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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视率的城市生态舒适度评价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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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从城市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利益，城市绿色空间是提供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载体。而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存量造成威胁，城市生态系统服务难以达到居民需求。传统的城市绿色空间评价指标集中于对

城市绿地面积的评价，指标偏向整体性和二维化，忽视了三维绿量，也鲜少关注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基于以上背景提出了一个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指标———城市生态舒适度，通过人体的主观感受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做出质量反馈，并结合灰

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该指标的评价模型。通过样本的条件对比分析得出，当绿视率水平低于 30%时，城市生态舒适度的主要影

响因子为绿视率; 当绿视率水平高于 30%时，则是湿度、PM2．5 浓度和风力等级。将评价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进行对比验

证，结果显示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表明评价模型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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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refer to the benefits that mankind obtains from urban ecosystems． Urban green space is
the main carrier for providing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poses a threat to the
stock of urban green space． It is difficult for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to meet the residents demand． The traditional urban
green spa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mainly evaluate the urban green space area． Those indicators are always integrated and
two-dimensional，ignor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green quantity and the quality of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this paper proposes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of urban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urban ecological comfort
index，which makes quality feedback on the urban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through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the human
body． Combined with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the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index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samples，it is concluded that when the green view index is lower than 30%，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urban ecological comfort index is green view index; when the green view index is higher than
30%，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humidity，PM2．5 concentration，and wind power level． 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model with the measured valu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trends of two sets of data are
basically the same，indicating that the evaluation model i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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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从城市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利益［1-2］。生态系统服务一般分为支持服务、供给服

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四类。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支持服务仍是其他服务的基础，供给服务相对较弱，调节

服务和文化服务突出［3］。人是城市的主体，居民福祉是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目的，城市绿色空间是提供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载体。调节服务的主要作用在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理健康，如净化空气，减缓

热岛效应，吸收噪音等。文化服务则是居民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城市绿色空间为生活在高密度城市中的居

民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地带，使其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减少负面情绪。已有研究证实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健康

水平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4］。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与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5］。城市人口密度激增，为满足

其生产生活需求，城市工程建设不断扩张，导致可用的城市绿色空间存量不断减少［6］。在此前提下，如何提

高城市绿色空间的质量，提供更多生态系统服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7］。
城市生态系统高度人工化，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指导其规划和管理的核心和基础［8］。城市生态系统

服务的主要评价方法有指标评价法、价值评估法及模型模拟法，其中指标评价法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是生态系

统服务评价的重要前提与基础［9］。目前我国在指导城市绿色空间规划时常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是城市绿地面

积占比和人均绿地面积这两类，关注数量而忽视了质量［10］。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提出了一个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指标———城市生态舒适度，通过人体的主观

感受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做出质量反馈。城市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直接影响人体感受，所以

人在某处感受到的生态舒适程度可以反映此处生态系统服务的良好程度。在目前的评价指标体系偏向宏观

性和整体性的前提下，更加关注需求方，即人类个体的感受。以人为本，从需求出发，明确什么样的城市生态

系统能为居民更好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有利于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衡［11-12］。完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评价指标体系，从全新的角度出发，为城市生态系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

结合 Google Earth pro 软件在北京市城区内选取不同绿化水平的 7 块样地，在每块样地内分不同时间批

次随机采集样本，样本数据作为构建数学评价模型的基础数据，表 1 为各样地的基本信息。

表 1 样地信息表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f sample plots

样地编号
Sample plot No．

地点
Location

绿化覆盖率 /%
Green coverage ratio

样地面积
Area

样本数量
Number of samples

1 奥森公园南广场 0 30 m×50 m 6

2 万优汇购物中心 5．71 68 m×116 m 4

3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15．63 78 m×47 m 3

4 清华东路西口 25．65 145 m×57 m 7

5 北京林业大学西区食堂 37．27 146 m×33 m 14

6 北京林业大学实验楼北侧 44．58 55 m×25 m 6

7 北京林业大学南门 52．31 100 m×85 m 16

2 研究方法

2．1 城市生态舒适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生态舒适度旨在通过一个局部小环境内各生态因子综合作用达到的舒适程度衡量此处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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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应满足指标的作用效果对人的主观舒适程度有明显影响，并可以反映生态系

统服务效果这两个标准。
( 1) 绿视率

当处在一个环境中时，视觉是观察和感受事物最主要的通道，一般可以获得 80%以上的周围环境信息，

生态质量好坏会在第一时间反映在视觉感受上，视觉舒适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的生态舒适程度［13］。绿

