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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大城市群地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担当着世

界经济重心转移承载地的历史重任，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胁

迫压力。开展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研究，是未来10年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高优先研究主题。本文系统解析了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耦合效应的基本理论框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特大城市群系统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

交互作用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及耦合特征，科学辨识近远程主控要素作用下城市群系统内外部

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胁迫强度、近远程耦合机理与规律，总结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耦合圈理论，进一步构建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

动力学模型，研发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优化智能调控决策支持系统；其次从方法上将特

大城市群地区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建立同一标准化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多要

素—多目标—多模型—多情景环境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集成技术方法、大数据支

持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方法，构建多尺度—多技术—多智能体集成的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框架，按照分析时空演变特征—寻求主控要素—辨识耦合关系—揭

示胁迫机制—发现耦合规律—筛选调控变量—求解临界阈值—进行调控试验—完成情景模拟

—提出优化方案—完成情景模拟—提出优化方案—实现国家目标这样一条技术路径，提出解

决问题的整体优化方案。本文旨在为特大城市群地区由问题集中区转为可持续发展区提供理

论指导和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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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
以上大城市为基本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
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1]。从高度一体化分
析，在特大城市群建设中重点推进区域性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区域性市场建设一体化、城乡统筹与城乡建设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社
会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等6大一体化；从同城化分析，在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将
突破行政区划体制束缚，形成规划同编、产业同链、城乡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
金融同城、市场同体、科技同兴、环保同治、生态同建“十同”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
同体[2-3] （图1）。可见，特大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当一个城
市群的面积超过 5万 km2、总人口超过 5000万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 10%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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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判定为特大城市群。目前，全国正在形
成“5+9+6”的城市群建设新格局，其中5个
特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
群和成渝城市群，面积占全国的 9.06%，城
镇人口占全国的45%，2013年GDP占全国的
50%，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 60%，吸引外
资占全国的65%。

1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研究的重要
意义

特大城市群地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
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担当着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承载地的历史重任[4]，但在
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胁迫压力。如何协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的关系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一大难点问题，并上升为
世界性的战略问题。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快速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
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5]。但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了日益严峻的资
源环境保障问题。已有的研究表明，过去25年（1980-200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所消耗的水量为17亿m3，所占用的建设用地为1004 km2，所消耗的能源为6978万 t
标准煤，生态超载指数为 2.34；未来 25 年（2006-203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再每提高
1%，所消耗的水量将达到32亿m3，所占用的建设用地将达到3459 km2，所消耗的能源
将达到20135万 t标准煤，生态超载指数将高达5.68。也就是说，未来25年中国城镇化水
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水量、所占用的建设用地、所消耗的能源、所导致的生态超载分别
是过去25年的1.88倍、3.45倍、2.89倍和2.42倍，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所消耗
的水量、所消耗的能量和所占用的建设用地越来越大，而未来取水难度、批地难度、能源
获取难度和生态重建难度也越来越大[6-8]。这种情况在特大城市群地区极为突出。如何减
压？如何提质？对此，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
划纲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党和国家重要
文件均连续提出要走绿色低碳、高效集约和与生态环境容量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
健康可持续城镇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建
设角度出发，急需通过多学科交叉、多要素耦合、多模块集成和多情景模拟的综合集成
研究，揭示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和遵循人文规律的城镇化发展过程的耦合
机理，提出与资源及生态环境容量相协调的特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优化方案。因
此，开展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机理及交互胁迫效应的研究，既是未来
10年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高优先级的研究主题，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为特
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性重要科学依据的急迫需要。
1.1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是未来10年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

沿领域
从国际研究前沿分析，开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

上未来10年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领域[9-11]。这是因为，伴随全

图1 特大城市群的基本内涵
Fig. 1 Basic connotation of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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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一种重要形式的城镇化，正在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现实或潜
在的威胁。早在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世界正面临着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和生
活在城市环境中人们生活质量的加速下降这两大问题。城镇化对威胁未来生存的全球环
境变化有着重要影响”。1995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在《城市化的世界》曾告
诫：“城市化既可能成为无可比拟的未来之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成为前所未有的灾难之
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12-13]。2005年“全球变化人类影
响计划”（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制定了“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科学研究计划，并将其作为全球变化研究核心
项目，提出通过时空尺度交叉、时空尺度比较以及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交流等方式
加强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耦合关系的研究。2005年联合国出版的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报告《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当前与未来趋
势》中对城市系统进行专门的评价，并特别强调了城市生态系统系统的脆弱性随着气候
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的趋势。2012年发布的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 FE）是旨在为
人类社会提供应对全球变化的挑战和探求全球可持续性转变机会关键知识的为期10年的
国际研究计划，其中城镇化作为地球表层最剧烈的人类活动过程的阈值、风险、临界点
是研究的前沿领域。2013 年 9 月中国科协在北京组织了“未来地球在中国”的国际会
议，确认了在中国需要优先解决的、与可持续性能力建设相关的问题，其中将“亚洲城
市化对区域环境、社会影响研究，以及健康的相互作用关系”列入研究议题。2014年4
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NRC）地球科学新的研究机遇（NROEC）委员会在
出版的《地球科学新的研究机遇》中确定了未来10年地球科学领域具有高优先级的7大
研究主题，其中第6项研究主题就是“耦合水文地貌—生态系统对自然界与人类活动变
化的响应”，并进一步认为人类通过农业活动和城镇化等改变着陆地生态系统[14]。2014年
11 月国际科学联盟发布了“未来地球 2025 愿景（Future Earth 2025 Vision）”，提出在

