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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动态度反应城市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动态变化的剧烈程度，对其进行量化是理解城市景观变化和进行城市生态空间

监管的基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城市扩张引起的特定地类( 如人工表面、植被等) 的动态变化，缺乏对城市内部精细尺度上( 如

街区尺度) 景观动态的研究。以深圳市为例，首先利用多等级道路数据划分街区，进而基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解译的土地覆盖

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强度指数量化街区尺度城市内部动态度。研究结果表明: ( 1) 深圳市城市内部动态度较

高，2017—2018 年期间，14．93%的街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南山区、宝安区、盐田区等。( 2) 街区的变

化包括多种地类的转变，其中，林地转变为裸土最为常见，占比为 12．59%。由城市更新引起的地类变化也较普遍，如其他不透

水地表向裸土的转移和建筑到裸地的转变分别为 6．20%、5．59%。此外，深圳市街区的土地利用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土

地利用强度增加的街区多分布在城市外围，而土地利用强度降低的街区则多分布在城市内部。( 3) 街区动态度与街区大小之

间呈现非线性关系，街区动态度随着街区面积的增大，先急剧下降，后趋于平缓。本研究揭示了深圳市城市内部街区尺度上土

地覆盖的动态变化特征，可为城市规划和生态空间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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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landscapes are highly dynamic． Understanding the within-city dynamics in land cover and land use is

importa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the changes of specific land use type ( impervious surface，urban

vegetation etc．) resulted from urban sprawl on large or medium scales． However，research on quantifying the urban

dynamics on block scale is lacking． Taking Shenzhen as a case study area，this paper aims to use the land cover thematic

maps interpreted from very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to quantify the urban dynamics within city at street block

lev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there was high dynamics at street block level in Shenzhen，which was manifested a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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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ocks with dynamic changes account for 14． 93%． The hotspots of degree of urban dynamics were distributed in
Nanshan，Baoan and Yantian district． ( 2) The contribution of dynamic changes ( CDC)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different land use changes on block scale． For all blocks，the CDC of change from woodland to bare soil was the highest
( 12．59%) ． In addition，CDC of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urban renewal was high． For
example，CDC of changes from other impervious surface and building to bare soil were 6．20% and 5．59%，respectively． In
addition，the land use intensity of different block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The blocks with increased land-use intensity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city，while the blocks with decreased land-use intensity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city． (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s of block and block size was nonlinear． With the block size
increasing，the dynamics of block decreased sharply and then the decreasing trend became flat． Our study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 use dynamics at street block level in Shenzhen，and it w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rban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management．

Key Words: degree of dynamics; street block level; within the city; urba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城市作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其景观具有高动态度的特征［1-3］，具体表现为土地覆盖 /土地

利用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高频变化［4-5］。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环境质量的下降，如产生扬尘、噪声等，

并降低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从而导致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6-7］。此外，城市

内部高动态地区通常是城市生态系统的敏感区，也是城市监管的重点区域［8］。因此，开展城市内部景观格局

动态变化的定量化研究是理解城市生态系统演变规律以及城市监管和城市规划的基础［9］。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既包括城市扩张过程中对景观格局的影响，也包括城市内部更新

产生的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 Landsat 等中等分辨率遥感影像众多的学者在城市、区域，甚至全球尺度上

研究了城市扩张引起的城市景观格局动态，揭示城市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的增长及其带来的农田、森林、草地

和湿地等其他生态系统丧失的城市化影响［10-13］。研究中通常假设城市内部土地变化都是从透水面转化为不

透水面，且这种变化不可逆［14-15］。但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城市空间的向外扩张，城市建成区也存在

高度的动态变化［5］，只是这种内部动态受限于空间分辨率，基于中等分辨率的遥感影像的方法难以揭示［9，16］。
城市内部景观的高度异质性，需要采用更高空间分辨率的数据，在更精细的尺度，才能准确刻画［16-17］。街区

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开展城市更新、内部填充等土地开发活动的基本单元［18-19］。国际上，如美国