色植被不仅可以调节城市小气候，吸收有害气体，还可以缓解居民的心理压力，改善情绪，对居民的生理和心

理健康起积极作用［14］。绿视率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适用于局部小环境间的生态质量评价和比

较［15］。同时绿视率的使用也能弥补传统二维评价指标的不足，更加精细化、人性化，有利于在高密度城区的

用地几乎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发展二次绿化［16-17］。故选取绿视率作为城市生态舒适度评价的首要指标，从视

觉角度反映生态系统质量。
传统的绿视率定义为人眼视野范围内绿色植被所占比例［18］，单指某一方向。在城市生态舒适度研究中，

单一方向的绿视率过于片面，不能反映综合效应。故采用的绿视率指标为观测者一周四个方向的绿视率平均

值，反映所处环境的整体视觉舒适程度。
在视觉舒适度的基础上，还补充了 4 个指标反映体感舒适度，综合作用做出城市生态舒适度评价。
( 2) 气候因素

研究表明，对体感舒适程度影响最为突出的是热环境［19］。目前国内通用的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国

家标准采用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衡量气候的适宜程度。其中夏半年使用温湿指数，指数的计算采用温度和湿

度两个指标; 冬半年使用风速指数，指数的计算采用温度、风速和日照对数 3 个指标。本文借鉴此标准，选取

温度、湿度、风力等级 3 个指标加入城市生态舒适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体感角度衡量环境的舒适程度。城市

生态系统应具备良好的调节微气候，降温增湿等作用，这 3 个指标的表现水平也是反映此处生态系统服务质

量的有效指标［20］。
( 3) 空气质量

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环境负荷，特别是 PM2．5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

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1］。有研究指出，PM2．5平均增大 10μg /m3 时，死亡率将增加 0．98%，其引起的呼吸系统疾

病死亡率将增加 1．68%［22］。城市居民暴露在 PM2．5浓度高的环境中，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同时也直接影响

到人体的舒适程度［23］。城市生态系统具有杀灭空气中的细菌，吸收毒害气体，净化空气等作用，所以空气质

量也是衡量生态系统服务质量的一个标准。故本文选取空气 PM2．5浓度衡量空气质量，作为城市生态舒适度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个指标。
2．2 样本采集

7 块样地上空卫星图及各样地内的样本分布情况如图 1。在不同绿化水平的 7 块样地内共采集 56 个样

本，记录样本点经纬度、样本采集时间、绿视率、温度、湿度、空气 PM2．5浓度、风力等级等信息。同时收集观测

者对样本点处的生态舒适程度的主观打分，10 分为满分，同一块样地内的样本舒适度打分来自同一名观测

者，打分将用于在各绿化水平下各指标对生态舒适度的影响作用的定性分析。
绿视率数据采集方式为: 使用照相机在观测点处朝向前、后、左、右 4 个方向分别平视拍摄一张照片作为

绿视率观测图像［24-25］，如图 2。使用本文自主开发的绿视率计算算法计算每张观测图像的绿视率值，再将每

个观测点处四张观测图像的绿视率值求平均，即为此处的绿视率［26-27］。本文开发的绿视率自动算法原理为:

遍历像素矩阵，对每个像素点进行基于 HSV 色彩模式的阈值判断，符合条件视为绿色像素点，再计算绿色像

素点数量占像素点总数的比例，即为此图像的绿视率值。经验证此算法基本可靠，可以准确反映观测图像的

绿视率水平，且节省人力，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每张观测图像的绿视率值计算公式为:

GVIi =
ng

nt

× 1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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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地卫星图及样本分布

Fig．1 Satellite image of sample plots and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图 2 绿视率观测图像示例

Fig．2 Example of green view index observation images

式中，GVIi 为第 i 个方向下的绿视率值; ng 为此观测图像内绿色像素点数量; nt 为此观测图像的像素点总量。
每个观测点处的绿视率计算方式为:

GVI =
1
4∑

4

i = 1
GVIi ( 2)

样本均采集于 2019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31 日，各样地内样本的采集日期及样本编号见表 2。8 月份正值

盛夏，植物茂盛，长势处于全年最佳时期，有利于绿视率研究的开展。且夏季植物的蒸腾作用强，降温增湿效

果也较其他时节更为显著，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更高。
2．3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灰色系统分析法中的一种，是依据各因素数列曲线形状的接近程度做发展态势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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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28］。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于数据的数量和样本规律性没有太多要求，仅仅把主观表象的数据模型化、抽象

