

图 ６　 土地城镇化进程与各等级水系衰退和水系变化速度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计算发现： 空间上， 城镇化不透水面积增加对苏州市辖区东部和阳澄湖周边区域

的干流衰退造成的影响较大（图 ７）。 近年来， 为应对苏南地区水域面积萎缩、 水域功能下降现象， 相关部门

加强了湖泊管理， 使得区域水面率有所增加， 并侵吞了部分干流。 研究区支流衰退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更显

著， 全局校正 Ｒ２均在 ０ ５３ 以上。 对一级支流影响最大的区域主要位于无锡市辖区东南部、 苏州市辖区东

部、 太仓南部、 常熟中南部和昆山大部分地区； 对二级支流影响较大的区域则主要位于常州和苏州市辖区、
江阴、 吴江、 昆山和太仓等快速城镇化地区。 支流衰退较严重的区域主要为近年来不透水面积大幅扩张的新

城区和经济开发区， 如无锡市辖区东南部的新吴区、 苏州市辖区东部的苏州工业园及西北部的苏州高新区、
吴江北部的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常熟南部的常昆工业园区等。 一般来说， 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对低等级河

道进行大规模整理， 以满足对土地资源数量和完整度的高需求。 仅需保留部分水域， 满足居住环境和休闲娱

乐需求即可。
根据 １９８０ｓ 研究区河网密度分布情况， 利用河网密度序列的 ２５％和 ７５％分位数， 划分出 ３ 个水系密度等

级， 即河网稀疏区、 河网密度中等区和河网密布区。 并分别统计不同水系密度等级区域水系变化与不透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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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各等级河道衰退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局部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ＧＷＲ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ａｄ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积变化的关系（图 ８（ａ））。 首先， 城镇化推进速度与干流密度变化和衰退强度关系微弱（图 ８ａ）； 其次， 支流

密度下降和衰退主要出现在河网密布区。 当不透水面积变化率达 ４０％以上时， 衰退强度迅速增大（图 ８（ｂ）、
图 ８（ｃ））。

图 ８　 不同水网密度区城镇化进程与干流、 一级支流和二级支流衰退及长度变化速度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ｓ， １ｓｔ⁃ ａｎｄ ２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一般来说，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郑大俊等［２１］认为城市水文化主要经历了 “人水相争”、
“人水抗和” 及 “人水和谐” ３ 个阶段。 人水关系是指人文系统与水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二者既相互

对立， 又相互统一［２２］。 因此， 平原河网区水系数量的减少和结构的简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负面反馈作用， 关

键在于水系变化的程度和对人类影响的评判角度。 河网数量的减少， 一方面引发河网对洪水调蓄能力以及对

污染物降解能力的下降等反面影响； 另一方面， 增加了城市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 并利用工程措施提升了骨

干河网的泄洪能力。 因此，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区域水安全状况， 注重人与河网的和谐共生， 促进人

水平衡。 需要针对洪涝问题，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等相关工程， 定量揭示区域合理水面率及水系数量状态， 通

过河网改造有效提高区域水系调蓄能力。 同时， 需要考虑水系变化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的潜在影响， 通过综

合治理工程改善河流水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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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 １９８０ｓ—２０１０ｓ 研究区河网密度下降幅度达 １０％以上。 其中， 低等级河网密度下降幅度更大。 空间

上， 一级支流密度下降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阳澄淀泖区中东部； 二级支流密度下降较严重的区域主要出现

在城市及周边地区， 呈轴向延伸。
（２） 各等级河网因淤积填埋以及少量转化为湖泊而形成的河道衰退在空间上与河网密度下降率吻合度

较高， 说明水系衰退是区域河网密度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在不同区域河网数量变化还会受到河道等级转

换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３） 支流河网变化受土地城镇化的影响较为显著， 尤其是近年来不透水面积大幅扩张的新城区和经济

开发区。 此外， 水网密布区域支流衰退较其他区域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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