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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不可触碰的刚性底限, 也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和为居民提供持续生态服务

的基本保障。生态基础设施空间格局对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 因此对生态基础设施空间格局进行辨识很有

必要。以此为切入点 ,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大小 , 运用“3S”空间信息技术构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空间格局的辨识模

型。并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数据进行案例研究, 辨识出高强度、中等强度、低强度生态基础设施和非

生态基础设施共四种生态基础设施类型。结果表明: 增城区生态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北部和东部较高、西部和

南部较低的特点, 中部生态基础设施分布孤岛现象明显; 高强度、中等强度生态基础设施面积达到 769.38 km2, 约占

总面积的 47.6%; 通过景观格局分析总结出上述四种生态基础设施类型的分布特点, 为研究区未来的生态基础设施规

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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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fic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 case study in Zengcheng,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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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s an untouchable rigid bottom line in the urban l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t also 
maintains the urban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it can provide residents with sustained ecological services as wel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s essential to the exer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Therefore the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s very necessary. As a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the size of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3S” spa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build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model and 
Zengcheng district Guangzhou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four kinds of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were identified: high-intensity, medium-intensity, low-intensity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non-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orth and east areas were higher, and the south and west areas were lower in the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Zengcheng. Zengcheng high-intensity and medium-intensity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rea reached to 769.38 km², which were 47.61% of the total area. We finally summarized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four types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via landscape pattern analysis. I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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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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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城市是一类以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

文化为常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1]。近些

年来, 城市扩张造成了生态用地蚕食、环境污染、

交通拥堵等问题, 引发了热岛效应、灰霾效应、城

市内涝灾害、光化学污染等一系列 “城市病”, 严重

阻碍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给居民的生活居住环境

造成威胁[2]。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以下简称 EI)既能保证自然和人文生态过程的健康

运行, 又能为人类生产和日常生活提供生态服务, 

是城市实现可是续发展的重要基石。除了要有必要

的市政设施以外 , 城市更需要有 “生态基础设

施”[3–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84 年发布“人与生物圈

(MAB)”计划, 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基本原则: 

①生态保护战略; ②生态基础设施; ③居民生活标

准; ④文化历史的保护; ⑤将自然引入城市[6], 首次

正式地提出生态基础设施这一概念。不同学者对其

定义的描述也不尽相同。俞孔坚(2005)等学者认为, 

EI 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和健康的关键性空间格局, 

是为城市赖以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 是城市

扩张和土地利用开发不可触碰的刚性限制[7]; Bryant

等学者(2006)认为 EI 是一种由一系列生态景观相互

连接而成的自然生命支持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绿

道、绿地、湿地及其它生态用地, 它们可以作为动

植物的栖息地、维持天然生态过程、净化空气和水

体、降解污染以及保障社区民众的健康生活质量[8]; 

李锋(2014)等学者认为 EI 是指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

供生态服务的自然和人工设施, 保证自然和人文生

态功能正常运行的公共服务支持系统, 它是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 提供着重要的生态系统

