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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ＧＩＳ 和信息量－快速聚类模型的滑坡易发性研究

　 　 　 　 ———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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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省福贡县地质环境脆弱，滑坡灾害频发，对其开展滑坡灾害易发性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
研究了福贡县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滑坡现状发育特征的基础上，从地理环境因素、地质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因

素 ３ 个维度选取 ９ 个指标因子建立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滑坡频率比法充分考虑各因子不同

状态下对滑坡灾害的不同影响情况进行各指标因子状态分级；其次，引入信息量模型并基于 ＧＩＳ 平台对福贡县

滑坡灾害进行易发性评价；再则，通过快速聚类算法对滑坡易发性进行分级，提高滑坡易发性评价的准确性；最
后，利用成功率曲线对评价精度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采用 ＧＩＳ 和信息量－快速聚类模型进行滑坡易发性评价能

较好地反映出福贡县的滑坡灾害易发性状况，改善了由于人为因素对区域划分的主观影响，与福贡县的实际滑

坡灾害分布情况相吻合，可应用于福贡县的防灾减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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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坡灾害作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地质灾害，其
发生常常给国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因此，为了更好地防护和治理滑坡带给人们的威胁

和损失，对滑坡灾害开展易发性评价研究，准确确

定滑坡容易发生的区域，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具
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近年来，随着 ＧＩＳ 技术的

快速发展，ＧＩＳ 在空间数据处理、空间分析和专题

制图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大大改善了传统的地学

评价手段，为地质灾害评价提供了便利［１］ ．目前，在
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国外学者 Ｌｅｅ 等［２］利用 ＲＳ 技术、ＧＩＳ 平台

及其空间分析工具对韩国龙仁地区做了滑坡易发

性评价研究；Ａｙａｌｅｗ 等［３］ 对 Ｔｓｕｇａｗａ 地区进行测

绘，选取了地层岩性、断裂构造、降雨量和河流等因

素作为滑坡易发性评价指标，并利用 ＧＩＳ 对当地滑

坡进行了易发性分区；Ｄｅｖｋｏｔａ 等 ［４］和 Ｒｅｇｍｉ 等［５］

通过一系列统计分析模型对尼泊尔地区的区域滑

坡进行了易发性评价及模型精度对比．国内对于滑

坡易发性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是信息量模型，如谈树

成等［６］以云南省丘北县为例利用信息量模型开展

了滑坡地质灾害易发性和空间区划；郑苗苗等［７］

基于信息量模型对延河流域滑坡灾害进行了易发

性评价研究；杨根云等［８］ 以北川曲山－擂鼓片区为

研究区，利用 ４ 种标准化方法和信息量模型进行了

滑坡易发性研究和模型对比分析，为区域内滑坡灾

害防治提供了参考；薛强等［９］ 以延安市宝塔区的

黄土滑坡为例，利用信息量模型和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对

研究区内的黄土滑坡开展了易发性研究；张向营

等［１０］以京张高铁沿线的滑坡灾害为研究对象，利
用 ＧＩＳ 和信息量模型开展了在建铁路的滑坡易发

性评价，为京张铁路建设及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数

据支撑．由此可见，利用信息量模型对滑坡灾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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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易发性研究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已成为当今

滑坡灾害研究中的前沿和热点，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自带的

分级方法对滑坡的易发性进行分级，需要较高的人

为经验而且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撑，导致在易发性分

级中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而本文所采用的

基于信息量和快速聚类模型相结合的滑坡易发性

评价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本文在综合考虑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滑坡现

状发育特征的基础上，依托高分二号和 Ｇｏｏｇｌｅ 卫

星影像为数据源，对云南省福贡县的滑坡灾害进行

了解译．首先，选取指标因子建立滑坡易发性评价

指标体系，并依据每个指标条件下的分级面积比和

滑坡面积比曲线，结合滑坡相对频率比的变化进行

各个指标因子状态分级；然后，基于信息量模型对

其开展易发性评价，并通过快速聚类算法对滑坡易

发性进行分级；最后，运用成功率曲线对评价结果

进行精度验证；进而得出福贡县滑坡灾害易发性评

价的模型和方法，可为该县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其他县域的滑坡灾害防治工作

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福贡县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中部（图 １），全县总面积约 ２ ８０４ ｋｍ２ ．气候