“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中须重点加强8个领域的相关研究，其中将“城市化建设”列为重
要研究领域。
1.2 特大城市群地区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肩负着世界经济重

心转移承载地的重大历史使命
从全球重要担当角度分析，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双重过程

中，城市群的快速扩张已经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阻挡之势，以其足够的产业集聚和
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重新分工、竞争、交流与合作，形成强强联合的经济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超过75%。与此同时，未来全
球最大的40个超级大都市区以占地球极少的面积，集中18%的人口，将参与全球66%的
经济活动和大约85%的技术革新。最新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超级
大都会正渐渐汇聚成更大的“超级都市区”和“超级城市群”。可见，在新的全球化与信
息化时代背景下，特大城市群作为中国进入世界的枢纽和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正在深
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将决定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格局。与世界上目前发
育程度最高的特大城市群如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
的伦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相比，中国特大城市群的
发育程度和资源环境保障程度较低，又是雾霾等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问题地区，本应责
无旁贷地肩负起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一带一路”建设主阵地的重大历史重任，但目前
尚无法担当起这一全球性历史使命，究其原因在于特大城市群地区经济总量低，环境污
染重，生态问题突出，必须从国际视野揭示中国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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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交互胁迫与促进关系，为特大城市群“强身健体，练好内功”提供科学的资源与
生态环境保障支撑。
1.3 特大城市群地区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主导着国

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成败
从国家战略需求角度分析，2013年12月召开的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4年3

月发布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均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
镇化的空间主体，国家“十一五”、“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连续十年把城市群作为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连续十年把城市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明确提出科学规划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市群规模与布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年）》50次提到城市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
20%，但却集中了全国60%的总人口、80%的经济总量、70%的固定资产投资和98%的外
资。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国家级特大城市群地区面积
占全国的 9.06%，但却集中了全国 45%的城镇人口、50%的经济总量和 60%的外资。可
见，特大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和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主导
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决定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未来[15]。
1.4 特大城市群地区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科学数据支撑与协同决

策支持依据
从协同发展驱动角度分析，2015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成为高层力推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其核心就是有序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
种生态环境约束下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与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点突破口是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转移一体化等。
这期间必须要协调好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转移、生态环境保护和城
镇化之间的关系，急需通过开展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机理及交互胁迫效应
的系统研究，定量揭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程度与胁迫约束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提供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科学数据支撑，更进一步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协同决策支持依据。
1.5 特大城市群发展呈现出不可持续的高密度集聚、高速度扩张、高强度污染和高风险的

资源环境保障威胁，成了城市病及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重灾区”
从现实问题导向角度分析，在过去中国长期推进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背景大环

境下，一方面，特大城市群地区是今天和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但
另一方面特大城市群又是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集中且激化的高度敏感地区和“重灾
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群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均分别占全国的比重高达67%以上。可见，城市群虽然集中了全国3/4以上的经济
总量与经济产出，但同时又集中了全国3/4以上的污染产出，释放了超负荷的巨大能量与
污染，全国大面积蔓延的雾霾污染覆盖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所有城市群，充分
反映出城市群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特大城市群地区正在呈现出不可持
续的高密度集聚、高速度扩张、高强度污染、高风险威胁以及资源环境保障程度低、发
育程度低、紧凑程度低和投入产出效率低等“四高四低”的突出问题[16-18]，成为城市病及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敏感区和“问题区”。城市群选择与培育过程中也存在着不顾资源与
生态环境承载容量的“滥圈滥划、扩容贪大、拔苗助长、无中生有、拼凑成群”等一系
列亟待解决的“城市群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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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研究，目前尚处很少有人问津的薄
弱环节，亟待开展研究以满足国家需求
从薄弱环节分析，综观国内外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资源环

境保障效应的研究现状可知，普遍关注城市群高密度集聚诱发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
研究，逐渐重视探讨城市群高密度集聚与资源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研究；实证
开展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系统调控路径的实践研究，开始定量测度城
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保障度的量化研究，日渐重视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生
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等等。但从研究动态与现实分析，目前对于城市群研究主要聚
焦于城市群的空间扩展、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和形态上，对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资源环境动态保障度系统调控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不足。基于这一薄
弱研究环节，可通过分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非线性耦合关系，
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集成诊断模型、病理风险评估模型、交互耦合度与临界
阈值测算模型、情景模拟模型和资源环境保障程度核算模型，提出化解特大城市群地区
资源与生态环境瓶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出基于资源与生态环境容量约束和适度紧凑状
态下的特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模式和高效能成长模式。为推动特大城市群地区由“问题
集中区”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区”，为确保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做出科学贡献。
1.7 特大城市群地区发展的极端复杂性使得单一学科显得无能为力，急需通过多学科交叉

研究借机提升人文地理学科发展迈向新高度
从学科发展角度分析，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群地区一直是全球化以来关注的重点内

