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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城市热岛、生态用地流失、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风险

问题，已成为威胁生态安全、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生态安全健康发展的保

障和关键。梳理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研究现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同时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城

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基本框架，并提出了生态安全格局未来的研究重点: 城市群区域和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尺度综合评

价、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及对生态安全的胁迫作用、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生态安

全格局构建、模拟和优化。通过耦合社会经济数据、卫星遥感数据、城市地图大数据，评价城市内部和外部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

服务，保障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流畅通传输，实现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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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imbalance and disorder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ecosystem services is caus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uch as the intensifying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loss
of ecological land，and the aggravation of ecological risk and so on，and becoming important factors threatening eco-security
and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So，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constructing a healthy eco-security pattern are the guarantee and ke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security． In this study，we review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ecosystem service evaluation and eco-security pattern
construction，analyzed the existing deficiencies，established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an eco-security model for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and then proposed the future research focu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which
included the multi-scal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and urban internal ecosystem services，the
division of urban functional areas and its stress on eco-security，the interconnection of ecological processes，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the construction，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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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service flow． By coupling socio-economic data，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sets，and big data from urban online

maps，the ecosystem services at different scales of inner city and outer city would be evaluated，the smooth transmiss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would be guaranteed，and ultimately the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would be realized．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eco-security pattern; ecosystem services

快速城市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人类对经济发展的不断追求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导致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沙尘暴、水污染、大气污染、温室效应、厄尔尼

诺现象等，直接威胁到区域生态安全［1］。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群已成为人类生活

与生产的主要空间，以城市为对象的生态安全保障研究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2-5］。生态系统

服务供需平衡是生态安全的保障、维持区域生态健康发展的基础。然而，目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城市

群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多为理论研究，耦合生态过程［6-8］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9-10］的有效应用较少; 目前开展

的生态安全评价多为静态评价，不能反映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动态变化过程，尚不能作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的基础; 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元胞自动机、CA-Markov 模型等人工智能方法是生态安全的动态模拟有效手段，

但是数据获取依旧十分困难; 常见的空间分析方法主要有多准则分类法、空间叠加技术、情景模拟、人工智能

优化法及以上方法的综合，综合模型集成了多个模型优点来解决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化和生态格局的优化问

题，对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或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服务［11］研究较为模糊，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数据、城市景观格局数据获取困难，导致的研究成本高和评价结果

误差较大等问题;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过程模拟在准确度、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上还尚不能满足生

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需要，如价值量法在评估过程中往往存在主观性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12-14］，物质

量法评估的不同服务之间量纲不相同、不易于比较和综合评价的问题［15］，能值法由于部分生态系统服务与能

值关系弱，导致能值转换率不易确定的问题［16］; 多尺度的生态安全格局评价、构建、模拟和优化的可操作性和

可实施性不强，缺少一个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模拟平台［2］。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评价方法和模型构建，如 Costanza［13］、De Groot［17］、MEA［18］的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角度

的分类，亦有如张彪和谢高地［19］从人类对生态系统需求角度的分类; 主要的评价模型有 InVEST、AＲIES、
SolVES 等。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 1) 不确定性。随着城镇化的加速，生态用

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下降，但是建设用地的增加又使得市民城市内的购物休闲等服务增加，

最终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评价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城市生态格局的构建具有很强

的影响。( 2) 城市内部研究较少。城市内部研究需要较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且城市基础数据获取困难，导

致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结果较为粗糙，且由于数据获取渠道的不同，导致评价结果在时间尺度上缺少连贯

性，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高精度数据获取及耦合生态过程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应用开放数

据源、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获取时空高分辨率数据、构建生态格局评价及模拟、优化成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关

键。因此本文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安全格局内涵及其内在关系，到所需关键数据获取手段，再到生态安全格

局框架构建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1 城市群生态安全、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内涵及其关系

1．1 城市群生态安全内涵

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区域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使

生态环境保持既能满足人类和生物群落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能使生态环境功能不受损害，并使其与经