垂直变化显著，年平均气温 １６．９ ℃，年平均降雨量

１４４３．３ ｍｍ．县域内水系均属怒江水系，境内流程

１２９ ｋｍ［１１］ ．沿怒江两岸分布的 ４０ 余条河流，主要发

源于高黎贡山山脉和碧罗雪山山脉，均注入怒江．
福贡县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碧罗雪山和

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峡谷，属于高山峡谷地貌，地
势北高南低．该区地质现象独特，以发育深大断裂

及褶皱构造为特征［１２］，主要分布元古界、上古生

界、中生界等地层，以上古界最为广泛．全县无坝

区，包括县城在内的所有村镇均位于怒江河谷及其

各级支流内的坡地或小型泥石流冲积扇上，极易受

到地质灾害袭扰［１３］ ．对该地滑坡灾害的发育特征

进行研究并进行易发性评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１．２　 数据源　 滑坡地质灾害数据为 ２０１６ 年高分

二号遥感图像和 Ｇｏｏｇｌｅ 影像联合解译结果； ＤＥＭ
数字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的 ＧＤＥＭ 数据

集，并由此生成坡度坡向数据；降雨量数据源自中

国气象数据网（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多年平均降雨量，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ｒｅａ

并进行空间插值得到福贡县的降雨量分布图）；断
裂带和岩性数据来自 １：５ 万中国地质图矢量文件；
河流、道路及基础地理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根据地质灾害解译及野外调查，共发现福贡县

滑坡灾害 １３９ 处．由图 ２ 可知，福贡县下辖 ８ 个乡

镇中滑坡灾害在各乡镇均有分布，且沿怒江沿岸分

布；由图 ３ 可知，怒江沿岸滑坡的密度较大，特别是

利沙底乡、鹿马登乡、上帕镇、子里甲乡的滑坡发育

密度极大，马吉乡和匹河怒族乡的滑坡发育密度较

大，而石月亮乡和架科底乡的滑坡发育密度较低．
因此，可得出福贡县的滑坡在空间上分布具有聚集

性，密度上分布具有不均一性的特点．

２　 滑坡易发性评价模型

２．１　 信息量评价模型　 信息量模型是利用信息熵

综合分析各指标因子对滑坡灾害易发性程度的贡

献值，能比较正确的反映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１４］，
比较成熟且容易实现．具体的运算方式如下：

Ｉ（Ｘ ｉ，Ｈ） ＝ ｌｎ
Ａｉ ／ Ａ
Ｎｉ ／ Ｎ

， （１）

Ｉｉ ＝ 
ｎ

ｍ
Ｉ（Ｘ ｉ，Ｈ） ＝ 

ｎ

ｍ
ｌｎ

Ａｉ ／ Ａ
Ｎｉ ／ Ｎ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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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福贡县滑坡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ｇ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图 ３　 福贡县滑坡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ｇ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其中，Ｎ 为研究区评价单元总数；Ｎｉ 为研究区内含