等国家以街区尺度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多，而中国由于城市街区尚未有明确的官方定义，街区的划分方法还有

待统一［18］，使得在街区尺度上对城市内部动态度开展定量化的研究还十分罕见。
为揭示城市内部土地覆盖动态度变化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多等级道路数据划分街

区，基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解译的土地覆盖数据对街区尺度的土地覆盖动态度及其土地利用强度进行量化，

以期回答如下 3 个科学问题: ( 1) 深圳城市建成区街区尺度上土地覆盖变化的剧烈程度如何，其在空间上如

何分布? ( 2) 城市内部街区不同土地覆盖类别动态度及其土地利用强度有何差异? ( 3) 街区的动态度与街区

大小是否存在关联? 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深化对城市景观动态的认识，为城市景观动态的监测、管理以及城

市规划提供科学支撑。

1 研究区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毗邻中国香港，位于东经 113°46'—114°37'，北纬 22°27'—22°52'之间，全市面积

约为 1997 km2，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图 1) 。40 余年来，伴随着城市的飞速

发展，深圳市土地覆盖也发生着高度动态变化。1979 年到 2017 年，深圳市建设用地从 26．49 km2增长到 946．14
km2，经历了 34 倍的城市增长［20］。2010 年，深圳市颁布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 》，控制外部增

量，挖潜内部存量。2013 年深圳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达 72 个，占地面积 5．45 km2，占深圳市建设用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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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21］。深圳城市空间增长开始逐渐由“摊大饼式”的快速扩张向“存量优化”的城市更新模式转变［22］。
因此，深圳市是研究城市内部动态度量化的理想地点。

图 1 研究区概况图

Fig．1 Summary of study area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基于 OpenStreetMap( https: / /www．openstreetmap．org) 下载的 2017 年 5 等级道路矢量作为划分深圳市

街区的边界，不同等级道路分别为: 高速公路 ( motorway ) 、主干道 ( trunk ) 、一级道路 ( primary ) 、二级道路

( secondary) 、和三级道路( tertiary) ( 表 1) 。为了刻画深圳市高时空动态度特征，选取 2017、2018 年 SPOT 6 和

GF-1 号( 全色波段分辨率为 1．5 m，多光谱分辨率为 6 m)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覆盖结果( 图 2) ，进

行街区动态度的量化。遥感影像土地覆盖解译结果的类别共有 9 类，分别为林地、草地、水体、建筑、在建用

地、道路、其他不透水地表、裸土、农田。参考 Qian 等［16］精度验证的方法，获得两期影像分类总体精度分别为

89．67%和 90．67%。

图 2 2017 和 2018 年深圳市土地覆盖分类结果

Fig．2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maps of Shenzhen in 2017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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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道路等级描述表

Table 1 Summary of road levels in this study

道路等级 Ｒoad levels 道路描述 Description of road levels

高速公路 Motorway ( 1) 高速公路( 数字为 2 ( 00) 或 4 ( 0000 ) 位的国道、省道，以及其他路牌为白底绿字的高速公路) 。

主干道 Trunk
( 1) 未被高速公路替换的普通国道;
( 2) 城市快速路。

一级道路 Primary
( 1) 已被高速公路替换，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普通国、省道;
( 2) 大城市以过境交通为主的最重要的主干道( 环线、出入线路等) 。

二级道路 Secondary
( 1) 已被高速公路替换，因而基本被抛弃的国、省道;
( 2) 周围没有其他重要高速路时，用于大型县道;
( 3) 不属于一级道路的大城市主干道。

三级道路 Tertiary

( 1) 未分入二级道路的小型县道;
( 2) 较重要的乡道;
( 3) 本应分入前两级，但路况不如小路的城市干道;
( 4) 街区周围的支路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街区尺度上量化深圳市动态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1) 基于深圳市多等级道路矢量划分