济社会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19-20］。城市群生态安全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典型，是通过对区域内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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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如关键节点、斑块、廊道及生态网络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综合调控，实现城市内部和外部、行政

区之间的生态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目前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生态安全的理论研究和定性

评价［21-23］。城市群生态安全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1) 城市内部与外部的生态平衡与协调［24］。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城市内部与外部的空间结构、自然

环境、人类需求、人口构成与分布、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和强度、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差异性，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也

不尽相同，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须将两者分别考虑，并通过供需关系进行综合评价; 第二，近几年，我国城镇化

快速发展，要求我们需要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动态地考虑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实现

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预测和模拟，进而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安全格局，实现人类需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 2) 城市群内不同行政单元间的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正常运转。生态系统服务流是生态系统服务在自然

和人为的双重驱动下，从供给源向受益汇发生的时空转移。其供给源为由生物( 动植物、微生物) 与非生物成

分( 光、热、水、土、气) 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其受益汇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利益的区域［25］，其本质

就是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过程、生态功能和景观格局的耦合［20，26］。生态安全是区域内土地利用变化、生态基

础设施建设、生物流、物质流、能量流构成的供需网络的动态格局的综合表现，由于区域内不同行政区的生态

环境、经济条件、城市定位、人口和产业构成的不同，导致区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流网络非常复杂，因此安全格

局的构建要实现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正常运转。
1．2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内涵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供给与无形的服务提供两方

面，主要分为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的提供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以及维持其他类型服务所必需的支持服

务［13，27-28］。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不受或少受威胁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从研究

内容上看，已从生态系统服务分类、单一类型供给计算、单一计算供给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学机制、权衡与协

同作用、供需平衡、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研究中［25，29-34］; 从研究方法上看，已从静态研究描述到动态研究模拟，从

定性解释到多个评估模型共同发展［35-36］。从供给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

务、文化服务; 从需求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包括: 物质产品需求、生态安全维护需求和景观文化传承需求三

大类［19］。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1) 供给与需求的量化统一。生态系统服务强调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供给能否满足人类需求及能满

足的程度，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价值量评估、物质量评估和能值评估法。各评估方法都有较明显的适用条件和

不足，其中价值量评估法的主观性强、结果的不确定性强; 物质量评估法无法统一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的量

纲，无法权衡各生态系统服务优劣程度; 能值评估法能值转换率不易确定，与文化服务等关系较弱、不易

表征［9］。
( 2)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过程的耦合。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其实质就是依循格局与功能的互馈，通过特定

空间斑块、廊道的景观结构保护，来实现特定或综合生态功能 /过程的保育［37］。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存在明显

的空间异质性及空间错位问题［38-40］，而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耦合可以有效的实现供需的有效统一。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大多数是静态、偏定性的评价，如利用 InVEST 模型的生境质量模块的时间序列分

析［41］，其是依赖先验参数进行即时定性的评估，并结合相关统计学方法进行年际间的变化比较的过程，而且

胁迫因子的选取、影响距离、权重以及生境对各胁迫因子的敏感性都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不便于进行综合评

价，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计算在时间尺度上同质性较强，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 在空间尺度上对生物流、物质

流和能量流等生态过程关注较少。
综上所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价中，宜使用影响到的人口数量和规模表征，供给大于需求时，注重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向和流量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盈余可满足的人口规模; 供给小于需求时，重点分析供需失衡

导致的环境问题及解决的方法，便于决策者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1．3 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的生存需求，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安

321412 期 景永才 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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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格局构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需要在一个公认的、
客观的生态安全评价体系，从多角度、多尺度开展生态安全研究，并依据安全评价体系对人类活动发展需求与

生态环境现状进行格局优化、风险预警模拟，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价是综合生态格局-过程-服务的生态格

局评价的有效手段［2］。
( 1) 生态安全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表征。生态安全是保障人类福祉的关键，随着人类活动干扰的加剧，生

态风险增加，生态脆弱性增加，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正常发挥，生态系统服务供

给无法满足人类发展需求，而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加剧生态系统的索取，导致生态系统功能持续下降甚至消