有评价因素 Ｘ ｉ 的单元数；Ａ 为研究区有地质灾害

分布的单元总数；Ａｉ 为分布在因素 Ｘ ｉ 类别内的地

质灾害单元数；Ｉ（Ｘ ｉ，Ｈ）为某一影响因子的信息量

值；ｎ 为参评因子数；Ｉｉ 为评价单元总的信息量值．
２．２　 易发性分级聚类模型　 聚类分析是一种应用

广泛的数据挖掘技术，即把若干事物按照某种标准

归为几个类别，其中较为相近的聚为一类，不那么

相近的聚于不同类．其中 Ｋ－均值快速聚类算法（Ｋ
－Ｍｅａｎｓ）在处理分布集中的大样本数据集方面具

有较高的准确性［１５］ ．因此，考虑到本文所涉及的数

据规模，选用快速聚类算法对滑坡灾害易发性进行

分级：
（１） 在已知的源数据中确定聚类数目 Ｋ，并选

择初始凝聚点；
（２） 按照最近原则进行聚类，再根据重心将凝

聚点重置，获得新的聚类点；
（３） 将新的凝聚点替代上一次的凝聚点，重复

（２）步骤，直至获得最终凝聚点；
（４） 在聚类完成后，取相邻 ２ 个最终凝聚点的

平均值为易发性等级的上下限．
通过快速聚类算法对滑坡易发性进行分级可

以改善由于人为因素对区域划分的主观影响，提高

滑坡易发性评价的准确性．距离是样本之间相似性

的测度，距离越小，则相似度越大，因此采用欧式距

离作为相似度的衡量，使评价结果更为精确．

ｄ（ｘｉ，ｘｔ） ＝ 
ｎ

ｌ ＝ １
（ｘｌｉ － ｘｌｔ） ２ ， （３）

其中 ｄ 为各样本与初始凝聚点之间的距离，ｘｉ 为样

本（ ｉ ＝ １，２，…，ｎ），ｘｔ 为凝聚点（ ｔ ＝ １，２，…，ｋ）；ｍ
为样本个数．本文是在信息量模型评价的基础上对

滑坡易发性进行分级，因此将滑坡单元信息量 Ｉ 作
为样本指标属性，即 ｍ ＝ １．

３　 滑坡易发性评价

３．１　 评价单元的选择　 福贡县总面积超过 ２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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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通常在地图上滑坡灾害呈现点状分布．根据数

据源比例尺和精度，选用规则的栅格单元作为滑坡

易发性的评价单元．考虑到研究区的实际面积及数

据精度，本文选用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作为评价单元格网

的大小，共计 ２６１ １７７ 个栅格单元．
３．２　 指标因子的选取　 在研究福贡县地质地理环

境特征和滑坡现状发育特征的基础上，从地理环境

因素、地质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因素 ３ 个维度，分别

选取坡度、坡向、归一化植被指数、距河流距离、降
雨量、地层岩性岩组、距断裂构造距离、距乡镇距

离、距道路距离 ９ 个具体的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指

标因子．
３．３　 指标因子状态分级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通
常采用滑坡频率比方法进行各指标因子状态分级．
此方法的原理是通过对原指标因子离散化而改变

各因子属性值的粒度，减少信息表大小，从而提高

分类准确性［１６］ ．

ＦＲ＝滑坡面积比
分级面积比

－１＝

分类内滑坡面积 ／研究区滑坡总面积
分类面积 ／研究区总面积

－１，

（４）
ＦＲ 表示指标因子各状态区间对滑坡易发性贡献的

重要程度大小，若 ＦＲ＞０ 表示该状态区间对滑坡的

发育将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而 ＦＲ＜０ 则表示该

状态区间对滑坡的发育无关．通过计算各指标因子

状态区间的频率比，并将频率比较相近的区间进行

合并，而达到科学划分各指标因子状态的目的．

３．３．１　 地理环境因素

（１） 坡度　 滑坡通常发生在一定的斜坡上，斜
坡坡度对滑坡灾害发育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由图

４ 可看出，坡度在 １０° ～ １５°和 ４０° ～ ５０°之间的滑坡

相对频率比较大，且在此范围内滑坡面积比大于分

级面积比，说明滑坡的相对面密度较大．因此将坡

度分为 ５ 个状态 （０° ～ １０°，１０° ～ １５°，１５° ～ ４０°，
４０° ～５０°，＞５０°） ．

（２） 坡向　 不同的坡向不仅会影响滑坡发育

环境的植被覆盖率、降雨量大小，还会影响岩石的

风化节理发育程度，影响岩石的破碎程度，从而影

响滑坡灾害发育的可能性．由图 ５ 可以看出，坡向

在 ６０° ～１２０°和 １２０° ～１８０°这两个范围内的滑坡相

对频率比较大，且滑坡面积比大于分级面积比，说
明滑坡的相对面密度较大．因此将坡向分级为 ５ 个

状态（０° ～６０°，６０° ～ １２０°，１２０° ～ １８０°，１８０° ～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６０°） ．