服务, 是城市及其居民持续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基

本保障[9]。虽然不同学者对 EI 有不同的定义, 但均

强调了生态基础设施的整体性和网络性原则, 以及

与生态服务功能的密切关系。 

“格局-过程-功能”原理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

心, 格局决定过程, 过程影响功能。EI 辨识是对空间

格局分布的定量化与可视化, 是对 EI 进行保护、规

划和建设的必备工作, 同时也是揭示 EI 发展机制和

模式的关键。Goossens 等直接利用 SPOT 多光谱遥

感影像进行生态基础设施的识别研究, 主要依据地

块的大小和形状来对区域EI格局和邻近地物要素进

行识别[10]; 俞孔坚等运用 3S 信息技术, 判别出维护

洪水安全、生态多样性保护安全、文化景观安全和

游憩景观安全过程的关键性空间格局, 叠加这些安

全格局, 从宏观尺度、中观尺度和微观尺度三个尺

度构建了具有各自安全水平的生态基础设施安全格

局[11]; 张春柱等运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和景观安全

格局分析方法, 建立高中低 3 种不同安全水平的

生态基础设施[12]; 汪洋等以 GIS 和 RS 信息技术

建立区域生态基础设施识别的基本方法与技术路线, 

建立了三方面共九个指标的理论体系, 应用于广州

市萝岗区, 提出萝岗区以 EI 先行的发展战略[13]。从

目前的研究中发现: (1)生态基础设施的辨识都是有

关安全格局角度的研究, 缺乏对生态服务功能的考

虑; (2)生态基础设施辨识指标体系有待完善, 所包

含的指标因子不够全面; (3)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在具

体研究中鲜有探讨。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进一步完

善了 EI 辨识指标体系, 并对广州市增城区进行了案

例研究。 

2  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于 GIS、RS 和数据挖掘模型构建出一

套全新的EI辨识指标体系, 借鉴适宜性分析的思路, 

通过层次分析法对权重进行赋值, 以生态服务功能

大小考量构建 EI 辨识模型, 并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进行模型的应用, 既定量又定性地对增城区 EI 空间

格局进行辨识, 为今后的规划提供 EI 先行的一种新

的工作思路。研究路线如下图 1:  

2.1  辨识原理 

不同的地物吸收、反射、发射不同范围的电磁

波, 因此光谱响应特征各有差异, 可以通过遥感手

段(RS)[14]捕捉这些差异, 并进一步结合GIS和GPS技

术进行地物辨识方面的研究[15]。EI是一个地区的生

态基底, 其空间范围是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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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I 辨识研究路线 