化、简便化，使所灰色系统的结构、因素及运行方式等方面由黑变白，逐渐明确，现已广泛应用于各学科

领域［29］。

表 2 采样信息表

Table 2 Sampling information

样地编号
Sample plot No．

地点
Location

采样月-日( Mon-Day)
Sampling date

样本编号
Samples No．

1 奥森公园南广场 8 月 14 日、8 月 19 日 1—6

2 万优汇购物中心 8 月 10 日、8 月 31 日 7—10

3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8 月 17 日 11—13

4 清华东路西口 8 月 9 日—8 月 10 日、8 月 16 日—8 月 17 日 14—20

5 北京林业大学西区食堂 8 月 8 日—8 月 10 日、8 月 12 日、8 月 16 日—8 月 20 日 21—34

6 北京林业大学实验楼北侧 8 月 12 日、8 月 14 日、8 月 16 日、8 月 17 日 35—40

7 北京林业大学南门 8 月 9 日、8 月 11 日—8 月 17 日 41—56

城市生态舒适度受多个指标影响，这些不确定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牵制，综合影响，使得城市生态舒适

度系统成为一个灰色系统。以 56 个样本为基础数据，根据灰色系统的行为特征数据，充分利用数据和信息寻

找各指标之间的数学关系，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即城市生态舒适度综合评价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求解的过程如下［30］:

( 1) 收集关联数据，选择参考序列 Ｒ0 = r01，r02，…，r0n( ) ，比较序列 Ｒi = ri1，ri2，…，rin( ) ，并得到评价矩

阵 Ｒ。
Ｒ = rij[ ] m × n i = 1，2，．．．，m; j = 1，2，．．．，n( ) ( 3)

式中，rij 为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第 j 个指标数据; m 为评价对象个数; n 为指标个数。
( 2) 对数据化处理后的矩阵进行数据变换，标准化处理数据得到无量纲标准化矩阵 X = xij[ ] m × n ，xij 为

标准化处理后的评价矩阵指标数据。本文采用 Z-score 标准化方式，其公式为:

yi =
xi － 珋x
σ

( 4)

式中，σ 为标准差

( 3) 求差序列 Δ0j( j) 、两级最大差 Δmax 和最小差 Δmin :

Δ0i( j) = x0j － xij ( 5)

Δmax = max
i

max
j

x0j － xij ( 6)

Δmin = min
i

min
j

x0j － xij ( 7)

式中，x0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参考序列数据。
( 4)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ξ0i( j) :

ξ0i( j) =
Δmin + ρΔmax

Δoi( j) + ρΔmax
( 8)

式中，ρ 为取值在 0—1 之间的相关系数，一般取值为 0．5。
( 5) 计算关联度 φ0i :

φ0i =
1
n∑

n

j = 1
ξ0i j( ) ( 9)

2．4 综合评价模型中的指标赋权与调整

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得到的各样本相对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即为综合评价结果，也就是该样本的城市

生态舒适度。但按照公式( 9) 计算关联度时，各个指标不涉及权重影响，导致各影响因素的个性被平均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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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故在做综合评价时应对各指标加权。
首先对模型中的各个指标进行初步赋权，将权重代入模型再次计算各样本的关联度。将所有样本得到的

关联度与最初观测者的舒适程度主观打分做线性回归拟合，查看拟合优度，以验证此权重的合理性。再不断

调整各指标的权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拟合优度达到最优，选取此时的权重为最终权重。代入权重后的关联

度计算公式为:

φ0i =
1
n∑

n

j = 1
Wj × ξ0i j( ) ( 8)

式中，Wj 为各指标权重。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绿化水平下各指标对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的影响作用

使用比较归纳法对每块样地内的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比较在不同绿化水平下各指标对观测者的舒适程度

打分的影响作用。
首先以 5 号样地中午时段样本为例，样本信息见表 3。23、24、28 号样本采集于 8 月 9 日和 16 日的中午

时段，其中 23 号和 24 号样本除绿视率外其他指标水平相近。相较于其他两个样本，28 号样本的温度和湿度

更低，空气质量更好，且有风，但在观测者的主观打分上并未呈现优势。而 23 号样本即使其他指标表现一般，

但绿视率最高，舒适程度打分也最高。可初步说明，在此绿化水平下，绿视率对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的影响作用

较其他指标更为突出。

表 3 5 号样地中午时段样本对比

Table 3 Sample comparison of the noon time of the sample plot 5#

样本编号
Sample No．

温度 /℃
Temperature

湿度 /%
Humidity

PM2．5浓度 / ( μg /m3 )

