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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尺度辨识生态修复空间是进行生态恢复与重建的重要前提，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何
构建科学合理、面向政策和民众需求的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体系，目前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系统梳理生态空
间评价理论，综合构建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框架，包括评价对象的选择、评价指标筛选的原则、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方法和评价指
标权重设定等方面，在区域生态评价的基础上，强调政策目标、民众需求，构建了生态质量、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 3 个方
面 18 个指标，能够较全面反映区域生态空间主要特征，以期为构建区域尺度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体系提供参考，为生态恢复
和重建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还展望了区域尺度下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的重点发展方向，即加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统筹社
会、经济、自然因子开展综合评价，并推动多尺度评价结果的融合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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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pac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ow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especially for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public
preferences，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ecology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studying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spatial evaluation，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the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pace，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objects，the principle of evaluation index screening，the main methods of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and the weight setting of evaluation index．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valuation，the paper
emphasizes policy objectives and public preferences，and constructs 18 indicators from three aspects of ecological quality，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system health，which can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space．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identific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t regional
scale in China，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also prospects the key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gional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which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 ecosystem theory，integrating social，economic and natural factors evaluation，and promoting the fu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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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ulti-scale evaluation results．
Key Words： ecological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pace； indicator system； eco-complex
［1-2］

随着人口不断集聚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镇化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生态空间的主要驱动力
［3-4］

态空间结构和功能，使自然生态空间转变为人类主导或人类耦合的生态空间

，改变生

，导致城市自然生态、社会生

态和经济生态之间矛盾加剧，造成区域生态空间质量下降，面积萎缩。且随着城市人类活动的继续增长 ，区域
生态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造成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健康的持续性降低 ，使得生态空间呈现不同程度的退化
［5-6］

现象，全球约 20 亿公顷的陆地生态系统被认为是退化的 ，需要进行生态恢复

。 目前加强区域生态空间规
［7-8］

划及修复是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重要手段 ，也是决策者普遍关心的内容

。

准确评价并辨识需要修复的生态空间是进行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的前提和基础 ，有利于提高区域生态服
［9］

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构建人类福祉

。 科学辨识生态修复空间，加强自然生态空间规划及修复是维护自

然生态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途径 ，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科学研究面向政策需
［10-12］

求的重要转变

。评价指标体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将直接影响生态修复空间的范围和修复目标 。 目前对

于生态空间修复识别，缺乏整体修复观念，主要针对单一地点或单一生态系统 ，评价指标和分级标准具有差异
［13-15］

性、较低的应用性及可推广性

。在评价过程中没有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理念，对于

生态空间修复的范围及规模缺少科学依据 ，不能针对性地解决区域尺度生态问题，因而区域尺度生态系统的
破碎性和孤岛现象未得到有效解决 。生态空间评价应将区域尺度生态空间视为整体 ，根据生态空间与人类利
［16］

用的关系建立综合生态空间评价体系

，进而辨识区域生态修复空间、预测和管理未来生态空间格局，这也

是人们深入了解生态空间的重要性 ，践行生态文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目前亟待构建区域尺度生
态修复空间辨识框架，即在现有生态评价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不同生态评价的方法及关键指标 ，直观分析区域
生态空间现存问题，确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和主导生态因素，科学确定生态修复范围和不同层级修复目标。
尤其应构造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面向政策目标及民众需求的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框架 ，通过生态修复空间的辨
识及治理，对区域生态空间质量及服务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实现城乡生态政策目标、改善人类福祉。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的研究可在科学和政策应用间架起一座桥梁 ，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城镇化问题的治
理开辟新的方向。
生态空间定义及研究进展

1

明确生态空间是进行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的第一步 。生态空间是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
［17-18］

务为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是承载山、水、林、田、湖、草、矿等自然资源的核心载体

。 目前对于生态空间
［17，
19-21］

概念的界定主要基于生态功能论和生态要素论两种视角 ，主要分歧在于农田是否为生态空间

。农田作

为陆地生态系统中较为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
［22-23］

气体调节等功能，与森林和草地相比，农田的直接服务价值所占比重远远高于森林和草地

。 故本文界定

具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对于生物生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地区都可视为生态空间 ，不仅包括天然或人工林
地、草地、湿地、水 体 等 自 然 生 态 空 间，还 应 该 包 括 农 田、郊 野 公 园、生 态 廊 道 等 提 供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区
［24-25］

域

。目前对于生态空间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 ，集中于生态空间的评价与管理，主要包括重要生态空间的
［26-33］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生态风险评估

