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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北京市人口时空演变对
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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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和 MODIS-NDVI 遥感数据，从城市、区 /县和街道 /乡镇 3
个尺度，分析了 2000—2010 年北京市人口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区域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 研究期间，北京市总人口增长了 43．9%，人口空间分布形成了明显的圈层特征，呈现
向近郊转移聚集的趋势; 北京市的年最大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呈增加趋势，在 5～6 环之间
却显著降低．城区和远郊区的 NDVI 变化趋势与人口密度变化率呈显著负相关．城市化带来的
人口数量增加不仅没有导致北京整体生态系统质量下降，反而通过城市功能调整和农民进城
务工人口转移等方式，提高了城区和远郊区的生态系统质量．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机制是
影响北京市人口时空格局变化及其生态影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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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population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n ecosystem quality during fast urbaniza-
tion in Beijing，China． WANG Kun1，2，ZHOU Wei-qi1* ，LI Wei-feng1 (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Ｒegional Ecology，Ｒ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
na) ．

Abstract: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popu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gional ecosystem
quality in Beijing were analyzed at city-county-township hierarchical levels during 2000 to 2010，
based on the 5th and 6th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MODIS-NDVI thematic data． We found that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of Beijing increased by 43．9% during the study period，and the trend of popula-
tion gathering to the urban fringe resulted in an obviously circular distribution． The annual maximum
NDVI of Beijing had the trend of increase，however，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5th Ｒing
and the 6th Ｒing． The change trends of NDVI in urban and exurban areas showed significantly nega-
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hange ratios of population density，respectively． The increment of urban
population caused by urbanization did not show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ecosystem quality
of Beijing． On the contrary，the ecosystem quality in urban core and exurban areas was improved，
due to the adjustment of city functions and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There-
fore，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were the main contribution to the evolu-
tion of population pattern and its ecological impact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urban surrounding region; populat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cosystem
quality;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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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预计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有 1 亿农民进城，城镇化率将上

升到 60%．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导致城市扩张、农田

减少、自然景观破碎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已严重制约

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人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具能

动性、最活跃的要素［1］，也是引发生态问题的主要驱

动力之一．因此，研究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时空演变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当前城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和重点．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时空格

局的演变进行了广泛研究．城市化导致我国大量人口

从农村流向城市，形成了川渝黔和浙西南-闽西两大

明显的人口流出连绵区［2］．2000 年以来，我国人口向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仍

在强化［3］，而且在东部沿海城市还呈现出以乡村人口

密度降低、街道人口密度升高为主的“城乡二元效

应”［2］．这些研究从省、市、县、乡镇等多个空间尺度说

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人口空间分布

的不均衡性和聚集性在进一步增大．
关于对人口时空格局变化的生态影响也有很多

研究，如热岛效应、植被变化、城市内涝、大气污染和

水体污染等生态问题［4－8］．人类活动和人口数量变化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李仕冀等［9］在

内蒙古自治区研究发现，农业人口数量减少能提高

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覆被状况．Mariwah 等［10］研究

指出，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需求和社会经济活动对

土地覆盖变化有显著影响．刘沁萍［11］研究表明，年

末总人口与 GDP、建城区面积等人为因素有较强的

相关性，且对建城区的植被质量有不利影响．我国地

域广阔、生态过程复杂多样，相关研究已从区域、省
等大尺度上取得很多宝贵经验，而小尺度上的研究

则多侧重城市内部，对人口输出区的关注较少，更缺

少将人口聚集区和人口输出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精细

研究．
城市及其周边区域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态联系紧

密的有机整体．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不仅影响城市

内部，而且还超出城市边界，影响城市周边区域的生

态环境．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导致建成区面积扩张

直接挤占了周边的生态系统用地，导致植被生产力

下降、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12］; 另一方面，

农民进城务工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间接影响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13－15］，例如，劳动力减少导致农田