PM2．5 concentration
风力等级
Wind scale

绿视率 /%
Green view index

舒适程度打分
Comfort score

采集时间
Sampling time

23 31 65 74 西北风微风 40．99 9 08-09 12: 31

24 31 65 69 西北风微风 24．45 8 08-09 12: 43

28 30 40 21 北风 4—5 级 21．22 8 08-16 12: 51

再以 7 号样本中午时段样本为例，样本信息见表 4。41、45、54 号样本采集于 8 月 9 日、12 日、17 日中午

时段，3 个样本温度相同。其中 54 号样本的湿度最低，空气质量最好，且有风，尽管绿视率水平不高，依旧获

得最高的舒适程度主观打分。而 45 号样本的湿度较 54 号明显更高，即使绿视率水平最高，舒适程度主观打

分也并不高。可初步说明，在此绿化水平下，绿视率不再是影响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的最主要的指标，此时湿度

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同时 PM2．5浓度和风力等级也较强的影响作用。

表 4 7 号样地中午时段样本对比

Table 4 Sample comparison of the noon time of the sample plot 7#

样本编号
Sample No．

温度 /℃
Temperature

湿度 /%
Humidity

PM2．5浓度 / ( μg /m3 )

PM2．5 concentration
风力等级
Wind scale

绿视率 /%
Green view index

舒适程度打分
Comfort score 采集时间

41 30 66 74 西北风微风 24．75 4 08-09 12: 04

45 30 51 26 北风 4—5 级 50．66 4 08-12 12: 06

54 30 29 22 北风 3—4 级 27．34 6 08-17 13: 00

按上述方法对 7 块样地内所有时段的样本一一进行对比分析和归纳，得到在每个绿化水平下对观测者的

舒适程度打分的影响作用较强的一个或几个指标，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当绿化水平在 40%以下时，主要影响指标以绿视率为主; 当绿化水平高于 40%时，绿视率的影响

作用减弱，湿度成为主要的影响因子，同时 PM2．5浓度和风力等级的影响作用也较为突出。根据绿化覆盖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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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视率水平对应关系规律可以知道，绿化覆盖率为 40%时对应的绿视率水平一般为 30%左右。也就是说，当

绿视率水平较低时，绿视率对观测者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的影响作用最大; 当绿视率水平达到 30%左右时，绿

视率影响强度减弱，湿度、风力等级和 PM2．5浓度的影响作用增强，成为主要影响因子。

表 5 各绿化水平下观测者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的主要影响指标

Table 5 Main influencing indicators of subjective scoring of comfort level under various greening levels

样地编号
Sample plot No．

地点
Location

绿化覆盖率 /%
Green coverage

主要影响指标
Main influencing indicators

1 奥森公园南广场 0 绿视率，PM2．5浓度

2 万优汇购物中心 5．17 绿视率，湿度，风力等级

3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15．63 绿视率

4 清华东路西口 25．65 绿视率

5 北京林业大学西区食堂 37．27 绿视率

6 北京林业大学实验楼北侧 44．58 湿度，PM2．5浓度，风力等级

7 北京林业大学南门 52．31 湿度，风力等级，PM2．5浓度

3．2 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由表 5，将 7 块样地的 56 个样本分为两组进行数学模型计算。1—5 号样地绿化水平低于 40%，平均绿视

率水平低于 30%，为第一组，共 34 个样本，此时的主要影响指标为绿视率。第一组模型选定参考序列为 Ｒ0a =
( 47．21，21，15，21，3) ，其中 47．21 为样本中绿视率最高值，21 和 15 为温度和湿度的最适值，21 为样本中

PM2．5浓度最低值，3 为风力等级最大值。6 号和 7 号样地绿化水平高于 40%，平均绿视率水平高于 30%，为第

二组，共 22 个样本，此时的主要影响指标为湿度、空气质量和风力等级。第二组模型选定参考序列为 Ｒ0b =
( 62．76，21，15，17，3) ，选取标准同第一组。
3．3 各指标的赋权与调整

首先根据表 5 的定性分析结果分别对两组模型中的各个指标初步赋权，再不断对权重进行调整与验证，

各赋权方式与对应的拟合优度见表 6 和表 7。

表 6 第一组模型中各指标权重与对应的拟合优度

Table 6 The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and the goodness of fit in the 1st mathematical model

指标权重( 绿视率∶温度∶湿度∶PM2．5浓度∶风力等级)

Indicator weight ( Green view index ∶Temperature ∶Humidity ∶PM2．5 concentration ∶Wind scale)
Ｒ2

