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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 e a rc h o n U r b a n G re e n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e
Management in Mac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Service Demand

要：中国澳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随着

Abstract: Macao is a region with one of the highest population

城市和经济的发展，其生态环境压力逐渐加大，人们对城市绿

densities in the world. With continued urban development and

色基础设施(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UGI)提供的生

economic growth, the pressures on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态系统服务需求也日益增长。基于RS、GIS技术并结合社会、

also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his context the city's demand for

经济和自然等多源数据及实地调研，以统计分区为单元评估热

ecosystem services (ESs) provided by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岛调节、雨洪调节、噪声消减、休闲游憩和景观美学5种生态

(UGI) has also rise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RS) and geographic

系统服务的需求程度并分析其关联和差异，最后以此为基础提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technology, and combined with social,

出需求视角下的UGI管理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各类服务的

economic and natural multi-source data and field research, the statistical

高需求区多分布在澳门半岛地区，离岛较少；2)多种服务需求

partition was used as a unit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demand for five

摘

存在空间上的协同效应，针对各分区特征构建多功能型UGI可

ESs: heat island regulation, rain and flood regulation, noise ab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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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改善需求；3)澳门有72.5%的人口处于较高的服务需求状

leisure and recreation, and landscape aesthetics. Additionally,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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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人们获取各类服务的公平性需要得到改善；4)通过聚类分

respectiv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s we also analyzed before finally

析得出5种不同需求特征的分区群，并从UGI建设、更新和保

proposing UGI manage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护的角度提出涉及空间分布、功能优化和实施途径等方面的针

ecosystem services dem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more

对性管理策略，加强UGI管理在生态内涵上的考量，补充以需

high-demand areas for various ESs in the Macao peninsula and fewer

求为导向的管理思路。

in the outlying island; 2) there is a spatial synergistic effect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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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of service deman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functional

环境；需求

UGI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artition ca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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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基础设施(Urban Green

际使用或消费、降低风险，以及偏好和价值3种

指景观、生态系统或历史遗产等提供的精神美学

Infrastructure，UGI)具有提供水资源供给、雨

类型 ，同时又包括物质需求、安全需求和精神

满足和审美体验等非物质性利好[8]，可以通过识

洪管理、气候调节和休闲游憩等多种生态系统服

需求3个层次[4]。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有着不同的

别人们的娱乐活动行为和特定喜好进行评估[9]。

务(Ecosystem Service，ES)的重要功能[1]。

量化评估方法，其中安全需求侧重于调节服务，

在城市中，调节和文化服务与人类的联系尤为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UGI提供的ES需求越

通过结合社会和经济系统的暴露度、脆弱性和潜

紧密[8，10]，对城市人居环境产生着更为显著的影

来越大[2]。这些需求主要指人类消耗、使用或需

在风险进行评估量化[5-6]，社会经济指标在其中的

响。量化并明确ES需求的空间格局，识别和审

要和期望的服务功能量，通常可以分为服务的实

[3]

[7]

作用不容忽视 ；精神需求侧重于文化服务，是

*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liuxiaoming@bjfu.edu.cn

视服务保护优化的优先区域和差异性[11]，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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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UGI和提高人类福祉起着重要作用[12]。

市，西邻横琴岛，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目前，整合ES需求的综合评估已经成为一

之一，据统计其城市化率已达到100%[23]。经过

种较为成熟的ES研究模式，但常见于区域尺度的

多年的填海造地，澳门已由原来的三岛变为半岛

[3]

研究，且多是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和土地利用
[13]

和离岛的两岛格局。本文以澳门历年统计年鉴的

等提供决策支持。近年来，城市尺度

23个统计分区为基础，其中路环区由路氹填海

上的综合评估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开始探索如

区 ①和圣方济各堂区组成，由于二者景观格局和

何通过UGI管理改善需求状态。Meerow等[14]通

特征差异较大，故将路环区拆分为两部分形成24

过评估底特律6种ES的需求程度构建UGI的规划

个分区②(图1)进行研究，各分区的UGI分布存在

模型，为UGI选址和效益最大化提供参考和决策

差异(图2)，研究区总面积为30.87km2。

规划管理

依据；顾康康等[15]选取5种反映ES需求的指标对
合肥市的UGI进行多功能评估，以此来识别高需
求区域并分析不同服务之间的关系，为UGI的布
[16]