撂荒增多、传统种植业转为绿色有机农业、养殖村落

转为民俗生态旅游村等．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城乡连

续体的概念［13，16］，为研究城市与区域的生态关联提

供了新思路，但是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相对缺乏．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等“五个统筹”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要求

和方向．然而，相对于人口聚集对城市内部生态环境

的显著负面影响，人口输出对城市周边区域的正 /负
影响又是如何? 统筹考虑城市及其周边区域，人口

时空格局变化的整体生态影响又是怎样? 这些问题

仍亟待回答．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多

重线性回归模型和偏相关分析方法，以城市化快速

发展的典型城市———北京为例，应用人口普查数据

和归一化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NDVI) 数据，从市、区县和乡镇 3 个尺度，对城

市化过程中人口时空演变的生态影响规律进行探

讨，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交通中心．2000
年以来北京城市化发展快速迅猛，成为我国人口集

聚最快的典型城市之一［1］．为改善城市功能和人口

经济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强化生态良性循环、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2006 年北京通过实施《北京市“十

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17］，将北京市 18 个

区县划分为 4 个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 东城、
西城、崇文、宣武 4 区，2010 年 7 月崇文区和宣武区

分别合并到东城区和西城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朝

阳、海淀、丰台、石景山 4 区) 、城市发展新区( 通州、
顺义、大兴、昌平、房山 5 区和亦庄开发区) 和生态

涵养发展区( 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 5 个区

县) ，分别以政治文化中心、现代经济与国际交往、
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和生态屏障水源保护为主要

功能．
1. 2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本研究所应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人口普查数据和

MODIS-NDVI 遥感数据．其中，人口普查数据来源于

第 5、6 次人口普查的分乡镇 /街道数据．为避免村

镇、社区区划调整的影响，参考相关历史地图资料，

对两期的行政边界进行整理和空间匹配．对个别难

以确定的情况，则将所涉及的村镇、街道进行相应合

并，获得具有年际可比性的空间单元及其人口属性

数据．最终，确定整理了 18 个区县 294 个乡镇 /街道

的人口数据．
NDVI 数据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 ( NASA )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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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C 中心提供的 MODIS 数据中的 16 d 最大值合

成的植被指数数据产品( MOD13Q1) ，空间分辨率为

250 m，具有较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时相选取与

两次人口普查同期的 2000—2010 年逐年的 MODIS-
NDVI 数据．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重采样、镶嵌处理

和投影转换，应用国际通用的最大合成法( MVC) 获

得象元的年最大 NDVI，在此基础上通过求平均的方

法，获取 2000—2010 年各乡镇、区县和全市的年最大

NDVI，以反映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内的生态系统质量．
气象数据是由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 http: / /data．cma．cn) 提供的研究区内 20 个及周边

15 个气象站的日均气温和降水日值数据．在 ArcGIS
中采用薄盘光滑样条法以 250 m ( 与 NDVI 数据保

持一致) 进行空间插值，在此基础上通过求平均的

方法，获取 2000—2010 年各乡镇、区县和全市的年

均温和年累计降水量．
1. 3 研究方法

1. 3. 1 北京市人口时空演变的时空格局分析 人口

密度是衡量人类活动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18］，常用

来分析人口时空演变的特征．为了消除不同区域人

口规 模 差 异 的 影 响，本 文 选 择 人 口 密 度 变 化 率

( change ratio of population density，ＲPD) 作为研究指

标，ＲPD= ( 2010 年人口密度－2000 年人口密度) /
2000 年人口密度．为全面细致地揭示城市化过程中

2000—2010 年北京市人口时空变化特征，从市域、
区县和乡镇不同空间尺度上逐层展开研究．
1. 3. 2 生态系统质量及气候因素变化趋势分析 作

为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植被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生

态系统的能量来源，是表征生态系统质量的综合指

标［19］．NDVI 是反映植被覆盖状况的良好指标［20］，

被广泛用于初级生产力估算、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等

研究［21］．为方便与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本研究

采用 NDVI 作为反映区域生态系统质量的指标．
植被覆被变化及气候因素变化存在一定的偶然

性与波动性，变化斜率法被广泛应用于植被覆盖、生
物量、NDVI 以 及 农 作 物 产 量 的 长 期 变 化 趋 势 研

究［22－23］．因此，本研究采用趋势线分析法对年最大

NDVI 及气候因素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计算公式

如下:

SLOPE =
n∑

n

i = 1
ixi －∑

n

i = 1
i∑

n

i = 1
xi

n∑
n

i = 1
i2 － (∑

n

i = 1
i) 2

式中: SLOPE 为 2000—2010 年各分析单元 ( 市、区

县和乡镇 /街道) 年最大 NDVI 或气候因素的线性回

归斜率; n 为研究时间段的年数，i 为 1 ～ n，这里 n =
11; x 为 i 年的 NDVI 或气候因素． SLOPE 为正值表

示生态系统质量或该气候因素呈上升趋势，为负值

表示呈减少趋势，为 0 表示无变化．对斜率的显著性

检验 采 用 t 检 验 法，显 著 性 水 平 设 置 为 0．05．
SlopeNDVI、SlopeP 和 SlopeT分别表示年最大 NDVI、年

累计降水量和年均温的变化趋势．
1. 3. 3 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时空变化对生态系统质量

的影响分析 植被覆盖状况变化主要受气候和人类

活动两方面的影响［11］．研究植被覆盖状况与人类活

动之间的纯相关性或真实相关性，必须排除其他驱

动的影响，这种相关称为偏相关［24］．本文通过控制

气候变化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化率和年最大 NDVI
变化斜率进行偏相关分析，以探讨城市化过程中人

口时空变化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 1 北京市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

2. 1. 1 全市尺度 通过对比第 5 次和第 6 次人口普

查数据，发现北京的常住人口由 2000 年的 1363．6
万增长到了 2010 年的 1961．9 万，增加了 598．3 万，

增幅达 43．9%．
2. 1. 2 区县尺度 2000—2010 年，除了西城区和崇

文区外，其他 16 个区县的人口密度均呈增加趋势，

其中，昌平区增长最快 ( 170%) ，西城区减少最快

( －4．6%) ，两者相差约 35 倍．空间分布上，各区县的

人口密度变化率呈现从中心到远郊的梯度变化特征

( 图 1a) ，即在首都核心区增幅较小、甚至负增长; 在

功能拓展区的区县均为增长趋势，除了石景山区，其

余 3 区的增幅达 40%～100%; 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

速，如昌平区和大兴区增长速度都大于 100%; 而生

态涵养区的区县大都低于 20%．
2. 1. 3 乡镇尺度 2000—2010 年，北京市 60%乡镇

街道的人口密度在增加，其中，昌平区上地街道的增

幅 最 大 ( 837%) ，丰 台 区 向 阳 街 道 的 减 幅 最 大

( －85%) ．在空间上，人口密度变化从中心到远郊呈

现明显的圈层式分布特征( 图 1b) : 人口密度增长率

大于 200%的乡镇主要集中在 5 环和 6 环之间，特别

是昌平区的上地街道、东小口、北七家和回龙观镇的

增幅均在 4 倍以上; 人口密度减少的乡镇主要分布

在两个区域，一部分位于 5 环内，另一部分主要分布

在 6 环外，大多位于远郊山区，与已有研究结论相

符［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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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0 年北京各区县( a) 和各乡镇( b) 人数密度
变化率
Fig．1 Spatial pattern of change ratio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Beijing at county ( a ) and township ( b ) levels from 2000 to
2010．

2. 2 北京市 NDVI 的时空变化特征

2. 2. 1 全 市 尺 度 2000—2010 年，北 京 市 年 最 大

NDVI 基本稳定，介于 0．75～0．79( 图 2) ，但也存在波

动变化，整体呈增长趋势．
2. 2. 2 区县尺度 2000—2010年，北京市各区县年

图 2 2000—2010 年北京市年最大 NDVI 的年际变化
Fig．2 Variations of annual maximum NDVI from 2000 to 2010
in Beijing．