深圳市街区; ( 2) 利用 2017、2018 年土地覆盖分类结果量化街区的动态度及其土地利用强度; ( 3) 统计分析不

同街区动态度与街区大小以及土地覆盖类型的关系。
2．2．1 城市街区的划分

研究中通常将街区定义为具有正方形或长方形形状，建筑填充其中，以闭合街道为边界的密集空间［23］。
作为城市居民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街区已成为城市生态、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领域的重要分析尺度。近些

年，国内已有学者在考虑空间、功能维度等方面的基础上提出街区的划分方法［18，24-25］，但不同方法仍存在复

杂、不易应用，以及与实际不符等情况。本研究借鉴 Xia 等的方法［24］，利用 5 个等级的道路矢量来划分城市

街区。具体方法如下: 在 ArcGIS10．1 软件中，将获取的不同等级的道路矢量数据进行融合( Merge) 处理，手动

修改不同等级道路间的拓扑错误，利用线转面 ( Feature To Polygon) 工具将道路线状矢量转化为街区面状矢

量。由于不同等级道路间相互交错，产生许多较小面积的地块，这些地块并不具有城市生态学和城市管理学

意义，对初步获得的街区进行如下处理: ( 1) 将面积小于 1hm2的地块合并到相邻街区地块中; ( 2) 2005 年起深

圳市划定了生态控制线，管制绿色空间［22］，部分由道路直接产生的地块内部全部为林地，不符合街区定义，故

将其删掉，最终得到深圳市街区分析单元。
2．2．2 城市街区动态度及其土地利用强度量化

为反映街区内土地覆盖变化的频率与幅度，研究使用街区动态度指数对其进行量化。城市内部土地覆盖

变化包括地类转出和地类转入两个过程，只关注地类的净变化无法反映土地覆盖真实的动态度［16，26］。动态

度的量化需要同时关注这两个过程。本研究借鉴 Wang 等量化城市绿地动态度的方法，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

指数对深圳市街区尺度上的土地覆盖动态度进行量化［9］。首先，基于深圳市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土地覆盖分

类结果，进行两年间土地覆盖的变化检测分析。然后，在街区尺度上对深圳市 9 种地类间的转化结果进行动

态度指数( Dynamic Index，DI) 的计算:

DI =∑
s－1

1
∑

j

i = 1
P( i→ not i) ( 1)

其中，DI 为街区内土地覆盖动态变化的比例; s 为遥感影像解译的期数，本研究中 s 为 2; i 为土地覆盖类别代

码; j 为土地覆盖类别数量，本研究中 j 为 9; P( i→ not i) 为土地覆盖类别 i 转变为非 i 类别的比例。
土地利用强度指数不仅可以反映土地利用程度的高低，也可以反映土地利用开发的环境效应，被广泛应

用于土地覆盖动态变化研究中［27-28］。研究使用刘纪远等提出的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29］，其计算公式为:

I = 100 ×∑
n

i = 1
Ai × C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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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可定量反映土地利用的综合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计算公式如下:

ΔI = Ib － Ia = ∑
n

i = 1
Ai × Cib( ) － ∑

n

i = 1
Ai × Cia( ){ } × 100 ( 3)

其中，I 为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Ai 为第 i 级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Ci为第 i 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

百分比; ΔI 为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的变化，该值为正数时，表明土地利用程度增加，而该值为负数时，表明

土地利用程度降低。Cia 和 Cib 分别为第 i 级土地利用程度在时间 a 、b 时的分级面积百分比。

根据庆大方等对土地利用分级的描述［29］，以及深圳市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对深圳市土地利用强度等级

进行以下分级:

表 2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赋值表

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value of land use degree

土地利用分级类型
Types of land use level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s

分级指数
The values of
land use level

未利用地级 land use level of unused land 未利用地或难利用地 1

林、草、水用地级 Land use level of forest /grass /water 河流、湖泊等水域 2

林地、草地 3

农业用地级 Land use level of agriculture 耕地等农业用地 4

城镇聚落用地级 Land use level of developed land 城镇、居民点、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等 5

2．2．3 统计分析

热点分析( hotspot analysis) 是一种识别感兴趣变量聚集分布区域的空间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土地覆盖