，均对生态修复空间的辨识提供了良好的理

论基础及参考价值。
重要生态空间辨识主要结合区域内的生态承载力和开发适宜性 ，开展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生态环境敏
感性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确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及水土
流失、土壤风蚀荒化等极敏感区域，以及结合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生态保护重要区域，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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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识别区域重要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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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基于生态过程最小阻力网络识别模型和基于网络分析模型的多情景识别
［36-37］

方法对生态空间进行网络识别，辨识生态重要节点与生态廊道，构造生态安全格局

。生态系统服务指生

态系统与生态过程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
［16，
38］

文化服务等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可以揭示外界胁迫对生态空间发挥服务的影响 ，以及不同生态系
［39］

统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

。目前对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内容主要包含综合评价和单项评价 。 综合评价是指

评估生态空间内各生态类型的自然 、经济与社会文化服务等多维价值，包括直接利用价值和间接利用价
［40-41］

值

。单项评价中，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等单一价值评估［42-47］。 生

态系统健康是指一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即在时间上具有维持其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
［48-49］

胁迫的恢复能力

。生态系统健康可以通过活力、组织力和弹性等 3 个特征进行定义［50］。 活力表示生态

系统的初级生产力； 组织结构是根据各类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及数量表征 ； 弹性也称恢复力，是指系统
［51］

在外界压力下维持其自身结构和功能稳定的能力
［48］

系两种方法

。对于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一般采用指示物种和指标体

。指示物种法对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因素考虑不足 ，难以全面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在受

人类活动主导下的复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尤为突出 。目前应用广泛的主要是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根据
生态系统状态、特性及其生态效益筛选评价指标，进行定量评价。“活力-组织力-恢复力 ”的评估框架得到广
［49，
52-53］

泛的应用及认可

，指标选取涉及社会、经济、自然等因子，既要综合衡量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 ，又要反应

生态系统是否满足人类的需要，即通过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供给以满
足人类需求。生态风险是生态系统受到外界胁迫下 ，其自身特性及发挥的服务，目前和将来发生改变和降低
［54-57］

的可能性

。对于生态风险评价是评价负生态效应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是归结

于受体暴露在单个或多个胁迫因子下的结果 。对于区域生态风险评价，其重点是评价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
［58］

胁迫效应，加大生态风险的可能性

。对于区域生态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聚焦于对生
［59］

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影响及对景观不利的生态效应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是指以生态景观的特性 、景

观格局、以及景观空间演变规律为评价因子 ，分析其在外力胁迫下，内部景观组分、结构、功能和过程发生风险
的可能性，识别内部风险源，对生态景观本身进行风险判定或预测 。
2
2．1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体系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的选择原则
生态空间受社会、经济、自然因子的多重影响，在构建修复空间辨识评估指标体系时，评价指标的选取直
［21，
60］

接决定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在新时期生态文明思想下，对于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的选取，

［17，
61］
，对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特性及服务
应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及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功能进行综合评价，明确生态空间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未来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在系
统分析上述生态空间评价方法上 ，本文建议指标筛选应达到 3 个目标，1） 指标体系全面衡量并统筹考虑区域
生态空间退化过程和方向，采用能够综合反应生态空间的状态 、结构、功能，包括外在特征及内在机理的指标 ；
2） 区域角度综合评判各类生态空间及相互影响机制 ，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空间时间尺度分布特征及人为压力
与生态空间状态变化之间的联系 ，指标选取应该代表影响区域生态空间受损及退化的主要驱动力 ； 3） 评价指
标应具有概括性及普适性，符合当地政策目标及民众需求，选择易于获取和影响重大的因子或者模型 ，同时要
容易监测，具有技术和经济可行性，以便定期地为政府决策、科研及公众要求等提供生态空间现状、变化及趋
势的统计总结和解释报告。
2．2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生态空间研究尺度不同，且生态空间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对于生态修复空间的评价指标及分级
［62-65］