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城市地理已经无力揭示特大城市群表现出的跨城
市、跨界、跨领域、跨学科甚至跨国特征，城市的基本功能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社会经济
功能，越来越多地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相
互作用，面向实践完成的一系列城市规划
中越来越多地考虑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基
础，一致于出现“先做不可规划的反规
划”，急需构建新的人文地理学科建设理论
体系框架，指导和满足城市发展的新需求，
从学科建设角度提升人文地理学科发展。

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特大城市群地
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图 2），如何
刻画城市群复杂巨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功
能？怎样发现城市群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
的耦合关系及反馈机制？如何刻画城市群
系统内部与外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这个复
杂巨系统可不可以调控，有哪些不确定性
和风险，可否预警？回答这些问题，急需
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这是人文地理学科
建设和提升的客观需要和重要契机。

2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

从理论解析角度分析，如何采用遥感、GIS和传感网等先进技术，识别特大城市群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关键主控要素？如何从整体上定量刻画特大城市群系统各

图2 特大城市群作为复杂巨系统的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近远程交互胁迫关系
Fig. 2 Interactive coercing relationship of nearcoupling and

telecoupling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the complex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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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交互胁迫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及耦合状态？如何辨识近远程要素，并
进一步定量揭示特大城市群地区内外部要素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机理，有无二者交互
耦合的可定量化规律性可循？如何识别特大城市群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和不同的产业类
型对生态环境的胁迫“底线”，以及生态环境所容许的城市扩张强度和产业发展的“上
线”？如何基于GIS、集成建模和大数据方法科学评估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胁迫的病理状态、不确定性风险、进而求解
临界阈值和反算资源环境保障程度？对于这些问
题的回答，需要从整体上构建一个特大城市群地
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理论框架
（图 3），进而从整体上解析特大城市群系统各自
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交互作用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及
耦合特征，科学辨识近远程主控要素作用下城市
群系统内外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胁迫强度、近远
程耦合机理与规律，总结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理论，构建多要素—多尺度
—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动
力学模型，研发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优化
智能调控决策支持系统方法，提出化解问题的解
决方案，确保特大城市群地区由问题集中区转为

“可持续发展区”。
2.1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关键主控要素及时空演变特征

揭示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关键主控要素及时空演变特征，
可采用遥感、GIS和传感网等先进技术，运用系统分析和空间统计方法研究特大城市群
地区自然要素（水、土、能源、生态、气候、环境等）和人文要素（人口、经济、社
会、基础设施、政策、创新、全球化等）动态变化的整体特征，揭示资源和生态环境与
城镇化特征指标之间的胁迫关系，辨识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要素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
限制作用；通过筛选关键主控要素，揭示关键主控要素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交互胁迫的
生态环境效应。

（1）揭示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及其响应指标的动态演变特
征。以县域尺度为单位，辨识土地资源要素、水资源要素、能源要素、生态要素、环境
要素等自然要素及其响应指标的时空演变特征；辨识人口要素、经济要素、基础设施要
素、社会要素、创新要素、政策要素和全球化要素及其响应指标的时空演变特征（图
4）；分析城市群地区作为严重缺水区、严重缺地区、严重污染区、高生态敏感区、高雾
霾集聚区和高生态风险区等的自然属性特征，作为经济高速增长区、经济高密度集中
区、人口高密度集聚区、城镇化主体区、内外资集中投资区、进出口贸易集中区和城镇
化高速增长区等的人文属性特征，进一步揭示所面临的各种自然胁迫和人文胁迫效应。

（2）分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时空耦合特征。基于多年社
会经济统计资料和空间比对分析方法，通过分别分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中的人水关
系、人土关系、人碳关系、人气关系、人力关系、人居关系、人生关系、人污关系等单
要素双向胁迫与相互促进的动态演变轨迹关系，进一步上升为从整体上揭示特大城市群
地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与以水土生为本的生态环境之间交互胁迫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胁迫关系，阐明不同驱动因素作用下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之间交互胁迫关系的时间阶段特征和空间分异特征；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模

图3 理论解析的逻辑框架
Fig. 3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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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定量研究特大城市群地区资源环境要素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效应，辨识促进城镇化
发展的资源环境优势区域；定量识别资源环境空间差异对城镇化发展的限制效应。

（4）筛选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关键主控要素及其胁迫效
应。基于长时间序列社会经济数据和资源环境调查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聚类分析
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从分别影响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复杂要素中辨识对二者交互胁迫
影响最大、贡献最显著的水、土、人口、资本等内外部关键主控要素及其临界指标，进
一步辨识内外部主控因子之间的交互胁迫关系，构建交互耦合矩阵，分析交互胁迫强
度，定量识别不同城镇化地区关键主控要素交互胁迫的时空特征，分析不同城镇化地区
关键主控要素交互胁迫的生态效应，揭示关键主控要素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交互胁迫的生
态环境效应，为调控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阈值及城镇化的资源与
生态环境风险提供主控变量（包括主控的快变量与慢变量） [20]。
2.2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机理与规律