Fig. 1  EI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route 

耦合情况所决定的, 不同的地物类型具有不同的生

态服务功能, 同一要素也会因为自身不同的属性区

间拥有明显不一样的生态服务功能。利用不同地物

的光谱响应特征, 以图像的方式辨识区域EI空间结

构, 结合区域实体EI分布特征就可以搭建出该地区

生态基础设施的整体网络结构并加以反馈调节, 使

其向最优化的方向发展[16]。 

2.2  辨识指标体系及各个指标信息提取方法 

进行生态基础设施的辨识, 要综合考虑生态系

统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把生态系统分为三大子系

统, 即自然生态系统、自然-人工生态系统和人工生

态系统[17–18]。 

2.2.1  自然生态系统 

选取地形地貌作为衡量自然系统的标志变量, 

地形地貌通过影响气候与土壤, 间接地影响着植物

的生长与分布、湿地的发育与演变, 它对人类的活

动也起着天然基底的限制作用, 与EI空间分布有着

较强的关联。本研究选取地面高程模型(DEM)、地

面坡度(Slope)、地形起伏度(Relief)和地形离散度

(Variation)这四个指标来反映地形地貌对EI的影响。 

数字高程模型代表着地表高度的大小, 高度越

高或者越低往往越能保持其天然基底的特点, 具备

较强的生态服务功能, 越有可能成为EI的组成部分。

地面坡度可以理解为坡上两个不同点间高度差与其

水平距离的比值, 该值越大, 地形越复杂; 地形起

伏度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内的高度差, 它是描述一个

区域地形特征的一个宏观性的指标; 地形离散度表

示地域单元为计算本底, 求解该面积单元各地点高

程与其平均高程的距离, 用以表达该地域单元地形

破碎程度。以上三个变量均与EI的可能性呈正相关

关系, 即坡度越陡、地形起伏度越大、地形离散度

越大的区域, 越可能是EI的组成部分。 

2.2.2  自然—人工生态系统 

选取自然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的地表覆盖来

表达区域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的交互关系。本研究

选用四个指标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Landuse(土

地利用类型)、地质灾害点分布情况及生物多样性这

四个指标来反映地表覆盖对EI的影响。 

NDVI反映植被生物量大小, 计算原理是依据

植被在近红外波段与红光波段的反射差异性, 植被

生长越繁茂的区域, 越有可能成为EI。土地利用代表

着区域内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 林地、水体、湖泊

具备完善的生态功能, 因此成为EI的可能性很高, 

农田、坑塘、建设用地、居民地等次之。地质灾害

区域往往是区域不可触碰的刚性底线, 越是易发生

地质灾害的区域成为EI的可能性就越高。生物多样

性越重要的区域, 往往作为栖息地、净水源、迁徙

通道等, 越有可能构成EI。 

2.2.3  人工生态系统 

人类活动是人工生态系统特征的标志变量, 用

来表达人类改造自然强度的大小。应用夜间灯光强

度、交通网络密度、人口密度和热岛效应指数这四

个指标反映其对 EI 的影响。 

夜间灯光强度展示地球入夜的城市灯火分布情

况, 反映了该区域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交通网络密

度描述的是交通线路的密集程度, 反映了道路建设

强度; 人口密度即单位面积内人口的数量, 表示地

域人口在该地域范围内的密集程度; 地表温度的高

低反映了热岛效应的强弱, 以上四个变量均与构成

EI 可能性也呈现出负相关性, 即夜间灯光强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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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交通网络密度越低、人口密度越低、热岛效应

越弱的区域, 成为 EI 的可能性越大。 

综上所述, EI 辨识指标体系如下表 1, 综合不同

指标自身的敏感性、不确定性和获取方法的精确

程度, 表中各级指标的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进行

计算[19]。其中人工生态系统的四个指标之间存在相

关性, 为消除重迭因子对指标权重的重复作用, 引

入组合数学中互异代表系理论确定它们各自的权重

大小, 以达到消除指标间相关性对结果的干扰[20]。

最终计算得到的权重值大小见下表 1。 

2.3  指标贡献分级 

本文所选取的这 12 个指标因子在构成 EI 可能

性上有着各自的分级标准, 生态因子对构成 EI 的可

能性的影响有的线性的, 有的是非线性的, 因此对

不同生态因子梯度采取分段打分的方法。例如 , 

NDVI 与 EI 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 即植被生长越

繁茂的区域, 往往也是担负空气净化、氧气生产、

生物栖息、物种延续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 越有

可能成为 EI, 因此我们选定当 NDVI>0.7 时, 对构

成 EI 的可能性最大, 贡献分级为极重要, 当 0.3< 

NDVI<0.7时, 构成EI的可能性次之, 贡献分级为重

要; 当 0.1<NDVI<0.3 时, 构成 EI 的可能性更小, 贡

献分级为一般; 当 NDVI<0.1 时, 构成 EI 的可能性

不大, 贡献分级为不重; 又如高程小于 5 米的区域

越可能担负分洪、集水、沼泽滤化等生态功能, 成

为 EI 的可能性大, 对构成 EI 的贡献极为重要; 高程 

表 1  EI 辨识指标体系 

Tab. 1  EI identification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名称 权重大小 二级指标名称 权重大小

高程/m 0.313 

坡度/° 0.355 

地形起伏度/m 0.166 

自然系统 0.413 

地形离散度/m 0.166 

归一化植被指数 0.405 

土地利用类型 0.317 

地质灾害(缓冲)/m 0.100 

自然人工复

合系统
0.331 

生物多样性 0.178 

夜间灯光强度 0.220 

交通网络密度 0.560 

人口密度(人km2) 0.180 

人工系统 0.256 

地表温度指数 0.040 

大于 100 米的区域可能担负绿地、动物栖息地、空

间净化、水源区等生态功能, 成为 EI 的可能性也很

大, 对构成 EI 的贡献重要; 高程处于 50 米到 100 米

之间的区域人工雕琢痕迹逐步加深, 生态服务功能

较弱, 对构成 EI 的贡献一般; 高程处在 0 米到 50 米

的区域为人类活动强度较大, 成为EI的可能性不大, 

对构成 EI 的贡献不重要, 其他指标根据生态服务功

能大小依此类推。对于表 2 中各指标的成为 EI 可能

性的分级标准需要在仔细考察研究区实际情况基础

上结合专家咨询进行综合确定, 在实践中要因地制

宜, 需要时适当的调整参数以适合本地状况[21–23]。 

表 2  EI 可能性分级标准 

Tab. 2  EI possibilit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基本变量对构成 EI 的贡献分级 
二级指标名称 