最大 NDVI 变化趋势差异较大，除了昌平区，另外 17
个区县均为增加趋势，其中，增长斜率最大的是西城

区( 0．0122) ．从空间分布看 ( 图 3a) ，区县的年最大

NDVI 增长斜率从市中心到远郊呈现梯度变化规

律: 首都核心区的区县都大于 0．01; 功能拓展区的区

县在 0．001 ～ 0．01; 发展新区的区县位于－0．0012 ～
0．0122; 生态涵养区的区县大都在 0．0006～0．005．
2. 2. 3 乡镇尺度 2000—2010 年，75%的乡镇年最

大 NDVI 增加斜率呈减少趋势，低于区县尺度的比

例( 94%) ．乡镇年最大 NDVI 增加斜率在空间上呈

现明显的圈层式分布特征( 图 3b) ，5 环内的平均值

为 0．012，且所有乡镇均大于 0．005; 5、6 环之间的平

均值为 0．0017，聚集了大部分增加斜率小于－0．002
的乡镇，形成了 NDVI 明显减少的环带; 6 环外的平

均值为 0．0014，除了县城附近的 NDVI 减少外，其他

乡镇均有小幅增加．这与其他已有研究结果［23］ 类

似，即植被显著减少的区域多位于人类活动密集的

平原区．

图 3 2000—2010 年各区县( a) 和各乡镇( b) 的年最大NDVI
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annual maximum NDVI trend at county
( a) and township levels ( b) from 2000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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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京市各区县植被覆被变化的解释模型
Table 1 An explanatory model for changes of vegetation in Beijing at county level

变量
Variable

非标准化系数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 标准误
SE

标准回归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P 共线性统计量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容差
Tolerance

方差膨胀因子
VIF

常量 Constant 0．236 0．096 2．468 0．027
年累计降水变化趋势 SlopeP －0．012 0．008 －0．307 －1．490 0．158 0．974 1．027
年均温的变化趋势 SlopeT 2．465 1．403 0．365 1．758 0．101 0．958 1．043
人口密度变化率 ＲPD －0．002 0．001 －0．455 －2．221 0．043 0．983 1．017

2. 3 人口密度变化与年最大 NDVI 变化的关系

2. 3. 1 全市尺度 2000—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

增加 43．9%，年最大 NDVI 值变化斜率为 0．0018，年

均温和年累计降水的变化斜率分别为－ 0． 0357 和
－5．8087．可见，年最大 NDVI 的增长趋势与年均温和

年累计降水量的减少趋势相反，与常住人口数据的

增加趋势相同．
2. 3. 2 区县尺度 为进一步在区县尺度上深入揭示

人口时空变化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以北京市 18
个区 2000—2010 年最大 NDVI 变化趋势为因变量，

以人口密度变化率、年均温变化趋势和年累计降水

图 4 2000—2010 年各区县人口密度变化率 ( ＲPD) 和最大
NDVI 值变化趋势( SlopeNDVI ) 的空间分布及两者的关系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ＲPD and SlopeNDVI and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m at county level from 2000 to 2010．

1) 西 城 Xicheng; 2 ) 崇 文 Chongwen; 3 ) 平 谷 Pinggu; 4 ) 东 城
Dongcheng; 5) 宣武 Xuanwu; 6) 门头沟 Mentougou; 7) 密云 Miyun;

8) 延庆 Yanqing; 9) 房山 Fangshan; 10) 石景山 Shijingshan; 11) 怀

柔 Huairou; 12) 顺义 Shunyi; 13) 海淀 Haidian; 14) 丰台 Fengtai;
15) 朝阳 Chaoyang; 16) 通州 Tongzhou; 17) 大兴 Daxing; 18) 昌平
Changping．