从区际远程尺度、区内近程尺度和近远程尺度耦合的角度，探讨在近远程要素综合

图4 特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近远程关键主控要素交互胁迫关系
Fig. 4 Interactive coercing relationship of the key elemen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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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系统（涵
盖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创新、
政策和全球化7个子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
（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生态、气
候和环境 6 个子系统） 两大系统 （Q={U,
C} ={(u1, u2, u3, …, ui), (c1, c2, c3, …,
cj)}）的交互胁迫与耦合关系，可以定义为
Ui—Cj 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图 5），揭示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
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机理、阶段、类型以
及耦合规律（图6）。

（1）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
的近远程耦合机理。采用相关分析、加权
回归分析、面板协整、VECM、KSIM、空
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等系统耦合方
法模型，使用过去 35年来特大城市群地区
城镇化过程数据和生态环境历史演变数
据，从区际尺度、区内尺度和尺度耦合的
角度，探讨近远程自然和人文要素影响下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
胁迫机理。一是“一对一”地双向分析城
镇化系统单要素与生态环境系统单要素之
间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机理，测算第 i个
城镇化系统要素相对于第 j个生态环境系统
要素的交互耦合系数，定量表达城镇化系
统单要素与生态环境系统单要素交互胁迫
的耦合方程和耦合曲线；二是“多对多”
地多向分析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交
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机理，构建城镇化系
统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方程：

UE = f (Ui -Cj) （1）

式中：i =1, 2, 3…, m；i =1, 2, 3…, n。定
量表达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交互胁
迫的耦合方程和耦合曲线，为实现和谐的人水关系、人地关系、人力关系、人气关系和
人碳关系调控提供定量的科学依据。

（2）判别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阶段与类型。基于单要素与多要
素交互耦合机理的研究，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使用过去35年间的
数据资料，测算生态环境系统的6个子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的7个子系统的耦合度、生态环
境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度，根据耦合度取值，参照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理
论演化周期，综合评判近远程要素影响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过
程、耦合阶段和耦合类型。包括基于双向要素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耦合阶段的
判定、基于多向要素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耦合阶段的判定、基于耦合阶段识别

图5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耦合机理
Fig. 5 Interactive coupled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图6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

耦合阶段与规律
Fig. 6 Interactive coupled phases and ru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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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耦合类型的判定等。
（3）定量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规律。结合对特大城市群区

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机理、阶段和类型的研究，针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
源、生态、气候、环境子系统的自身特征和规律，通过耦合升压效应、耦合减压效应和
耦合恒压效应，辨识特大城市群区域生态环境对城镇化需求度的满足程度；模拟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的动态涨落过程，揭示演变过程中偶然性的随机涨落机制[21]；定
量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自适应阈值算法和规律[22-24]；采用预警方法技术和预
警信号模型，对特大城市群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过程进行警情警兆预警；定量揭
示生态环境要素与城镇化近远程耦合的裂变律、动态层级律、随机涨落律、非线性协同
律、阈值律和预警律[25]。
2.3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病理风险

在对城镇化与生态和环境交互胁迫关系与规律分析的基础上，研发基于关键主控要
素的单要素耦合状态诊断方法和多要素交互耦合状态集成诊断方法，辨识交互胁迫的动
态耦合度与病理程度，综合评判交互胁迫风险，建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胁迫病理风险预估系统。

（1）研发基于关键主控要素的单要素耦合状态诊断方法。借助历史数据，分别构建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单要素交互耦合状态诊断模型，包括人水关系耦合模型、人地关系耦
合模型、人力关系耦合模型、人碳关系耦合模型、人气关系耦合模型和人居关系耦合模
型等单要素耦合状态诊断模型[26]，明晰城镇化与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增益/阻尼关系，
定量表达胁迫程度、同步性和依存度，预估上述耦合状态的变化态势。

（2）研发多要素交互耦合状态的集成诊断方法。在单要素耦合状态诊断模型研发的
基础上，进一步集成构建特大城市群地区水—土—气—生—能—碳全要素驱动的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状态集成诊断模型，建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状态集成诊断
系统，采用多种途径综合集成分析多要素之间的交合耦合关系，定量表达城镇化与资源
环境的综合耦合度、胁迫度和协调度[27-29]。包括：采用人工神经网络组合模型进行多要素
交互耦合状态集成诊断方法，应用小波变换和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技术分析多
时间分辨率的多要素交互耦合状态同步性；采用资源环境CGE模型综合诊断城镇化与资
源环境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3）辨识交互胁迫的动态耦合度与病理程度，综合评判交互胁迫风险。将特大城市
群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以城市群新陈代谢过程和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生命体特
征”测度，结合交互胁迫的耦合度测定，综合诊断“城市群”的病理程度和成因。具体
包括：将㶲值分析理论引入到城市系统代谢研究中，以净㶲值产出率（NEYR）、环境负
载率（ELR）、㶲值交换率（EER）分别代表城市系统的活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利用城
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模拟与供需分析结果和城市群有机体生态热力学测度指数，包括代谢
效用、代谢效率、代谢强度、代谢生态胁迫、代谢环境影响等结构和功能指标，通过设
置基准和阈值，综合评判城市群的病理程度、持续时间和未来趋势，并对病因进行分析。