极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高程/m <5 >100 50—100 5—50 

坡度/° >25 10—25 5—10 <5 

地形起伏度/m >34 20—34 8—20 <8 

地形离散度/m >14 7—14 2.5—7 <2.5 

归一化植被指数 >0.4 0.3—0.4 0.1—0.3 <0.1 

土地利用类型 林、河流、湖 坑塘、沟渠、灌木 农田、耕地 建设用地 

地质灾害(缓冲)/m <100 100—500 500—1000 >1000 

生物多样性 >0.5 0.3—0.5 0.1—0.3 <0.1 

夜间灯光强度 <15 15—30 30—50 >50 

交通网络密度 <0.001 0.001—0.003 0.003—0.006 >0.006 

人口密度(人•km2) <1000 1000—5000 5000—10000 >10000 

地表温度指数 <30.5 30.5—30.8 30.8—31.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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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综合辨识 

EI辨识是根据具体所具有的生态服务功能大小

来进行判断的, 生态服务功能越强的区域越有可能

构成EI[24–25]。叠加分析前对12个数据分别进行重分

类, 按照它们对EI贡献能力大小依次赋予4分、3分、

2分、1分, 参与二级指标的加权计算。在辨识指数

大小划分上应用自然间断法, 把最终的EI辨识指数

分为四段, 分别命名为高、中、低3种强度的EI和非

EI一共4种EI类型[26]。 

3  案例研究 

3.1  研究区概况 

增城区位于广州市东隅 , 总面积 1616 km2, 

23°4′42″—23°37′20″N; 113°29′4″—113°59′44″E, 北回

归线穿过市境北部, 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常年平均气温为 21.7 ℃, 年降雨量 2000 mm, 拥有

着丰富的水资源和矿产资源, 境内有增江、东江、

西福河、二龙河等河流交错纵横, 北部山区蕴含有

丰富的林地资源, 耕地多为赤红地和河谷冲击地。

增城是广州东部农业大区, 户籍常住人口已达 84.3

万, 有白水寨、湖心岛、增江等 4A、5A 级景区, 堪

称珠三角地区的生态花园, 见图 2。 

3.2  数据获取及处理 

基于上述辨识指标, 对增城区的遥感数据和其

他数据进行收集, 所需数据由增城区农业局、林业

局、环保局、国土房管局等部门提供。收集到的数

据如下: 增城区 GDEM 30 米数据、增城区 2014 年

10 月 15 日 Landsat8 OLI_TIRS 卫星数字产品、增城

区市域现状拼合图(DWG 格式)、增城区 1:10000 地

形图、增城区 2014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图、增城

全市行政区划图、增城区 2013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增城区旅游资源图等。 

通过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下载增城

区DEM数据; 借助ARCGIS栅格计算器移动窗口法

依次对地面坡度、地形起伏度、地形离散度进行计

算[27–29]; NDVI 通过 Landsat 多光谱数据、借助 ENVI

波段运算工具计算获得; 土地利用数据通过遥感影

像进行监督分类解译得到[30]; 借助调研获取的 GPS

定位地质灾害点数据, 利用 GIS 平台对地质灾害点

进行缓冲区分析[31]得到地质灾害点缓冲图; 根据区

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2011), 确定生物

多样性评价指标与权重[32], 得到生物多样性专题图; 

夜间灯光强度数据下载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

观测站制作的测绘地图; 交通网络密度借助 GIS 平 

 