（３）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归一化植被指

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
是用来反映植被长势特征的重要参数之一，通常被

用来估算植被覆盖度．由图 ６ 可以看出，ＮＤＶＩ 在

０．２～ ０．３ 和 ０．４ ～ ０．６ 范围内的滑坡相对频率比较

大，因此将 ＮＤＶＩ 分级为 ５ 个状态（ －１ ～ ０．２，０．２ ～
０．３，０．３～０．４，０．４～０．６，＞０．６） ．

（４） 距河流距离　 由福贡县滑坡灾害分布特

征分析得出，福贡县滑坡灾害多集中分布在怒江支

流沿岸，整体呈现出距河流距离越近，滑坡灾害个

图 ４　 坡度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４ Ｓｌｏｐ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图 ５　 坡向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５ Ａｓｐｅｃｔ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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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ＮＤＶＩ 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６ ＮＤＶＩ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图 ７　 距河流距离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７ Ｒｉｖ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数逐渐增加的趋势．由图 ７ 可以看出在距河流 １ ｋｍ
以内的地方滑坡灾害发育数量较多，且在此范围内

滑坡面积比大于分级面积比，因此将距离水系的距

离分级为 ５ 个状态（０ ～ １ ｋｍ，１ ～ ２ ｋｍ，２ ～ ２．５ ｋｍ，
２．５～４ ｋｍ，＞４ ｋｍ） ．

（５） 降雨量　 研究区垂直气候变化显著，降雨

量较为充沛．降雨可以软化岩土体、减小岩土体阻

力等，是滑坡灾害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１７］ ．从图 ８
可以看出，滑坡大多发生在降雨量 １ ２４０～１ ３２０ ｍｍ
范围内，且滑坡面积比远大于分级面积比，由此将

降雨量分级为 ５ 个状态（０～１ ２２０ ｍｍ，１ ２２０～１ ２４０
ｍｍ， １ ２４０ ～ １ ３２０ ｍｍ， １ ３２０ ～ １ ３４０ ｍｍ，
＞１ ３４０ ｍｍ） ．
３．３．２　 地质环境因素

（１） 距断裂构造距离　 根据图 ９ 可知滑坡多

发生在距离断裂构造 ３ ｋｍ 以内，且在此区间内滑

坡面积比大于分级面积比，因此将距离断裂构造的

距离可以分级为 ５ 个状态（０ ～ ３ ｋｍ，３ ～ ４ ｋｍ，４ ～ ５
ｋｍ，５～８ ｋｍ，＞８ ｋｍ） ．

（２） 地层岩性岩组　 根据研究区岩体结构类

型及其物理力学性质，在地层层序的基础上，按照

《县（市） 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基本要求实施细

则》，将岩土工程地质岩组划分为软弱中厚层夹板

岩片岩组、较坚硬厚层变质岩岩组及坚硬块状结构

岩浆岩岩组 ３ 个状态（图 １０） ．
３．３．３　 人类活动因素　 人类活动因素也是加剧自

然灾害形成的直接或间接因素，其中城镇化和交通

是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平台，选取

图 ８　 多年平均降雨量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８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图 ９　 距断裂构造距离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９ Ｆａｕｌ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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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地层岩性岩组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ａｔａ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ｒｏｃｋ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乡镇和道路做空间距离缓冲分析，用来反映人类工

程活动因素对滑坡灾害产生的影响．
（１） 距乡镇距离 　 根据图 １１ 结果可知，滑坡

多 发生在距乡镇距离４ｋｍ以内的区域，且滑坡面

积比远大于分级面积比，因此将距乡镇距离可以分

级为 ４ 个状态（０ ～ ４ ｋｍ，４ ～ ８ ｋｍ，８ ～ １２ ｋｍ，＞１２
ｋｍ） ．

（２） 距道路距离 　 根据图 １２ 结果可知，滑坡

多发生在距离道路 １ ｋｍ 以内的区域，且滑坡面积

比远大于分级面积比，说明滑坡的相对面密度较

大，因此将距道路距离可以分级为 ４ 个状态（０ ～
１ ｋｍ，１～２ ｋｍ，２～７ ｋｍ，＞７ ｋｍ） ．
３．４　 指标因子相关性分析　 在评价过程中各因子

之间可能会存在信息相互重叠的现象，因此为了保

持各因子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对各因子进行相关性

检验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通过 ＳＰＳＳ１９．０ 中的相关

分析工具求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Ｒ 来进行因

子间的独立性检验（表 １） ．当 ｜ Ｒ ｜ ≤０．３ 时认为各因

子之间互为独立，为不相关关系［１８］ ．由表 １ 可知所

选取的 ９ 个指标因子互为独立性，指标因子选取较

为合理．
３．５　 基于信息量－快速聚类模型的滑坡易发性分

区　 由上述信息量模型方法，首先求出各个指标因

子各状态下的信息量，结果如表 ２ 所示，然后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叠加分析工具得到福贡县滑坡总信息量图．
易发性分区作为灾害地质学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分区结果能够直接影响政府对研究区的土