失的恶性循环。
( 2)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安全的前提。生态安全是一个抽象概念，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必须具有可操作

性和实施准则与标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生态过程、生态功能、人类活动等的综合评价，正好契合了生态安

全格局构建的标准，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研究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动态模拟提供了理论指导。通过探讨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可以达到对生态安全的测度。
( 3)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实现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的纽带。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衡加剧生态安全

风险，生态安全受到破坏影响人类生产生活，对人类福祉造成影响，比如近几年的大气雾霾的出现，是生态系

统调节失衡的结果，为保证人类福祉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保障生态安全不受威

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实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保证。

2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现状

2．1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研究现状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计算上主要通过供给模型、需求模型和价值模拟等方法及其综合运用，定性或

定量评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42-43］。具体方法包括基于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 (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LUCC) 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矩阵法、生态足迹法、问卷调查法和公众参与法、基于生态过程的模

型计算法、空间数据叠加分析法、市场价值法等［44］，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场景和优点，但这些方法应用到城

市群尺度仍然存在定量化评价欠缺、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主观性强、与人类活动关联性弱的问题。例如，基

于专家经验知识的定性评价，由于生态系统的时空异质性，该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基于生态过程的模型计

算法主要涉及单一生态系统服务的计算; 生态足迹法主要用来计算各类承载力问题，是在对土地面积量化的

基础上，在需求层面上计算生态足迹，反映当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关系［45］，目前多是以县级行政单元

为研究单位，忽略了空间异质性; 问卷调查法和公众参与法是一种辅助统计手段，目的主要是获取不同阶层、
年龄结构、性别的人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意愿和偏好，在小尺度上比较有代表意义，但是在城市群等大尺度

研究中意义不明确，更宜采用 POI 数据、道路网密度、地图服务商提供的路径规划等综合数据分析结果表征;

空间叠加分析法是将影响服务供需的各个因素的空间数据叠加，利用阈值等准则限定供给和需求的区域和程

度，该方法主要用于空间制图和定性分类; 市场价值法是将生态系统服务和供给全部转变为市场价值，主要根

据谢高地等［46］、Costanza 等［13］的价值当量法，该方法的特点是基于专家知识、方便快捷，但是该方法机理不清

晰，更多是采用物质量评估法，因其连接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能够揭示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机理［9］。
2．2 生态安全格局评价的方法和模型

生态安全格局已成为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47-48］。综合生态格局的发展，

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过程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关键步骤包括斑块的划分、生态系统服务“源”、“汇”、
关键节点的识别、生态廊道的识别、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流向和流量的计算［37］。目前生态安全格局主要的评价

方法主要有: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 PSＲ) 框架模型［49-50］、熵值法和灰色预测模型［5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

态安全耦合模型［52-5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流-需”的生态网络模型［25］(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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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安全格局评价方法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方法
Methods

特征
Characters

发展阶段
Stages

优点
Advantages

缺点
Disadvantages

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
Pressure-State-Ｒesponse model

定性 与 定 量 结
合，静态，可
预测

成熟，未来应用
受限

机理清晰，方法较为明确，从
人类需求角度分析，以生态可
持续性为研究目的

指标选取不统一，过度强调
了人类的干扰

熵值法 /灰色预测模型
The entropy method / the grey model

定量，静态，
可预测

成熟，未来应用
较广

较容易，能够克服主观性，客
观性强

过于依赖统计学原理，生态
学意义缺失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价模型
The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定性，静态，
不可预测

较 成 熟，较 流
行，未 来 应 用
受限

简单，能有效解决目前的生态
系统服务权衡问题

主 观 性 较 强，适 用 于 生 态
补偿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流-需的生态网络
模型
The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flow network

定 量，动 态，可
预测

发展中，未来发
展较理想

有效连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完善了供需时空错位的不足，
定量化表征生态安全格局的
现状，可模拟未来发展动态，
有较强生态学意义

方法较复杂，数据要求高

其中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生态安全格局评价方法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25，49，54-56］。基于生态系统服