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且具有较低的政策应用性

。 本文在系统研究生态空间评价与修复空间辨识的

基础上，建议基于政策目标、民众需求、专家知识综合选择评估指标，参考各地城市生态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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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目标，例如：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将淀水林田草生态空间作为一个生命共同
体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政策目标主要集中于实现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 70%，实现生态空间的互联互
通，确保新区生态系统完整； 构建宜人便民生态公园体系； 对重要生态空间实施生态修复，恢复白洋淀淀泊水
面，修复多元生境，提高生物多样性。通过对该政策目标解读，可识别生物多样性、生境质量、植被覆盖度、景
观连通性、景观多样性、生态游憩能力、水资源供给能力、水资源净化能力等指标为决策者普遍关心的指标 。
对居民与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中发现 ，人们对生态空间的要求主要集中于满足自己的休闲娱乐
功能，以及良好生活、生产环境的保持，例如： 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城市水质达标率、公园可达性等指标； 研
究者较多的集中于对生态空间本身服务价值的大小及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 ，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水土保持、
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景观格局以及生态系统健康 。
本文总结分析上述生态指标选择偏好 ，根据生态修复空间辨识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原则，对这些主要指标
及关键因子进行重新筛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一级指标层是生态空间需修复的直接表现，由生态空
间质量、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三部分构成。生态空间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决定着生态系统的效益和生
活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可用性和舒适性 ，是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生态健康是生态系统的内在
稳定性和抗干扰性水平。生态健康评价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为生态系统损害评价提供依据； 二级指标层
是对一级指标层的详细分解，参照政策目标、民众需求及相关文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易获取的评价指标，指
标数据的获取方法以遥感监测、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及模型相结合为主。
表1
Table 1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体系
Spatial identification index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体系

Spatial identific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一级指标层
Level I indicator layer

二级指标层
Level II indicator layer

指标说明
Indicator description

生态空间质量
Ecological space quality

生物丰度指数

评价区域内生物的丰贫程度，对于维护和增强区域
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植被覆盖度指数

评价区域植被覆盖的程度，对于区域绿地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水网密度指数

评价区域内水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于统筹区域水资
源调配与防洪减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胁迫指数

评价区域内土地质量遭受胁迫的程度，对于生态脆
弱区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污染负荷指数

评价区域内所受纳的环境污染压力，对于污染场地
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游憩指数

评价居民享受生态游憩的能力，对于人居景观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空气质量指数

评价区域内空气质量的优劣程度，对于人居景观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景观连通性指数

评价区域景观连通性，对于构建山水林田湖草连通
格局，增强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景观多样性指数

评价区域景观多样性，对于破碎景观中动植物栖息
地和物种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保护

评价生态系统保护生物抗干扰的能力，对于维护和
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水源涵养

评价生态系统涵养水资源的能力，对于统筹水资源
调配具有重要意义

水质净化

评价生态系统净化污染物的能力，对于区域水污染
治理及湿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水土保持

评价生态系统减少泥沙淤积与减少营养元素流失
的能力，对于水土流失灾害防治及林地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system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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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层
Level I indicator layer

生态健康
Ecological health

2．3

二级指标层
Level II indicator layer

指标说明
Indicator description

固碳释氧

评价生态系统固碳和释氧的能力，对于人居景观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休憩娱乐

评价生态系统景观休憩、文化旅游的能力，对于人
居景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活力

评价生态 系 统 的 初 级 生 产 力，对 于 提 高 区 域 承 载
力、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力

评价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对于生态系统结构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恢复力

评价生态系统在外部干扰后恢复原有结构和功能
的能力，对于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完善区域生态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的阈值
确定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的标准，不仅对生态修复空间范围的选取，对于生态修复空间的治理及驱动力研

究均具有很大的帮助，是区域生态空间评价研究的关键 。目前对于修复标准的选取，往往采用生态城市、园林
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目标值或规划值、国际发达城市建设标准值、全国最高、最低或现状值作为相关指标的标
［49］

准，
而这些标准并不能准确的反应生态空间是否需要修复 ，对生态修复空间的辨识指导意义不大

。 或者参

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要求，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系统敏感脆弱区域的空间分布作为生态修复空间评价指
［20，
66］

标

，
然而这些标准仅注重区域生态极重要区及生态极敏感区 ，对于潜在的生态修复空间缺少辨识。 生态

修复空间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明显退化的生态空间 ，而是结合区域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人为的识别需要
提升及完善的生态系统，满足人类所期望的生态系统状态。对于生态修复空间指标阈值的选取，很大程度上
决定于社会效益、政策目标。同一生态空间，面对不同的城市化水平、不同的人类期望，其评估结果相差很大。
因此区域生态修复空间的辨识评价 ，应该全面剖析区域社会、经济效益，明确生态政策目标，探讨生态空间状
态的时空变化特征，筛选区域低水平的生态空间及持续降低的生态空间 ，而非主观判定其是否需要生态修复 ，
从而保障评价的客观性。
2．4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指标权重
［67］