（4）建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病理风险综合预估系统。将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作用分别作为城市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风险源，根据胁迫作用
程度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分析其暴露程度；依据基于生态热力学的城市新陈代谢分析结
果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盈亏状况，确定城市有机体的健康状况，评价城市系统的脆弱性
和恢复力；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作用解构成具体的风险因素，利用贝叶斯统计
方法，计算城市群地区发生不同类型病理的风险概率，包括社会安全风险、资源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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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生态环境风险；根据城市群机体的病理程度以及风险大小和可控程度，建立起特大
城市群地区城市机体健康风险预警系统，对其生命特征的长期演进状态、城市病征兆和
风险等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
2.4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动力学模型与弹性阈值

遵循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时空特征、近远程耦合机理、规
律、病理诊断及风险预估结果，以系统动力学模型为基础，重构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系
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有效
性检验和模拟阈值测算及阈值模型建构，搭建定量研究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系统科
学平台，对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系统科学平台进行冗余分析 （RDA） 和弹性化
（Resilient）研究。通过互载互胁的临界阈值调整和反复模拟，一方面形成特大城市群中
远期多情景方案，为城市群协同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对特大城市群近期发
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经济—人口—城市群系统运行、资源环境保障程度进行
决策咨询提供参数阈值。

（1）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系统功能模块。采用生态-生产-生活综合承
载阈值模型与饱和度模型，建构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土地资源、能源与气候、人口与城镇
体系、经济全球化与产业发展、城乡建设与投资、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与宏观政策等8个
系统功能模块。研究各模块内部核心变量和数学模型表达，运用嵌套原理进行系统功能模
块组织，建构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动力模型系统概念框架（图7）。

（2）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主控要素进行动力学分析。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
析和宏观经济模型等方法，建构以水资源作为主控因素的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交互胁迫的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系统功能模块；采用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和多智能体（Multi-Agent）模型，建构以土地资源作为主控因素的特大城市群地区
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系统功能模块，进行特大城市群地区的单中心、双中心、多中心
等多情景方案的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展模拟，获取土地利用变化与城镇化交互作用的相关
参数及其阈值；采用扩展的环境负荷模型（STIRPAT）进行量化污染、富裕度和技术对

图7 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总框架
Fig. 7 The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dynamic model integrated with multi-elements,

multi-scales, multi-scenarios, multi-modules and multi-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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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能源使用/碳排放的时空影响模拟，进行特大城市群生命周期分析（LCA）。
（3）构建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系统动力学

模型。在现有城镇化系统动力学模型基础上，将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重要生态环
境要素作为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过程的主控要素，绘制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交互胁迫的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系统动力
学模型的因果关系、反馈回路的系统流程图，重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多要素
—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

（4）进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计算实验与阈值判断。采用时空耦合系统动
力学模型进行初步仿真运算，并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和模拟阈值测算及阈值模型建构；对
交互胁迫问题和可能的病症分析，不断修正模型参数，进行反复模拟，直到满足要求；
进行模块嵌套和集成，搭建定量研究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系统科学平台。

（5）进行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过程和格局的情景模拟。根据
特大城市群基础数据和“十三五规划（县级单位）”确定的目标，设计多个实验情景，
反复实验计算，调控出与临界阈值及资源环境容量相适应的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
的情景方案，进行特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过程中长期（2030-2050）预测
模拟，通过互载互胁的临界阈值调整和反复模拟，形成特大城市群地区发展的中远期多
情景方案。

（6）采用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SD影响预警模型，建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交互胁迫预警指标体系和信号系统，确定预警指标贡献率，对特大城市群近期发展
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资源生态环境条件（保障程度）进行模拟，求解二者胁迫
预警指标的偏差所引起的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病态程度，建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交互胁迫预警响应系统，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5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以空间仿真模拟与GIS技术为支撑，集成构建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
互耦合智能决策支持系统（UDSS）（图8），凸显系统的高度智能化、高度可视化和高度
灵敏化特点。结合典型研究区，模拟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保障效应及其优化调控方
案，确定特大城市群在不同时期适度承载的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提出基于
资源与生态环境容量约束的可持续
发展模式和高效能成长模式 [30]。为
推动中国城市群健康持续发展提供
系统性的科学决策依据。

（1）进行特大城市群地区社会
经济及生态环境要素的时空多尺度
仿真。应用遥感、GIS、传感网、
大数据空间分布信息方法、空间差
值与空间网格尺度转换方法、曲面
建模等空间化技术，获取大范围空
间上的自然要素 （水、土、能源、
生态、气候、环境等）信息，并通
过人文要素 （人口、经济、社会、
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政策、全球
化等）数据的空间化，获取大范围

图8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

优化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示意图
Fig. 8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optim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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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要素的连续空间信息，实现城镇化要素多源数据的标准化、社会经济要素和生态环
境要素的空间化表征和时空动态可视化表达。在统一的时空框架下，综合空间图、统计
图、流量图、3D图等多种可视化表达方法，显示与城镇化相关的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要
素的空间分布和统计结果，以及多场景下的城镇化模拟仿真结果显示，结合时空棱镜等
时空表达方式，实现多尺度四维仿真模拟。