务的供-流-需的生态系统安全格局构建模型是在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不匹配的基础上，通过生态系统

服务源地-廊道-汇的识别，结合生态学、地理学、图形学的理论知识，以生态系统服务流的形式连接生态系统

的供给与需求，定量化地描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转移，以供需关系表征生态安全格局是否健康的动态模型。
2．3 现有研究的不足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应依据格局与过程的交互作用，遵循城市发展定位与政策，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

局，达到对生态过程的有效调控，从而保障生态功能的充分发挥，实现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合理配

置，确保自然资源的生态和物质福利，最终实现生态安全［37］。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分类、计算方法和

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优化模拟方法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1) 在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方面:①城市内部的文化服务( 教育、消遣旅游服务等) 供需的忽略，文化服务数

据的获取可通过感兴趣点( Point of Interest，POI) 数据提取分析。②计算供给的方法的创新性不足。例如，计

算城市绿地可达性时，可替换常用的最小临近距离法，通过地图服务商( 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 提供的 API
接口计算耗费时间，比较不同出行方式评价城市绿地的生态服务。③研究单元的划分尺度较大，一般以行政

单元的研究单元的划分，不易挖掘空间异质性对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更宜借助道路网数据的研究单元划分

方法［57］。
( 2) 生态安全格局的方法和模型方面:①未能综合考虑城市扩张、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需求，从生态完整

性和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角度，构建适宜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格局［2］，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应注

重的是区域协调发展。②与生态环境问题耦合的不足，城市绿地能有效减缓热岛效应［58-59］，城市生态格局构

建应在满足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同时，耦合城市热岛、交通拥堵等问题，综合分析、优化。③城市内部数据

的有效获取和数据分析方法创新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成为人类生存与生产的主要空间，城市内

部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成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内部结构异质性导致景观格局的变化研

究缺乏，城市内部数据获取、处理和分析较为薄弱。

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网络平衡是保障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的纽带。城市群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功能上具

有分工合作，在交通上联合一体，在人口分布上具有向心集聚作用，并通过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服

务流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网络，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由于人口规模、城市定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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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及对资源利用和保护程度不同，导致城市群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协调。因此，城市生态安全

格局构建的主要内容有( 图 1) :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从生态完整性和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角度

考虑城市扩张、经济发展、生态保护需求、生态环境问题。②城市内部和外部多尺度多角度的协调考虑，城市

内部多源数据的有效融合。③以人口网格化为基础，实现以栅格像元为研究单元的自下而上的多尺度的、跨
行政区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④社会资源胁迫和生态过程与生态安全格局的耦合。⑤
基于生态系统流的生态安全格局评价、优化和模拟。

图 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理论框架

Fig．1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construction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 supply

and demand

3．1 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点

( 1) 多角度、多尺度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由于城市内部和外部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差异，安

全格局的构建有必要单独分、综合构建。城市内部主要

关注休闲和文化服务、城市热岛和交通拥堵等城市问

题; 城市外部考虑粮食生产、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

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服务的供需关系。对于需求的

计算，应在人口网格化的基础上，通过现状能满足的人

口数量或负荷程度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对比识别生态系

统服务供需关系，而人口网格化可以根据夜间灯光数据

划分城区和郊区［60］，城区按道路网数据进行斑块划分，

计算斑块内 POI( 购物、餐饮、科教等) 分布、道路密度、
人口统计数据、建筑物类型和密度构建城区人口分布指

数进行计算; 郊区通过土地利用数据识别农村居民点面

积、距行政中心距离构建郊区人口分布指数。以上数据

可通过 Google Eearth Engine 平台及地图服务商 API 获

取。通过人口空间分布的细化，实现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在省级、市区级、斑块不同尺度下的需求计算，是构建以

人为中心的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部分。
( 2) 社会资源胁迫下的生态安全格局

社会资源胁迫是指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压力，是威胁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目前，基