评价指标的权重赋值是综合评价体系中重要的环节 ，对结果具有显著的影响
［68］

选择主要集中于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 研究对于指标权重的

。对于主观赋权法主要考虑根据其主观价值判断评价指标对于

评价对象的重要程度，一般依据已有的专家知识或经验，人为主观确定指标权重，主要包括专家评判法、层次
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法对现有生态健康评价 、生态风险评价中具有较广泛的用途，但在评判过程中主观性较
［69-70］

强，不同专家自身的知识结构及个人喜好不同 ，权重选取欠缺科学性，稳定性

。 客观赋权法则根据收集

的生态指标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将各指标值经过分析处理后得出权数的一类方法 ，主要有
熵权法、变异系数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由于指标权重的选择根据样本指标值本身的特点来进行赋权 ，具有较
［60，
71］

好的规范性，客观性强

。但其容易受到样本数据的影响，不同的样本会根据同一方法得出不同的权数，

对于结果并不能具有很好地应用性 。
对于区域生态修复空间辨识评价中 ，数据量大，且部分信息不能准确量化，尤其在指标的选取上较多侧重
于政策及公众的选择，采取客观赋权法确认权重太过单一 ，并不能较好的反应政策目标及居民选择 ，难以真实
表征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对评价结果造成影响； 而主观赋权法，虽然权重确定的过程有较多的人为主观
性，然而在生态修复空间辨识中，公众及决策者的选择恰恰是识别生态修复空间的关键 ，通过主观赋权法更能
直观的通过选择居民或决策者普遍关心的指标 ，提升区域生态空间质量及服务水平，实现人类福祉建设。 因
此主观赋权法有其科学合理性，其实用性要强于客观赋权法。本文建议在确定权重的过程中优先采用层次分
析法，基于前期调研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按其重要性程度评定等级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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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权重，不同区域可根据区域自身生态特点及政策目标合理确定各指标权重 ，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3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研究展望
生态修复空间的辨识是亟待开展研究及完善的生态评价中重要的一环 ，是以新的视角将生态学与政策制

定、国土空间规划相结合的新领域。通过生态修复空间的辨识及治理能够科学的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优
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加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高区域生态空间的生态承载
力，是当今实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尽管近年来生态评价的研究和技术发展迅速，但针对生态
修复空间辨识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仍不完善 ，较多的集中于单一生态类型的修复技术的探讨 ，对于生态修复空
间的选择上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决 。
3．1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结果的尺度转换与多尺度综合
生态修复空间辨识首先涉及尺度问题 ，包括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尺度评价指标体系存在明显

的差异性，小尺度如单一生态类型中传统的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 、功能和生境评价，转变为区域尺度的宏观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指标为主。对于小尺度空间辨识并不能较好的客观反映现实结果 ，空间辨识应该涉及多种生
态类型、景观的组合，应立足于区域尺度，即包括县域、市域、城市群、省域、国家和大洲等空间尺度，通过空间
格局分布，探究其差异性及内部联系，将不同尺度下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探讨其内部的关联
性，以及不同尺度之间的相互转换途径与方法 ，制定由上到下的综合修复政策及措施，划定不同生态修复区，
并通过时间尺度的研究，建立长期评价及反馈机制，对生态修复空间的演替规律及其未来变化趋势做出正确
的评估，并通过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快速获取、分析研究基础数据，并实时监测识别待修复空间，是当前研
究及应用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的核心和关键 。
3．2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与方法的应用
辨识生态修复空间更多的面向于政策需求 ，意味着不仅仅考虑生态因子的影响，还要较多的考虑社会因

子、经济因子，实现复合生态评价。如何在生态空间辨识工作中更多的引用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尤其对于国土
空间规划中，识别复合生态空间的特点，进而考虑利益权衡下生态修复空间、生态保护空间的选择，进行复合
生态管理，实现生态空间的自然、经济、社会多元复合价值将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之一 。目前城市化对生态
空间质量和服务的胁迫效应显著 ，对于复合生态修复空间的辨识与管理 ，要协调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局部
与整体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功序上复杂的系统耦合关系，实现人类福祉的建设，生态系统服务和居民
身心健康得到有效的保障。对于复合生态修复空间的辨识还需要从产业生态格局 、区域生态服务和生态文明
建设入手，强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评估及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 ，通过生态基础设施、生态交通、生态代谢
和生态健康技术综合评估，实现区域人居生态建设与经济生态效率和社会生态服务的和谐统一 。 因此，作为
宏观尺度的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的研究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与方法是区域生态修复空间辨识的重要依据 ，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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