量变化趋势为自变量，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解析

各因素对植被覆盖状况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 ( 表

1) ，模型调整 Ｒ2是 0．297( P= 0．048＜0．05) ．从变量标

准偏回归系数上看，只有人口密度变化率与年最大

NDVI 变化趋势呈显著负相关( P = 0．043) ．可见，研

究期间北京市的人口时空变化是影响区县植被覆盖

状况变化的主要因素．
从 18 个区县的人口密度变化率和年最大 NDVI

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 图 4) ，首都核心功

能区的 4 个区县( 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 与其他

区县有明显差异．而且，除了这 4 个区县，年最大

NDVI 变化趋势与人口密度变化率的关系呈现明显

的倒 U 型曲线( r2 = 0．34) ，即年最大 NDVI 的增长斜

率首先随着人口密度变化率的增大而增大，随后逐

渐减小( 城市发展新区的 4 个区县) ．
2. 3. 3 乡镇尺度 基于上文在乡镇 /街道尺度的分

析结果，按照 5 环内、5 ～ 6 环之间、6 环外将全市乡

镇分成 3 个圈层( 图 5) ，其中，5 环内和 6 环外的趋

势性比较明显，5～ 6 环之间相对分散．利用 SPSS 19
软件，采用偏相关分析法逐圈层分析人口密度变化

表 2 2000—2010 年北京市不同圈层的乡镇年最大 NDVI
变化趋势与各驱动力的偏相关分析
Table 2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nual SlopeNDVI
trend and driving force in different circles from 2000－2010

圈层
Circle layers

人口密度
变化率
ＲPD

年累计
降水变化

趋势 SlopeP

年均温
变化趋势
SlopeT

Ⅰ 偏相关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0．410 －0．369 0．251

显著性( 双侧检验)
Significance ( 2-tailed)

0．000 0．001 0．027

Ⅱ 偏相关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0．164 －0．077 －0．339

显著性( 双侧检验)
Significance ( 2-tailed)

0．272 0．607 0．020

Ⅲ 偏相关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0．285 －0．078 0．090

显著性( 双侧检验)
Significance ( 2-tailed)

0．001 0．345 0．299

Ⅰ: 5 环内 Inside the 5th Ｒing; Ⅱ: 5～6 环之间 Between the 5th Ｒing
and the 6th Ｒing; Ⅲ: 6 环外 Outside the 6th Ｒ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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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10 年北京市不同圈层的乡镇人口密度变化
率( ＲPD) 和乡镇年最大 NDVI 变化趋势 ( SlopeNDVI ) 及两者
间的关系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ＲPD and SlopeNDVI and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m in different circles in Beijing at town level
from 2000 to 2010．
Ⅰ: 5 环内 Inside the 5th Ｒing; Ⅱ: 5～6 环之间 Between the 5th Ｒing
and the 6th Ｒing; Ⅲ: 6 环外 Outside the 6th Ｒing．

对植被覆盖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 表 2) ，在 5 环内

和 6 环外，人口密度变化率对年最大 NDVI 增长趋

势有显著的负影响，而且人口密度变化率的偏相关

系数远高于年均温和年累计降水，成为影响植被覆

覆盖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在 5 ～ 6 环之间，人口密度

变化率对年最大 NDVI 增长趋势也有负影响，但不

显著( P= 0．272＞0．05) ，其中，年均温的标准偏相关

系数最高．

3 讨 论

3. 1 北京市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本研究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市域、
区县和乡镇 3 个尺度分析了北京市人口的时空变化