2 研究方法及数据
利用澳门自然、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的多源数

局和多功能优化提供指导；Lovell等 从多种ES

据，评估24个分区的热岛调节、雨洪调节、噪声

的角度探讨了UGI多功能性的重要性，鼓励利益

消减、休闲游憩和景观美学5种ES的需求情况，

相关者参与UGI的规划和管理，以求为更广大的

其中3种调节服务通过构建脆弱性指标反映需求

群体提供福祉。但以上研究在评估数据精度和空

程度，2种文化服务通过服务压力和关注度指标

间化上仍有改善空间，评估方法上仅使用环境指

反映需求程度。

标，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指标对服务需求评估的影

2.1 热岛调节

图1 研究区域

响，导致评估结果不能真实反映与不同需求者特

采用遥感影像进行地表温度反演获取温度分

征相关的潜在差异，在整合多功能分析后，如何

布(图3)。首先选取影像质量较好、无云层遮挡、

针对性地进行UGI分类管理等也有待深入探讨。

热岛效应较为显著的2016年9月18日(2017年无

算得出的分区暴露强度，无量纲；M 为结合不同

随着澳门的城市发展，不透水地表不断压迫城市

合适影像)Landsat 8 OLI/TIRS(轨道号122/45)遥

土地利用类型的能值计算的分区敏感性，sej；

感影像数据，在ENVI 5.3软件中进行辐射定标、

N 为综合分区人口密度、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

大气校正和影像裁剪等预处理，并利用辐射传输

人口比例、人均收入、千人就学人口，以及千

生态空间

[17]

，导致城市热岛效应显著

通噪声问题突出

[19]

[18]

、道路交

、局部洪涝灾害风险加剧

[20]

，

[21]

以及休憩空间服务压力不断增大 ，城市ES的重
要性需要得到更多关注。然而关于澳门的ES研
究却极少，仅有李金平等

[22]

进行了不同时期生态

人医疗人口③数据的能值转换评估的分区适应能

[24]

方程法

进行地表温度反演。

热岛调节需求使用基于反演的地表温度和分
区相关人口指标评估城市热脆弱性

[25]

的方法得

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澳门

出，脆弱性越高的分区热岛调节需求越大，计算

的城市发展特点、问题和生态系统特征，结合遥

公式如下：

感解译、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等手段，评估了各
分区热岛调节、雨洪调节和噪声消减3种调节服
务，以及休闲游憩、景观美学2种文化服务的需

2.3 噪声消减
以澳门环保局2017年24h平均等效连续A
声级监测数据 [19] 为基础进行分区噪声消减需求

D HR =(P density×maxP density-1×0.7+P 65+×
maxP

力，sej。

-1
65+

×0.3)×T

评估，由于该数据基于500m×500m网格进行

(1)

噪声分布情况模拟(图5)，因此首先在ArcGIS

式中，D HR 为热岛调节需求；P density为分区

10.2中通过最邻近法重采样将栅格单元格改变为

2

求情况。通过评估结果识别不同区域对各种服务

人口密度，人/km ；P 65+为分区65岁以上人口

1m×1m，然后通过分区统计获取分区环境平均

需求的差异，得出补充和优化ES的空间分布和类

占比，%；T 为在ArcGIS 10.2中以分区为单元

噪声值(dB)。

别优先级；总结澳门不同分区UGI服务需求的规

统计的反演温度平均值，℃。

律和特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然、社会和经

2.2 雨洪调节

济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并提出不同角度的管理
策略，以求有效改善需求供给之间的平衡状态。

1 研究区概况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113°31＇33″~
113°35＇43″E，22°06＇39″~22°13＇06″N)
位于我国南部沿海珠三角地区，北接广东省珠海

研究表明，环境噪声与儿童及老年的生理和
心理健康质量呈负相关[28]，他们是受噪声影响更

使用基于能值理论计算分区暴露强度、敏感
[26-27]

为严重的脆弱人群。故使用分区的14岁以下及

的方法反

65岁以上人口指标结合分区环境噪声值评估分

映各分区对雨洪调节的需求差异，脆弱性越高的

区环境噪声脆弱性，脆弱性越高的分区噪声消减

分区需求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需求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性和适应能力评估洪涝灾害脆弱性

DRR =i ×M ×N

-1

(2)

式中，D RR 为雨洪调节需求；i 为使用SCS
水文模型

[26]

计算年降雨径流(图4)后通过能值换

DNA =(P 14- +P 65+)×N

(3)