地利用规划、灾害预报、监测和防治规划等［１９］ ．因此

基于以上研究，通过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中的快速聚类

算法对福贡县滑坡进行易发性分级，本文将易发性

分为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 ３ 个级别．按照

快速聚类算法规则得到 ３ 个最终凝聚中心（表 ３），
表 ３ 中相邻 ２ 个最终凝聚中心的平均值为易发性

等级的上下限，分别为－０．８５４，３．５８０；根据这些值

将全区信息量值重新分类，得到福贡县易发性分区

图（图 １３） ．

４　 易发性分析与精度评价

４．１　 易发性分析 　 通过各等级滑坡分布统计表

（表 ４）和福贡县滑坡易发性分区图（图 １３）可以看

图 １１　 距乡镇距离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１１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图 １２　 距道路距离状态分级统计图

Ｆｉｇ．１２ Ｒｏａ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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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指标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指标因子 坡度 坡向 ＮＤＶＩ 河流距离 降雨量 地层岩性岩组 断裂构造距离 乡镇距离 道路距离

坡度 １．００

坡向 ０．１４ １．００

ＮＤＶＩ ０．１３ ０．０９ １．００

河流距离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９ １．００

降雨量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８ １．００

地层岩性岩组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５ １．００

断裂构造距离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１７ １．００

乡镇距离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６ １．００

道路距离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９ １．００

表 ２　 滑坡灾害各指标因子状态分级的信息量值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指标因子 因子状态 信息量值 指标因子 因子状态 信息量值

坡度 ／ （°）

０～１０ ０．２６１ ０４２

１０～１５ ０．４４６ ６７８

１５～４０ －０．１１ ５８８

４０～５０ ０．８４５ ０９７

＞５０ ０．０１１ ４６９

降雨量 ／ ｍｍ

０～１ ２２０ －１．３９ ４１３

１ ２２０～１ ２４０ －０．０３ ６０３

１ ２４０～１ ３２０ ０．８９７ ８１２

１ ３２０～１ ３４０ －０．６７ ４８３

＞１ ３４０ －２．２２ ２２８

坡向 ／ （°）

０～６０ －０．０１ ００７

６０～１２０ ０．３９９ ７８８

１２０～１８０ ０．１４７ ２３４

１８０～３３０ －０．１２ ５０３

３３０～３６０ －０．４９ ３０３

距断裂构

造距离 ／ ｋｍ

０～３ ０．４４ ７３９

３～４ ０．０３５ ５１９

４～５ －０．６１ ７５８

５～８ －１．３５ ８０４

＞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ＮＤＶＩ

＜０．２ １．１２ ８５５

０．２～０．３ ０．３９３ ３２５

０．３～０．４ －０．９５ ５６６

０．４～０．６ １．０８１ ２９３

＞０．６ －０．２３ ４０４

地层岩

性岩组

软弱中厚层夹板

岩片岩组
－１．４７ ９４６

厚层坚硬变质岩

岩类岩组
０．８９４ ３９３

块状结构坚硬岩

浆岩岩类岩组
－０．８７ ０７１

距河流距离 ／ ｋｍ

０～１ ０．６３１ ７５２

１～２ －１．３６ ９５３

２～２．５ －１．８ ０６６

２．５～４ －１．４７ ４７７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距乡镇距离 ／ ｋｍ

距道路距离 ／ ｋｍ

０～４ １．２９６ ４９２
４～８ ０．１９７ ３０９
８～１２ －１．５５ ７４３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 １．７０７ ０９１
１～２ －０．０８ ２０９

２～７ －１．２６ ８４６

＞７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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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最终凝聚中心表

Ｔａｂ．３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最终凝聚中心 信息量值 Ｉ

１ －３．４６４

２ １．７５６

３ ５．４０３

　 　 图 １３　 福贡县滑坡灾害易发性评价分区结果图

　 　 Ｆｉｇ． １３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ｕ⁃
ｇ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出，高易发区面积约 ３７２．０２１ ｋｍ２，占研究区面积的