于统计资料、遥感影像的时间序列分析辨识景观格局演变特征以及城镇化类型、强度、空间影响范围及其驱动

机制，评价区域内资源胁迫和社会经济压力的方法和模型已较为成熟。城市功能分区是反映社会资源胁迫的

有效手段。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对研究城市结构、制定政策、配置资源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助于研究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后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增益和损耗以及功能区内景观格局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但

是，研究者对城市内部功能区的划分尚未达成统一，且现有的功能分区结果与人类实际社会经济活动脱节，并

未能反映真实的社会资源胁迫效应。而基于道路网和 POI 数据的城市功能区划分［57］是一个有效手段，步骤

是在依道路网划分斑块的基础上结合 POI 以聚类的方法划分城市功能区［57，61］。
( 3) 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格局的耦合

生态安全的基础是生态风险评价和管理［62］，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是对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过程的耦

合［63-64］。基于长期监测试验和模型模拟寻找可以表征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元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是加强

生态系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起始点［65-66］，而基于开放大数据的生态系统服务

与生态格局分析是是实现大尺度研究的分析和模拟的有效手段。生态安全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 /

覆被状况的改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景观空间面貌的改变，还体现在景观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土壤水

分、养分和土壤侵蚀等生态过程的时空变化［67］。不同生态过程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单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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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过程与各生态过程的耦合结果可能大相迥异，因此有必要深入解析不同生态过程的耦合关联［68］。在生态

安全格局构建及优化中，基于土地利用、降雨、水流过程评估水土流失、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程度，评价并优化

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农业生产需要和城市建设需求; 基于 LUCC 的生境质量评价，识别生态源和生态廊道，加

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斑块的连接。
( 4) 生态安全格局的模拟和优化

在不同情景的模拟和针对特定目标的优化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有效途径。借助 ＲS、GIS 技术、网络爬

虫、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城市边界、划分最小研究斑块、提取城市群地区生态节点、生态廊道等构建生态网络，

并对其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 基于粒子群或蚁群算法模拟多目标多情景下生态网络、林地、湿地、城市绿

地等重要斑块、生物群落等的空间优化配置技术［2］; 利用最短距离模型分析或者地图服务商的 API 接口直接

获取路径规划结果，从要素适应和空间协调方面探究生态调控的空间途径，基于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链蒙特

卡洛方法( CA-MCMC)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预测模型; 将现状生态网络与安全格局进行叠加与空间权衡，找出

目前生态网络的问题，探究生态调控的空间途径。
生态安全是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过程在资源环境胁迫下的研究，是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之间的权衡，是生

态系统服务供给与人类需求的平衡。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注重掌握新的技术手段、多源数据整合能力，通过

准确的数据从不同角度和尺度解析生态过程，更要贴合生态安全的目的———人类福祉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通过长期数据积累和验证，实现模型的优化和改进，并依据模拟结果优化景观格局现状、识别安全隐患、评
估生态风险，实现脆弱生态系统的保护、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生态安全格局体系的构建。
3．2 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框架

城市群生态格局的评价、构建需要多源数据的融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源数据的开放、大数据获取方

式的多样性、云计算平台的问世、机器学习算法的优化为多尺度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支撑。这些技术和方法与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具体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相关的计算机前沿技术介绍

Table 2 Introduc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related to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相关技术及数据提供 /处
理平台
Ｒelated technology and
data provisioning /
processing platform

用处
Usefulness

与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
的关联性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
security pattern

优点
Advantages

缺点
Disadvantages

高德 /百度地图
Commercial map
service provider

可获 取 POI、路 网 数 据、
交通状况、地物边界、城
市三维信息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功能
区 划 分、城 市 群 结 构 分
析、城市安全格局优化

数据准确度高、更新及时
需要一定的编程能力，只能
获取最新数据，限于国内

开源地图
Open Street Map( OSM)