式中，D NA 为噪声消减需求；P 14-为分区14
岁以下人口占比，%；P 65+为分区65岁以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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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N 为在ArcGIS 10.2中以分区为单元
统计的环境噪声平均值(dB)。
2.4 休闲游憩
由于研究区面积小、绿地分散，各分区特
别是半岛地区的绿地可达性良好 [29] ，因此休闲
游憩需求主要因人口密集和绿地规模不足产生。
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参考澳门自然网④在录的休
闲游憩绿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绿化区》⑤地图
中的公园区域整合得到休闲游憩服务绿地评估
数据(图6)。在ArcGIS 10.2中以分区边界做4级
(100、200、300、400m)缓冲区，分别统计每

2

3

4

5

6

7

个区段的绿地面积，并由近至远赋值，再结合每
个分区的人口数据评估得出各分区的休闲游憩服
务压力，压力指数越大，则分区需求越大，计算
公式如下：

D L R =P × (A 0 × 9 +A 1 0 0 M × 7 +A 2 0 0 M × 5 +
A 300M×3+A 400M×1)-1

(4)

式中，DLR 为休闲游憩需求；P 为分区人口，
人；A 0为分区内绿地面积，m2；A 100M为分区边
界至100m缓冲区内的绿地面积，m 2；A 200M、

A 300M 、A 400M 分别为100~200、200~300、
300~400m缓冲区内的绿地面积，m2。
2.5 景观美学
相比审美偏好调查或回归模型，使用社交网
站的地理标记照片评估景观美学需求是更为直接
合理的方法[30]。Flickr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最大
的照片公开社交网站，利用该平台的数据识别人
们更关注的休闲娱乐区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评估
方法[31]。
爬取在Flickr网站 ⑥以“澳门”为关键词搜
索的2012—2018年约4万个照片地理标记数据
作为基础数据库，基于数据中的“标签(tags)”
剔除与“风景(landscape)”无关的数据，再基
于人工判读筛选照片编号(photoID)进行二次剔
除。将有效数据的坐标信息导入ArcGIS 10.2，

8

图2
图3
图4
图5

UGI覆盖类型
地表温度反演
径流系数
噪声监测结果

图6 休闲游憩绿地分布
图7 2012—2018年Flickr数据核密度分析
图8 分区尺度5种服务的需求程度评估

对标记点进行核密度分析，可以清晰地得出关注
热度的分布差异(图7)。通过分区统计使用分区

3 结果与分析

2.6 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

边界叠加统计标记点数量，以每个分区的标记点

基于R语言对评估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

密度表征景观美学需求程度，标记点密度越大，

24个分区的5种服务需求，以及研究区的社会、

通过ArcGIS 10.2软件将各分区的5种服务需

则景观美学需求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经济和自然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另外，在对每个

求评估值用自然断点法分为5级(图8)进行比较，

分区的5种服务需求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后，使用K

发现不同区域间各种需求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

DLA =N point×A

-1

(5)

式中，D LA 为景观美学需求；N point为分区的
2

标记点个数，个；A 为分区面积，km 。

[32]

均值算法(K-means)进行聚类分析

，并基于识

别出的不同簇，将24个分区进行类型划分。

3.1 需求分布

异。热岛调节需求较大的是新桥区、荷兰园区、
高士德及雅廉访区等；雨洪调节需求较大的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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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黑沙环新填海区、黑沙环及祐汉区等；噪
声消减需求较大的是台山区、黑沙环新填海区、
黑沙环及祐汉区等；休闲游憩需求较大的是下环
区、新桥区、高士德及雅廉访区等；景观美学需
求较大的是沙梨头及大三巴区、中区、外港及南
湾湖新填海区等。总体而言，各种服务需求大的
区域多集中在半岛地区，需求大的区域即为UGI的
服务优化和补充优先区。
3.2 相关分析
1)由各种服务需求间的相关性分析(图9)可
知：热岛调节与其余4种需求都呈正相关，与休
闲游憩最为显著；雨洪调节与噪声消减、休闲游
憩呈显著正相关；休闲游憩与除了景观美学的其
他3种需求都呈显著正相关。以上综合说明除了