１３．５５％，包括马吉乡，以及急苏洛河、努借洛河和怒

江沿岸．该区主要分布与福贡县的南坡和西坡，灾
害比为 ５．１０．该区域作为高易发性区域，政府在规

划用地时应该作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治规划

的重点区域，居民在建设房屋等工程设施时也应该

远离或尽量绕开这些区域； 中易发区面积约

８５３．９５５ ｋｍ２，占研究区面积的 ３１．１１％，主要分布在

怒江两岸及其周边支流地区，由于距离道路河流并

不远，因而也受到人类工程地质活动的影响，具有

很大的概率发生滑坡灾害；低易发区在全县范围内

分布最广，面积约 １ ５１８．８５４ 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

５５．３４％，主要分布在怒江两岸半山腰一带，岩石性

脆、坚硬，在中等风化～弱风化岩层中，不易发生滑

坡地质灾害，该区海拔普遍大于 ３ ０００ ｍ，因而人类

工程地质活动较少，且距离河流较远．
４．２　 精度评价　 为检验所用易发性评价模型的可

靠性，本文通过成功率曲线法对评价结果进行精度

验证．将信息量评价值从大到小排序，并等分成 １００
个区间，依次统计区间内的滑坡累计发生频率，并
绘制滑坡累计发生频率与滑坡易发性指数图（图
１４） ． 成功率曲线下的面积 （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
ＡＵＣ）越大，说明评价结果就越好，该值可以作为评

价灾害易发性准确率使用．一般认为在 ＡＵＣ＞０．５ 的

情况下，ＡＵＣ 越接近 １，模型精度越好．ＡＵＣ 在 ０．７～
０．９ 之间时具有较好的准确性［２０］ ．从图 １４ 可以看

到，ＡＵＣ 为 ０． ７９，即可以认为此次评价的精度为

７９％，准确度较高．

５　 结　 论

本文以云南省福贡县为研究对象，利用因素相

关性分析，选取坡度、坡向、ＮＤＶＩ、距河流距离、降
雨量、地层岩性岩组、距断裂构造距离、距乡镇距

离、距道路距离等 ９ 个指标建立滑坡地质灾害易发

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每个指标条件下的分级面

积比和滑坡面积比曲线，结合滑坡相对频率比的变

化进行各个指标因子状态分级，改善了由于人为因

素给定而出现的主观赋值情况，充分考虑各因子不

同状态下对滑坡灾害的不同影响情况，实现了指标

表 ４　 福贡县滑坡灾害易发性等级信息统计表

Ｔａｂ．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Ｆｕｇ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易发性等级 面积 ／ ｋｍ２ 占研究区面积比例 ／ ％ 滑坡个数 滑坡点占比 ／ ％ 灾害比

高易发性 ３７２．０２１ １３．５５ ９６ ６９．０６ ５．１０

中易发性 ８５３．９５５ ３１．１１ ３２ ２３．０２ ０．７４

低易发性 １ ５１８．８５４ ５５．３４ １１ ７．９１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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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４　 滑坡累计发生频率与易发性指数图

　 　 Ｆｉｇ．１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因子状态划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引入信息量－
快速聚类模型对福贡县滑坡灾害开展易发性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

（１） 评价结果表明采用 ＧＩＳ 和信息量－快速聚

类模型进行滑坡易发性评价，能较好地反映出福贡

县的滑坡灾害易发性状况，与福贡县的实际滑坡灾

害分布情况相吻合，可以为福贡县的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其他县域的滑坡灾害防

治工作提供借鉴和推广价值．
（２） 在易发性分级过程中，通过快速聚类算法

对滑坡易发性进行分级，改善了由于人为因素对区

域划分的影响，提高滑坡易发性评价的准确性．
（３） 虽然本文通过信息量－快速聚类模型对

县域滑坡灾害易发性展开了研究，但仍存在一定不

足，尤其是易发性评价的不确定分析．由于滑坡灾

害成灾机理的复杂性以及相关数据获取的不确定

性，会造成在易发性评价研究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因素．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有必要统筹滑坡

易发性评价的不确定分析，以利于决策者根据评价

结果的不确定程度提出更科学有效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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