图 2  增城区区位 

Fig. 2  The location of Zengche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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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对道路矢量数据进行线密度计算得到; 由调研获

得各个城镇居民点人口数, 借助 GIS 的克里金模型

插值生成人口密度趋势面[33–34]; 应用热红外卫星

遥感数据(TM6 波段), 计算方法采用辐射传输方

程法[35], 得到城市地表温度指数。参照上述计算方

法, 实现对各个指标专题信息的提取, 得到各指标

因子专题图如下所示(图 3—图 5):  

4  结果与分析 

4.1  EI 综合辨识结果 

进行 EI 综合辨识, 借助 GIS 平台对全部的指标

进行叠加分析, 生成 EI 可能性判定专题图, 如图 6

所示。按照自然间断法分为 4 段, 依次命名为高强

度 EI、中等强度 EI、低强度 EI 和非 EI。其中, 高 

 

图 3  自然生态系统 

Fig. 3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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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自然-人工生态系统 

Fig. 4  Natural artificial ecological system 

 

强度 EI 和中等强度 EI 部分可以看作是生态基础设

施分布的核心区域, 具备空气净化、氧气生产、水

土涵养、生物栖息、迁徙通道等重要生态功能, 是

生态安全格局的保障, 应当继续加以保护。低强度

EI 是一种介于核心 EI 与非 EI 之间具有过渡性质的

生态基础设施类型, 具备较弱的生态服务功能, 需

要在以后的规划工作中实现向高强度、中等强度 EI

类型的转变。非 EI 指的是城市的建设区域, 人类活

动强度大, 非 EI 当中也存在一些较小范围的人工生

态基础设施, 比如公园、广场绿地、道路绿化带、

绿色屋顶等, 加强它们与外围较高强度 EI 的联系, 

提升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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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工生态系统 

Fig. 5  Artificial ecological system 

 

对 EI 判定结果进行分析, 高强度 EI 和中等

强度 EI 作为核心性质的 EI, 低强度 EI 作为过渡

性质的 EI, 非 EI 不属于 EI 空间元素。可以得到

广州增城区核心 EI 区域面积为 769.38 km², 占总

区域面积的 47.60%; 低强度水平 EI 和非 EI 的比

例分别达到了 31.34%和 21.05%。具体结果统计

如表 3。 

4.2  景观格局分析 

选用斑块密度、斑块平均面积、形状平均指数、

连通度、凝聚指数、景观分离指数 6 种景观指数[36], 

对 EI 辨识结果进行基于类型水平上的景观格局分

析[37],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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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I 综合判定结果 

Fig. 6  EI comprehensiv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表 3  EI 辨识结果信息统计 

Tab. 3  The statistics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ults 

EI 辨识结果 面积/km² 主导服务功能 增城区对应区域 

高强度 EI 360.86 
具有极重要生态功能的生态用地, 如自然林地、湿

地、河流、城市公园及大型绿地等。 

白水寨乡村生态公园、兰溪森林公园、太子国家森林公

园、鹤之州湿地公园、联安水库、增塘水库、挂绿湖、

增江、东江、派潭河、西福河等。 

中强度 EI 408.52 
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用地、生态廊道, 一
般是线状、带状、环状分布的, 并且有别于两侧景

观类型。 

余家庄水库、窝铺水库、荔城高尔夫球会、紫云山翡翠

绿洲、兰溪、官湖河、二龙河流域、城市中南部耕地、

道路绿化带。 

低强度 EI 506.47 
较前两者区域所具备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较低, 起
着生态节点的作用, 是对生态斑块和廊道的补充。 

增江沿岸各个湿地公园、百花林水库、白洞水库、银场

水库、等小型水库、小片住宅绿化区。 

非 EI 341.14 
中间夹杂着少量的生态服务, 需要进行生态基础设

施的进一步建设。 
增江街道、荔城街道、新塘镇、中新镇、石滩镇城市建

成区, 北部万家旅舍建设区等。 

 