图9 各分区服务需求及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矩阵

景观美学之外的其他需求在空间上均存在一定的
的相关性(图9)，它们共同反映出研究区不同需求

塘区等4个分区，这4个分区对5种服务的需求程

2)由各分区的服务需求程度及其社会、经

程度分区的一些特点，如高需求分区面积较小、

度一般；第四类包括荷兰园区等5个分区，它们

济、自然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图9)可知：除了

缺乏UGI、人口密度高、房价低、人均收入和教

对除景观美学之外的4种服务的需求均较大；第

景观美学之外均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即人

育水平较低、人居环境较差；低需求分区面积较

五类包括海洋及小潭山区等3个分区，这3个分区

口聚集的分区对服务的需求较大；分区房价与热

大、UGI充足、人口密度低、房价高、人均收入

对5种服务的需求最低。

岛调节、景观美学需求呈负相关；人均收入与热

和教育水平较高、人居环境良好。

岛调节、雨洪调节和休闲游憩需求呈负相关；高

3.3 聚类分析

协同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等教育人口占比与除景观美学之外的需求均呈较

分区尺度上的聚类分析将24个分区按照需求

本文基于5种ES的需求评估，从分区尺度分

显著负相关；分区面积与热岛调节需求呈一定负

差异分成5类分区群(图10)：第一类包括新桥区

析不同服务需求程度的分布差异与关联性，并通

相关；UGI区内占比与除景观美学之外的4种需求

等7个分区，它们对5种服务的需求都很大，且都

过聚类分析揭示5类特征明显的分区群，以求提

都呈明显负相关。而景观美学与其他指标的相关

集中在半岛地区；第二类包括东望洋区等5个分

出具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研究表明，5种服务

性均不明显。

区，这5个分区对景观美学有很大需求，而对其

需求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需

他4种服务的需求不显著；第三类包括望厦及水

求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半岛地

3)社会、经济和自然指标之间也显示出一定
表1 			

不同服务功能侧重型UGI的优化途径及5类分区群的UGI管理策略

名称

热岛调节

雨洪调节

噪声消减

休闲游憩

景观美学

分区群UGI管理策略

类型优化

遮蔽型UGI

集雨型UGI

防护型UGI

可达型UGI

观赏型UGI

第一类：注重开发剩余空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严格控制

空间分布优化

步行街道、广场等

地势低洼区域、停

道路两侧区域、建

居住、商业区域等

旅游及配套设施

未利用地的不透水地表比例，拓展UGI的规模和数量，提升

热暴露区域，建筑

车场、建筑屋顶等

筑外墙等

区域等

UGI的多功能性，改善多种需求；
第二类：优先增加观赏型UGI，注重公共空间植物群落搭

屋顶、外墙等
主要生物物理

冠幅大、覆盖度高、 高叶面积指数、

更高、更宽、郁闭

具备健身、交流空

搭配种类更多样的

配，增加灌木种类，降低乔木覆盖度，丰富色彩搭配，改善

特征优化

分枝高的乔木[37]

高乔木郁闭度、

度更高、叶更密的

间的微绿地[21]，绿

灌木，降低乔木的

分区内的景观美学需求；

高灌木覆盖率的

植物群落，紧密种

廊、绿道、楔形绿

覆盖度[41]

第三类：保护分区内现有自然资源，防止城市扩张发展导致

植物群落 [38]

植的灌木[39]

地[40]

树阵、行道树、绿色 雨水花园、人工湿

道路两侧绿化带、

口袋公园、街边休

花坛、花钵、

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

屋顶、垂直绿化等

垂直绿化等

憩区、带状游园等

花境等

第四类：注重分区内UGI的内在功能提升，拓展除景观美学

实施路径

地、植草沟、绿色

的损失和侵占，对青洲山、望厦山和西望洋山已经受到破坏

之外的其他4种功能侧重型UGI的规模数量，也可结合实际情

屋顶等
第一类分区群

***

***

***

***

***

况对景观美学型UGI进行功能改造；

第二类分区群

*

*

*

*

***

第五类：划定城市生态保护边界，严格控制和保护大潭山、

第三类分区群

**

**

**

**

**

小潭山和路环山的现有生态资源，保证规模不减少、功能不

第四类分区群

***

***

***

***

**

退化

第五类分区群

*

*

*

*

*

注：基于聚类分析结果概括，“*”越多表示需求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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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同服务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效应，针
对各分区特征优化UGI的需求功能、构建多功能
型UGI可有效改善需求；各分区和5类分区群在
需求程度和类别上存在差异(图11)，还需通过服
务功能的权衡进行UGI的优化；处于高需求状态
的第一类(48.6%)和第四类(23.9%)分区群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72.5%，多为相对弱势群体。基于
此，可以从以下不同角度探讨UGI的管理策略。