（2）进行生态环境要素制约下的城镇化交互可视化情景模拟。采用层次分解、协同
关联和级联交互等方法，通过标准化组装方式建立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耦合模型库，为城
镇化的交互可视化情景模拟提供高效的模型库支持；利用异步演化、协同交互和反馈网
络等方法探讨实现多重交互和多重反馈下的动态城市发展情景模拟机制，进而实现复杂
的生态环境要素多时空动态制约和多尺度城市异步发展与反馈作用下的情景模拟；利用
时空尺度变换和过程分解等方法研究如何实现多个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资源与环境的耦
合限制作用以及城市化要素演化与反馈的动态可视化情景。

（3）优化资源与环境容量约束下的发展模式和高效能成长模式。采用逻辑表示法、
产生式表示法和基于案例的表达等知识表达方法，构建特大城市群优化发展模式知识
库；采用知识推理机获取环境容量约束因子与城市化要素间的反馈信息；采用多目标优
化、模糊优化实现多种约束因子下的城镇化要素的最优化发展目标；采用粗糙集理论和
方法进行相同尺度的城市基元优化模式典型案例的时空配置规律研究；采用基于活动网
络图、状态与活动网络图或基于petri网等典型可视化建模方法搭建可视化建模平台，有
效地集成用于决策的综合知识库，多层次、多尺度、多视角决策模型，实现面向不同城
市化情景模拟的多情景决策。

（4）研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构建集成环境要素空间
化、系统模拟动态仿真以及多尺度优化决策模块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智能决策
支持系统，包括多尺度的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四维仿真模块，多尺度的多交
互、反馈情景模拟模块，基于资源与生态环境容量约束的调控及可持续发展模块。实现
特大城市群地区多尺度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的估计，乡镇—地市—城市群—省级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作用模拟以及城市群高效可持续发展优化模式。最终为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群、生态型城市群和智慧型城市群提供定量的决策平台。

3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技术方
法及路径

特大城市群地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理论上解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需要按照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空演变
特征—寻求主控要素—辨识耦合关系—揭示胁迫机制—发现耦合规律—筛选调控变量—求
解临界阈值—进行调控试验—完成情景模拟—提出优化方案—实现国家目标这样一条技术
路径，采用多学科交叉、多要素耦合、多模型集成、多情景模拟、多风险预警、多目标
决策等的交叉模式，建立同一标准化共享数据库，采取大数据支持下的方法提出解析的
技术路径。
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标准化共享数据库

建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研究的标准化统一共享数据库
是确保理论解析的关键和基础。可基于数据库建设相关国家标准，利用Access、Oracle
和NewSQL等数据库软件构建一个具有海量数据存储功能的标准数据库，包括基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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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库、大数据信息采集与分析数据库、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库、生态环境统计数据
库和遥感影像集成数据库。基础数据来源于各地统计年鉴、野外观测台站、遥感影像、
大数据采集、项目积累、数据购买和数据共享网站申请等。数据库储存的数据包括：特
大城市群地区1980-2015年MSS 60 m、Landsat 30 m、HJ-1A等高分辨率遥感图像，2000
年以来MODIS 1km遥感数据，1999年以来灯光指数为数据集，1980-2015年土地利用/覆
盖现状数据、城市边界数据，典型城市内部不透水地表面积、绿地覆盖、水域等成分数
据，与周边地区流域地表和地下水水资源状况、用水状况、不同年份蒸散发等状况，各
城市碳排放量遥感反演与模型计算数据（统计资料和模型运算数据），PM 2.5排放强度
部门观测与模型运算数据，城市人口经济统计数据、城市规划管理等数据。
3.2 多要素—多目标—多模型—多情景环境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集成技术方法

根据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技术需要，可采用探索
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耦合矩阵判别模型、面板数据分析
模型等解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效应；可采用KSIM模型、动态耦合模型、交互
耦合状态诊断退耦指数模型、耦合度模型等解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与规
律；可采用交互耦合病理风险评判模型（集对分析方法）、㶲值算法、风险贝叶斯模型等
解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病理风险；可采用承载力阈值核算模型、资源环境承载
力饱和度模型、环境CGE模型、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SD影响预警模型等解析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交互的时空耦合动力学模型和阈值核算；可采用智能式空间仿真模拟方法和多
目标智能决策方法等解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优化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进一步分要
素、分尺度、分阶段、分目标、分层次解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
强度、交互耦合机理、交互耦合规律、交互胁迫风险与弹性阈值等理论问题。
3.3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方法

大数据技术是一系列收集、存储、管理、处理、分析、共享和可视化技术的集合。
大数据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关键技术包括：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数据挖掘、分类分析、
关联规则学习、数据融合与集成、机器学习、网络分析等。大数据信息采集数据的核心
包括手机信令数据（来源于中国移动2 G、3 G和4 G用户手机数据，包括手机信令数据
和基站数据两部分）、兴趣点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城市公交
IC刷卡数据（来源于公交公司）、社交数据（社会网络数据，包括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
数据等）、导航数据（百度地图GPS全球定位系统数据）、普查数据（人口普查和经济普
查）和PM 2.5众包监测数据等。可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刻画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和空间结
构以及人口流动性，可识别特大城市群地区不同城市的功能和城市内部功能分区，实现
对城市群规划实施效果后评价。可运用兴趣点POI数据识别特大城市群的行政边界和实
体边界，明确行政边界和实体边界的差别。可运用城市公交刷卡数据可识别就业中心和
通勤情况，为产业和公共服务功能疏解提供有效支撑。可运用经济和人口普查大数据可
实现对经济和人口分布的精细分析，为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识别提供支撑。可运用手机
APP以众包形式实现PM 2.5数据的实时报告。同时还包括气象大数据、能耗大数据、道
路结构大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等。
3.4 多尺度—多技术—多智能体集成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框架与技术路径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技术框架如图 9所示，技术路径如图
10所示。因此，可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技术路径归纳为12个技术步骤：