特征．结果显示: 2000—2010 年，北京市总人口增长

43．9%，不同功能区的区 /县人口密度增长特征差异

较大，在乡镇 /街道尺度上呈现从中心到远郊的圈层

式空间分布特征，即市中心几乎停滞、近郊快速增加

和大部分远郊区减少，表明北京市总人口在大幅增

加的同时，空间布局上也呈现出向城市近郊和新城

转移聚集的趋势．
北京市人口密度变化差异与功能区发展定位的

宏观引导和居民居住观念变化等因素有关: 1) 城市

中心的人口密度增长停滞甚至减少，受到产业结构

调整、旧 城 改 造 和 人 们 居 住 观 念 改 变 等 因 素 影

响［25］，与该区人口疏解等功能导向一致; 2) 城市近

郊的人口密度增长快速，特别是昌平区的上地街道、
东小口、北七家和回龙观增长了 4 倍以上，这主要受

到产业基地扩张、郊区房价较低和快速交通外延等

因素影响，如 2005 年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成为“国家

计算机与网络产品产业园”，2007 年又入驻 1800 余

家企业［26］，与该区的高端资源集聚和新城建设等功

能引导相符; 3) 大部分远郊区域的人口密度呈现降

低趋势，主要受到城市化和退耕还林等政策对农民

进城务工的双重作用，与生态涵养等功能吻合．
3. 2 人口时空变化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

北京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加之位于暖温带半湿

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区，因此人类活动和气候因素是

影响植被覆盖变化的主要因素．2000—2010 年，北京

市年最大 NDVI 和人口密度都在提高，而年累计降

水和年均温都在减少 ( 分别每年减少 5． 81 mm 和

0．04 ℃ ) ，与已有研究类似［27－28］．这就排除了由于降

水增多等气候因素变化导致植被覆盖提高的可能

性，也说明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加没有导致北京市

植被覆盖下降，这与“人口或 GDP 增加不一定意味

着 NPP 会持续降低［29］”的结论相符．
在区县尺度上，年最大 NDVI 变化趋势与人口

密度变化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区县人口密度

增加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增长速度有负面影响．然而，

不同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机制导致各区县的植

被覆盖变化存在差异，如首都核心区 4 个区县的年

最大 NDVI 增加斜率明显高于其他功能区的区县，

更细致的规律需从乡镇尺度进一步剖析．
在乡镇尺度上，5 环内的 NDVI 增长趋势与人口

密度减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近年来的旧城改

造和人口外迁等措施在减少人类活动干扰和恢复植

被覆盖状况上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此外，这些乡镇 /
街道多位于城市化相对成熟的旧城区，土地利用格

局相对稳定，大面积的植被增加主要得益于“见缝

插针”等绿化工程的贡献．在 5 环和 6 环之间，乡镇

年最大 NDVI 变化斜率的波动幅度较大，一方面因

为这些乡镇紧邻昌平、大兴和通州等新城，新城建

设、产业外迁、人口聚集和工厂扩张破坏了当地的自

然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园博园和四大郊野公园等大

量绿地建设提高了部分区域的植被质量．因此，在人

口普遍增加的情况下，该区域出现了植被增加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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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两种局面共存．在 6 环外，年最大 NDVI 的增加趋

势与人口密度减少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城市化和退

耕还林等政策通过转移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减小了

远郊的人口数量和人类活动强度，有利于缓解人口

对自然环境的胁迫压力，提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质量．
3. 3 不足与展望

目前的研究大都强调城市化对自然系统和城市

内部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但是本研究显示，城市化

带来的人口数量增加不仅没有导致北京整体生态系

统质量下降，而且通过城市功能调整和农民进城务

工实现人口转移等方式，提升了市区、远郊区及城市

整体的生态系统质量．实际上，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包括社会、经济、人口等多个途径．由于获取乡

镇的社会经济数据存在一定困难，本研究仅对人口

时空格局变化产生的生态影响进行了分析．今后的

研究应当补充相关社会经济数据、逐步完善城市化

的表征指标．
城市化不但影响城市本身的生态质量，而且通

过经济和人口等途径影响其周边甚至更远区域，近

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城市与区域的生态关联

和生态耦合［13，30］．2015 年，北京 2170．5 万常住人口

中，近 40%来自外地，从“遥相关”的概念看［31］，北

京吸收转移了大量本属于外地的人口压力，有利于

当地的生态质量恢复．还有研究指出，2000—2010 年

中国近 1 /3 乡镇街道的人口密度在减少，约 1 /5 在

增加［2］．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是否提

高了中国农村地区及整个国家的生态质量，还需要

从更大的空间尺度进一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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