10-1

11-1

10
10-2

11
11-2

1)资源稀缺条件下的UGI建设。
第一、第四类分区的高需求主要由UGI规模
严重不足引起，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大规模
拓展建设UGI难以实现。因此，存量背景下需要
继续开发剩余空间并将其转换为立体交通绿地、
口袋公园、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等形式的“微绿
地”[21]，增加绿斑密度，构建微绿体系，实现生
态效益的最大化 [23] ；外港及南湾湖填海区、路
氹填海区和黑沙环填海区是3个不同时期的填海
区，其中外港及南湾湖填海区的服务需求最低，
其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UGI覆盖比例是重要的

图10 分区尺度聚类分析
图11 各分区服务需求及UGI比例差异

影响因素。以此为鉴，在未来的填海造地模式下
各方面需求。

要控制不透水地表的比例，保证UGI的数量和规

最低的第五类分区群来说，面对澳门城市发展不

模；还要避免“硬质”填海，充分合理利用岸线

断带来的生态环境压迫，保护现有的UGI资源尤

本文基于分区的ES需求评估探讨了该视角

资源，提倡利用功能湿地填海模式拓展生态岸

为重要。要在这2类分区群内划定城市生态保护

下UGI的管理策略，相比于现有管理模式加强了

[33]

边界，严格控制城市开发，特别是针对因城市

对生态内涵的考量，拓展了服务受益者需求导

化发展被持续蚕食的青洲山、望厦山、西望洋

向的管理思路，提高了UGI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

线，构建滨海生态屏障

。

2)基于功能优化的UGI更新。
诸多研究表明UGI的ES表达与其类型
空间分布

[35]

和生物物理特征

[36]

[34]

、

等方面存在联系，

因此可以基于这些方面针对现有UGI提出相应的

[43]

，以及

性，但由于数据获取和评估方法的局限，研究

目前人为干扰相对较少的路环山和路氹城生态

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此外，需求评估只是

保护区一区。

ES研究的一部分，后续还需结合供给方面进行

山、大潭山和小潭山等原有自然资源

功能优化途径(表1)。由于5种服务需求既有程度

4)UGI的社会公平性改善。

供需平衡和空间匹配的深入研究，探讨更加细

上的差异，又有空间上的协同，所以UGI的优化

城市中弱势群体聚集的区域往往拥有更少

致的管理内容。

应包含权衡和协同2个层面。从权衡层面来看，

的绿色空间，自然资源的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

基于评估结果确定需求的优先级后，可以通过

平性 [44] 。正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第四类分

不同功能的优化途径针对性地改善需求突出的服

区群的人口大多是收入低、教育水平低、老幼比

务类型。如第二类分区群在景观美学上有突出需

重大的相对弱势群体，而UGI比重大的区域又都

求，可以侧重更新观赏型UGI；第四类分区群对

位于居住条件较好的高房价分区。这种公平性需

除景观美学之外的其他4种需求更高，提升其内

要改善，因为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社会劣势因素的

在功能就更具有针对性。从协同层面来看，5种

结合会导致公共健康方面的差距不断加大，特别

服务功能侧重型UGI的优化途径也各有交集，在

是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 [45]。要充分考虑社

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将现有功能单一的UGI更新

会、经济因素对UGI管理建设的影响，将它们纳

为多功能型UGI

[42]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多种服

务需求，特别是第一、第四类分区群。

入管理决策，针对特定服务需求加强干预

[16]

，

才能更有效地增强城市弹性，改善人居环境，
[14]

3)城市发展背景下的UGI保护。

降低社会脆弱性

对于需求相对较低的第三类分区群和需求

弱势群体参与UGI的规划设计，切实明确和改善

。还要鼓励当地居民特别是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

因路氹填海区没有居住人口，相关指标以离岛的综合平
均值作为参考值。

②

来源：2017年澳门统计年鉴，澳门统计局网页：
https://www.dsec.gov.mo/zh-MO/。研究区域不包含
澳门大学珠海校区和新城A区。

③

来源：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详细结果。详见https://
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4。

④

来源：https://nature.iam.gov.mo/c/park/list。

⑤

来源：澳门地籍局2018年出版《澳门特别行政区绿
化区》。

⑥

来源：http://flic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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