第一步：刻画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键主控要素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一般趋势分析
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结构方程分析模型等方法，可分别刻画出生态环境和
城镇化各要素和各指标的时空变化特征，识别出严重缺水区、严重缺地区、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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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高生态敏感区、高雾霾集聚区和高生态风险区等自然属性特征以及经济高速增长
区、经济高密度集中区、人口高密度集聚区、城镇化主体区、内外资集中投资区、进出
口贸易集中区和城镇化高速增长区等人文属性特征。

第二步：量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键主控要素的胁迫效应。按照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图9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技术框架
Fig. 9 Technical framework of analyzing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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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主控要素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基础理论，构建胁迫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隶属度函
数量化生态环境胁迫效应包括资源、气候、生态、环境等；量化城镇化发展的胁迫效应
包括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发展、创新、政策和全球化等。基于耦合矩阵判别方
法进一步量化内外部主控因子之间的交互胁迫关系。

第三步：辨识特大城市群系统的近远程自然和人文关键主控要素。基于关键主控要
素胁迫效应分析结果，运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耦合矩阵方法辨识特大城市群系统
的近远程自然和人文关键主控要素。通过耦合系数分析并结合近远程要素的空间距离以
及物质、能量、信息和人口的流动性科学辨识关键主控要素。

第四步：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机理。采用1980-2015年特大
城市群地区城镇化过程数据和生态环境历史演变数据，分别运用加权回归分析、面板协
整、VECM、KSIM、面板VAR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等系统耦合方法模
型，分析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之间近远程各指标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预测其未
来的演变趋势和脉冲响应关系。然后，运用KSIM方法对指标整合后的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两大系统之间近远程主控要素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进行计量表达。最后，基于容量耦
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改进的系统耦合模型对主控要素整合后的两大系统之间的交
互耦合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图10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效应解析的技术路径
Fig. 10 Technical route of analyzing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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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规律。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机理为基础，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别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近远程
主控单要素和两大系统进行耦合阶段分析。运用双指数函数分别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近
远程主控单要素和两大系统进行耦合类型识别。按照理论上存在的9种耦合类型图谱结
合双指数函数分析的耦合参数结果进行耦合类型匹配与识别，综合确定不同地理单元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类型。基于耦合机理、耦合阶段和耦合类型分
析，首先检验各单要素和两大系统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而来确定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的交互胁迫的整体状态。并以此为基础，运用耗散结构论中的耦合裂变律、动态
层级律、随机涨落律、非线性协同律、阈值律和预警律6大基本规律总结和验证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近远程耦合规律。

第六步：诊断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病理状态和病理程度。应用小波变换和
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EMD）技术分析多时间
分辨率的多要素交互耦合状态同步性；采用资源环境CGE模型综合诊断城镇化与资源环
境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退耦指数方法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状态诊断模
型，诊断其病理状态。并基于正切函数构建耦合度模型求算特大城市群地区不同时期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状态与动态耦合度、交互胁迫度、交互协调度和交互调节度，
识别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病理的程度。将㶲值分析理论引入到城市系统代谢研究中，以净
㶲值产出率（NEYR）、环境负载率（ELR）、㶲值交换率（EER）分别代表城市系统的活
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利用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模拟与供需分析结果和城市群有机体
生态热力学测度指数，包括代谢效用、代谢效率、代谢强度、代谢生态胁迫、代谢环境
影响等结构和功能指标，通过设置基准和阈值，综合评判特大城市群的病理程度、持续
时间和未来趋势，并对病因进行分析。

第七步：识别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病理风险。基于风险贝叶斯模型
（BBN）、集对分析方法、自适应共振（Adaptive Resonance Theory, ART）网络方法，构
建交互耦合病理风险评判指标体系，构建交互耦合病理风险评判模型。综合评判特大城
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风险，包括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人
口高密度集聚风险、水安全风险、用地扩张风险、环境污染风险、生态安全风险、能源
耗竭风险以及碳排放风险等，建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病理风险
评估系统。

第八步：核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载互胁阈值。采用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和多智能体（Multi-Agent）模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为基础，构建生态—生产
—生活综合承载力阈值核算模型和资源环境承载力饱和度模型综合核算未来35年不同时
期特大城市群地区、各省市、各地级市、各市县城镇化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阈值，以
及资源环境对城镇化发展的保障阈值，计算二者相互承载、相互胁迫的临界阈值。

第九步：试验模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多情景方案。按照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交互耦合关系构建环境CGE模型核心方程，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环境CGE模型参数
估计，设计多个实验情景，反复实验计算，运用GAMS软件进行求解，调控出特大城市
群地区、各省市、各地级市、各市县到2020、2025、2030、2050年与临界阈值及资源环
境容量相适应的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情景方案。