可获取路网数据、城市三
维数 据、部 分 GPS 轨 迹
信息

热点区域分析、世界各国
不同城市布局比较、城市
群结构分析

开源、免费、数据获取容
易，可获取多国数据

国内数据缺失较多

谷歌地球
Google Earth

可获取不同尺度的历史
高清遥感合成图像，用于
遥感图像识别

生态系统地物属性识别，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计算
和多尺度研究

空间分辨率高，可清晰分
辨地物属性

大范围数据获取较难，但已
有相关软件实现

Google 云计算平台
Google Earth Engine

在线云处理平台，集成了
多个数据源，如 Landsat、
Sentinel、 MODIS、 Land
Cover、Cropland、Surface
Temperature 等 众 多 关 于
影像、地球物理研究、气
候和大气研究、人口统计
有关的遥感产品

城 市 热 岛、土 地 利 用 变
化、格局分析、时间序列
分析等

数 据 由 NOAA 和 NASS
提供，准确度高覆盖广，
由 Google 云计算平台提
供数据处理，强大的数据
处理能力

有一定难度，需要一定的数
学知识和编程能力

机器学习算法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可实现基于遥感影像的
城市内部地物识别和城
市结构识别

多尺度地物识别、历史城
市 格 局 反 演，安 全 格 局
模拟

未 来 发 展 趋 势，人 口 智
能，多学科融合

难度较大，但是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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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技术路线图

Fig．2 Technical roadmap for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POI: Point of Interest，兴趣点; LUCC: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 CA: Cellular Automata，元胞自动机; MCMC: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马尔科夫蒙特卡洛; A* : A star algorithm

在城市内部，随着人们对城市内的地图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许多数据提供商应运而生，如高德地图、百度

地图等，其提供并开放的 API 接口成为了重要的数据获取手段，可获取 POI 数据、详细的地表土地利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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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规划数据等; 遥感影像数据服务支撑机构，如 NOAA、NASS 等; 全球性免费开源组织 OSM ( 包括 Open
Street Map 获取精细道路网数据、OSM Buildings 获取地表土地利用数据) 等。除以上数据提供商外，更是出现

了比较优秀的云数据处理平台，如 Google Earth Engine 可以批量获取、处理多卫星影像数据集的平台，以

Google Earth 高清图像为数据源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卫星图像识别方法［69-70］。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绘制了生态

安全格局构建、模拟和优化的技术路线图( 图 2) ，关键技术包括: 人口的细化( 3．1( 1) 有相关介绍) ; 机器学习

样本库数据的获取; 城市内景观格局的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计算; 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耦合; 多

尺度的评价和模拟。具体步骤可以表述为: 从城市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计算，在城市

内部利用多源数据进行多尺度的生态过程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耦合，通过获取城市内部建筑物、景区、绿地、商
业服务、居民小区、教育服务区等数据为机器学习提供样本库，再通过获取 Google Earth 的历史图像数据进行

地物识别，实现对生态安全格局的时序分析，然后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最短路径算法( 亦可根据地图服务商

提供的路径规划 API 的结果) 、MCMC 概率模型进行格局优化模拟，实现最优安全格局的构建［71］。

4 结语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应以人类需求为导向，以生态环境问题为着力点，以优化景观格局解决生态环境问

题为目的，借助新的计算机技术，综合利用开源数据和数据处理平台，充分融合多源数据集，整合多学科研究

成果，探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要素的耦合机制，通过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动态平

衡，实现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城市规划提供理论指导。
生态系统服务是区域生态安全的表征。生态系统服务流是基于“源-流-汇”生态过程的评估生态系统服

务计算的有效评估方法，是实现城市内部与外部、行政区间协同发展的有效手段。多源、时序的海量遥感数据

( 可在 Google Earth Engine 平台云计算、数据获取) 的开放为生态系统服务时间序列的动态变化、生态安全格

局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撑，便于从大尺度上实现区域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流的研究; 国内地图服务厂商( 高

德、百度开放平台) 的多类型数据的支撑( POI 数据，建筑物、绿地、景区等数据集) 为实现城市内部生态系统

服务计算与生态安全构建提供了数据支撑;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方法的发展为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

局构建及模拟提供了更加强大的技术支持。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应该更加注重综合利用开源平台与数据

的支撑，进一步提升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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