由表中数据总结得出不同类型 EI 分布特点: 高

强度 EI 和中等强度 EI 的斑块密度较小且斑块平均

面积较大, 连通度较大且凝聚指数适中, 反映出其

景观破碎度较小, 景观内部连接性较好, 主要包括

成片分布的自然林地、湿地、大型绿地等生态用地, 

这些区域一般需要首要保护并永久保留; 低强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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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增城区 EI 辨识结果景观格局分析 

Tab. 4  Zengcheng landscape pattern analysis about the results 

景观指数 
EI 类型 

斑块密度 
(PD) 

斑块平均面积
(AREA_MN) 

形状平均指数
(SHAPE_MN) 

连通度
(CONNECT) 

凝聚指数
(CONHENSION) 

景观分离指数
(DIVISION) 

高强度 EI 0.3351 73.0201 1.247 0.56 96.3545 0.9903 

中等强度 EI 0.3981 62.0603 1.3385 0.6107 95.9412 0.9941 

低强度 EI 0.4899 60.087 1.3311 0.5671 97.4344 0.9799 

非 EI 0.4768 44.8604 1.4295 0.5366 95.0192 0.9936 

 

平 EI 的凝聚指数较高且景观分离指数较低, 有力地

说明它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生态基础设施, 可以看作

是在生态斑块或廊道无法连通的情况下, 为动物迁

移或人类休憩而设立的生态节点, 是对生态斑块和

廊道的补充, 根据规划的导向作用可以让它进一步

升级为更高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 非 EI 部分的形状

平均指数明显的高于 EI 部分, 说明它形状较为规则

性, 这正与人为建设活动的规划设计相一致。                        

5  讨论 

应用: 以广州增城区为案例进行 EI 辨识, 辨识

结果从量化概念呈现增城区 EI 空间格局分布特点

(北部和东部较高、南部和西部较低), 结果令人满

意。增城区是广州市的生态极核区域, 兼负着净化、

绿化、活化、美化综合生态功能, 是广州的“生态后

花园”。但同时也要注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 

部分低强度的 EI 空间分布分散, 面临着被吞噬为非

EI 的风险, 需要进一步加强警惕, 通过 EI 规划建设

使其连片发展, 并逐渐向高、中等强度 EI 转变, 为

未来研究区 EI 规划和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结论: (1)采用 TM 数据和利用 GPS 的精确定位, 

以 ENVI 和 ARCGIS 为平台采用成熟的分析算法对

数据进行处理, 辨识结果合理可靠; (2)并且 EI 辨识

所依据的 12 个指标因子除地质灾害隐患点因子、交

通强度因子和人口密度因子需要研究区特定资料外, 

其余因子均可以从相应的公共科学数据平台进行下

载获取, 经过处理后即可进行使用, 方法实用性较

强, 便于推广; (3)在 3S 技术支持下, 对多个与 EI 因

子分析, 反映了自然和人工生态空间格局现状, 并

建立了增城区的 EI 相关空间数据库与属性数据库, 

有利于空间信息的查询和综合管理[38], 为广州市其

它区域的 EI 辨识提供参考。 

同时本次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权重因子

的分配很难做到绝对客观。运用 AHP 法进行专家打

分, 其打分结果可靠可行, 但是权重分配大小极易

受到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 并且不同的指标因子因

其获取方法的不同所得到的精确程度不同, 因子自

身生态服务功能大小对结果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也

各不相同, 这些在权重因子的分配上也必须加以考

量。例如, 人口密度数据是空间插值得到的, 精度和

其他因子相比较低, 因此权重分配上专家给分偏低

一些; (2)综合辨识结果的精确度大体得到保证, 敏

感性由土地利用、NDVI、夜间灯光强度等指标体现, 

可以从时间尺度上再做进一步进行研究; (3)在平原

地区该辨识模型是否同样适用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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