5 ∶1 ∶1 ∶1 ∶1 0．619

9 ∶1 ∶1 ∶1 ∶1 0．661

11 ∶1 ∶1 ∶1 ∶1 0．664

10 ∶1 ∶1 ∶1 ∶3 0．670

10 ∶1 ∶1 ∶1 ∶2 0．672

表 7 第二组模型中各指标权重与对应的拟合优度

Table 7 The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and the goodness of fit in the 2nd mathematical model

各指标权重( 绿视率∶温度∶湿度∶PM2．5浓度∶风力等级)

Indicator weight ( Green view index ∶Temperature ∶Humidity ∶PM2．5 concentration ∶Wind scale)
Ｒ2

1 ∶1 ∶2 ∶2 ∶2 0．505

1 ∶1 ∶5 ∶5 ∶5 0．523

1 ∶1 ∶5 ∶9 ∶5 0．595

1 ∶1 ∶5 ∶11 ∶5 0．590

1 ∶1 ∶5 ∶10 ∶5 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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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和表 7 可得，经过多次调整和检验，第一组的最终权重确定为 10∶1∶1∶1∶2，第二组的权重确定为

1 ∶1 ∶5 ∶10 ∶5，此时模型计算出的城市生态舒适度与舒适程度主观打分拟合程度最高，可以互相解释。也就是

说，此时通过模型做出的城市生态舒适度综合评价水平与观测者的主观感受最为相近。
3．4 模型评价结果的验证

将通过灰色关联模型结合各指标权重计算得到的评价结果与采样时记录的舒适程度主观打分做对比，以

验证评价模型的准确性。
由表 5，绿视率水平低于 30%的第一组模型中，各指标权重确定为 10∶1∶1∶1∶2，此时模型的评价结果与舒

适程度主观打分间的线性拟合优度为 Ｒ2 = 0．672，共 34 个样本的城市生态舒适度模型评价结果与舒适程度主

观打分的对比图如图 3。由表 6，绿视率水平高于 30%的第二组模型中各指标权重确定为 1∶1∶5∶10∶5，此时模

型的评价结果与舒适程度主观打分间的线性拟合优度为 Ｒ2 = 0．595，共 22 个样本的城市生态舒适度模型评价

结果与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的对比图如图 4。

图 3 第一组模型评价结果与舒适程度主观打分对比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nd the subjective scoring of comfort of the first model

图 4 第二组模型评价结果与舒适程度主观打分对比

Fig．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nd the subjective scoring of comfort of the second model

由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除少数样本的模拟值与实测值间有较大误差外，城市生态舒适度模型评价结果

与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吻合程度较理想。表明模型可以对人体的生态舒适程度做出有效

模拟，评价结果基本可靠。

4 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城市生态舒适度，并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综

合评价模型。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通过对样本的条件对比分析和总结归纳得出，当绿视率水平低于 3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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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视率是影响城市生态舒适度的主要因子; 当绿视率水平高于 30%时，湿度、空气质量和风力等级成为突出

的影响因子。这可能说明当人们对周围环境的生态舒适程度做出判断时，绿色植被的数量和密度是首要的考

虑因素，绿视率水平首先影响人们的主观感受。当整体绿化水平较低时，绿视率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当绿

化水平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绿视率的影响作用不再突出，此时人们对绿量已经达到满意，关注点转移到湿度、
空气质量和风力等级等其他影响因子上。所以，在城市绿色空间规划时，不需要一味地提高绿化水平，提升绿

视率至 30%左右即可使居民达到满意程度。
在模型的验证中，两组样本的验证结果相比，第一组的线性拟合效果优于第二组。因为在绿视率水平较

低时，绿视率是唯一的主要影响因子，生态舒适度的变化趋势相对容易预测。而当绿视率水平高于 30%时，

湿度、PM2．5浓度和风力等级都对评价结果有着突出的影响作用，几个主要影响指标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不明确

使模拟增加了难度。两组样本中均有个别样本的模型评价结果与舒适程度主观打分相差较大。首先，评价指

标体系的完善可使模型的准确度更高，比如在道路附近，噪音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指标。同时，作为实测值的

舒适程度打分是主观判断，个人偏好对打分结果有一定影响，但模型计算仅考虑各指标的客观水平，可能导致

在某些情况下二者的差异较大。
整体来看，验证结果可以表明此模型做出的城市生态舒适度评价基本可以反映样本点处的生态舒适程

度，也就是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此模型的构建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计算模型科学合理且具有实际意义。
城市生态舒适度评价指标的提出和评价模型的构建可为城市生态系统管理和规划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进而

提高居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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