第十步：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预警响应方案。运用VENSIM PLS软件构
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预警响应分析SD模型，核算每种情景下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临界阈值
和容量，求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胁迫预警指标偏差引起的城市群城镇化的病态程度，建
立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预警响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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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搭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平台。应用遥感、
GIS、传感网、3D、大数据空间分布信息方法、空间差值与空间网格尺度转换方法、曲
面建模等空间化技术，结合时空棱镜等时空表达方式，实现多尺度四维仿真模拟；采用
层次分解、协同关联和级联交互等方法，通过标准化组装方式建立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耦
合模型库，为城镇化的交互可视化情景模拟提供高效的模型库支持；利用异步演化、协
同交互和反馈网络等方法探讨实现多重交互和多重反馈下的动态城市发展情景模拟机
制；利用时空尺度变换和过程分解等方法研究如何实现多个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资源与
环境的耦合限制作用以及城市化要素演化与反馈的动态可视化情景；采用逻辑表示法、
产生式表示法和基于案例的表达等知识表达方法，构建特大城市群优化发展模式知识
库；采用知识推理机获取环境容量约束因子与城市化要素间的反馈信息；采用多目标优
化、模糊优化实现多种约束因子下的城镇化要素的最优化发展目标；采用粗糙集理论和
方法进行相同尺度的城市基元优化模式典型案例的时空配置规律研究；采用基于活动网
络图、状态与活动网络图或基于petri网等典型可视化建模方法搭建可视化建模平台，有
效地集成用于决策的综合知识库，多层次、多尺度、多视角决策模型，实现面向不同城
市化情景模拟结果的多情景决策。构建集成环境要素空间化、系统模拟动态仿真以及多
尺度优化决策模块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第十二步：优化调控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方案及模式。综合
运用线性加权法、并列选择法和模糊算法进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多目标智
能决策。提出特大城市群地区多目标决策优化方案。运用优化算法模拟城镇化发展的资
源环境保障效应及其优化调控方案，研制出可视化和智能化整合的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决策支持系统，提出优化调控的整体解决方案。

4 结论与讨论

特大城市群地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担当着
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承载地的历史重任，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可持续的高密度集聚、
高速度扩张、高强度污染和高风险的资源环境保障威胁，成了城市病及生态环境问题突
出的“重灾区”[31]，未来发展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胁迫压力。如何协调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普遍关注亟
待解决的一大难点问题，并上升为世界性的战略问题，但目前尚处在很少有人问津的薄
弱环节。

全球城镇化发展实践表明，全球城镇化过程正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胁迫效应和
深远影响，而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极其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开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
互耦合效应的研究是未来 10年国际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
域，也是国际组织高度关注的高优先研究主题，更是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亟待解
决的紧迫问题。

从理论上解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效应，需要从整体上构
建一个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理论框架，进而解析特大城市
群系统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交互作用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及耦合特征，科学辨识近远程
主控要素作用下城市群系统内外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胁迫强度、近远程耦合机理与规
律，总结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圈理论，构建多要素—多尺度—多
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动力学模型，研发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
优化智能调控决策支持系统方法，提出化解问题的解决方案，确保特大城市群地区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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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集中区转为可持续发展区。
从方法上解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效应，需要将特大城市

群地区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建立同一标准化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多要
素—多目标—多模型—多情景环境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集成技术方法、大数
据支持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方法，构建多尺度—多技术—多智能体集成
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框架，按照分析时空演变特征—寻求主控要素—辨识
耦合关系—揭示胁迫机制—发现耦合规律—筛选调控变量—求解临界阈值—进行调控试验
—完成情景模拟—提出优化方案—实现国家目标这样一条技术路径，提出解决问题的整体
优化方案。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解析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极端复杂性，认为传统的城市
地理学已经无力揭示特大城市群表现出的跨城市、跨界、跨领域、跨学科甚至跨国特
征，城市的基本功能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功能，越来越多地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
相互作用，单一学科显得无能为力，急需通过多学科交叉、多要素耦合、多情景模拟、
多风险预警、多目标决策等综合交叉研究手段，推动人文地理学科建设迈向新的发展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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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play a vital role in both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undertak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economic center transfer to China. However, they suffer a series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us,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the frontier areas and high priority tasks in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for the future ten year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basic theory frame of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 environment in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systematically. In theoretical aspect, based on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nd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 and human elements in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system, we
could estimate the interactive coercing intensity, nearcoupling and tele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inside and outside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system after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key elements, and then form the basic interactive coupling theory. Moreover, we could build a
spatio- temporal coupling dynamic model,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multi- elements, multi-
scales, multi-scenarios, multi-modules and multi-agents. The model will be used to develop the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urban agglome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ethodology aspect, the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regarded as an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standardized shared database for exploring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 environment. Then using new technology for
analyzing big data and the integration methods incorporating of multi-elements, multi- scales,
multi- targets, multi- agents, multi- scenarios and multi- modules, we can build a methodology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coupling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
environment. The technical route is to analyz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dentify
the key elements, interpret coupling relationship,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coercing effect, find
the general rules, filtrate the control variables, solve the critical thresholds, conduct regulation
experiments, simulate different scenarios, propose an optimized schemes, and achieve national
goals. Furthermore, we could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scheme. In general, this
research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ethod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Keywords: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urbanization; eco- environment;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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