动态及生态系统服务研究［30-31］。本研究利用局部 Gi* 统计量( Getis-Ord Gi* ) 对街区尺度动态度进行热点分

析，识别其热点和冷点的空间分布，分析其空间聚集特征，可为城市内部高动态度区域的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为探究街区动态度在不同街区大小上的差异，研究基于街区动态度与街区面积的散点图及二者数据分布的箱

式图，进行回归分析，从而为城市街区动态监测提供参考。土地覆盖转变过程中，不同地类对动态度的贡献度

往往不同，将每种类别转移占总变化的比例定义为动态度贡献度( 公式 4) ，统计每个街区中不同类别转移对

于街区动态度贡献度，分析街区不同土地覆盖转移类别的差异。

街区动态度贡献度 = P( i→ j)
DI

×100% ( 4)

其中，P( i→ j) 为街区内部类别 i 转化为 j 的比例。

3 结果

3．1 街区动态度空间分布与热点分析

深圳市 6 个等级道路共划分出 5044 个地块，去除掉位于生态控制线内的地块，共得到 4796 个街区

( 图 3) 。街区面积共 1061．43 km2，占深圳市国土面积的 53．15%。计算街区动态度指数，发现 2017—2018 年

深圳市共有 716 个街区发生土地覆盖变化，占街区总数的 14．93%，表明深圳市街区尺度上的土地覆盖变化仍

处于高度动态中。其中，动态度较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盐田区、大鹏新区、南山区、宝安区，街区平均动态度分

别为 18%、17．6%、17．5%和 17．1%，而龙岗区、福田区、坪山新区等区的土地覆盖变化动态度则相对较低，街区

平均动态度分别为 10%、12．2%和 12．7%( 图 4) ，说明深圳市西部沿海地区总体上仍处于较为剧烈的开发中。
2017—2018 年深圳市在不同置信度下动态度的热点分布如图 5。本文以 P＜0．05( 95%可信度) 作为判断

显著性的标准，动态度热点主要分布在宝安区西北部、宝安区与南山区交界的前海新区，以及坪山新区的中部

和东部。这些区域主要是深圳市近些年原特区外重点开发的区域。而作为原特区的南山区、罗湖区、福田区，

由于开发程度较高，则为深圳市动态度冷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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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圳市 2017—2018 年街区动态度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dynamics of street block in Shenzhen from 2017 to 2018

图 4 深圳市各区街区动态度箱式分布图

Fig．4 Boxplot of block dynamics of different districts in

Shenzhen

3．2 街区动态度与土地覆盖变化类型的关系

分析街区内部土地覆盖类别对街区动态贡献度可

以发现: 不同类别土地覆盖间的转移对街区动态的贡献

度具有较大差异( 图 6) 。其中，街区贡献度最高的为林

地到裸土的转化，为 12．59%; 其次为在建用地向建筑、
林地向建筑用地，以及其他不透水地表向裸土的转移，

其动态度贡献度分别为 7．21%，7．00%，6．20%; 而草地

和农田与其他类别间的转化对街区动态的贡献度相对

较小，分析原因主要为城市内街区草地与农田的比例很

少。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不透水地表向裸土的变化的动

态度贡献度较高，说明城市更新引起的城市内部动态占

据重要地位。
对比街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可以发现，不同街区

的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差异较大，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值的

范围为－400—337．2。在深圳市 4796 个街区中，土地利

用强度发生变化的有 735 个。其中，土地利用强度变化为负值的有 390 个，占变化街区总数的 8．13%，主要分

布在城市内部，如宝安区东部、龙岗区南部、坪山新区、罗湖区、福田区等。而土地利用强度变化为正值的有

345 个，占变化街区总数的 7．19%，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如宝安区西部沿海、龙华新区、龙岗区与坪山新区相

邻的区域、南山区北部等。以上街区土地利用强度变化表明，深圳市城市内部总体上土地开发强度降低，而城

市外围的土地开发强度增加，可能的原因为城市更新更注重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增加了街区的生态用地，使

街区的土地开发强度有所降低。
3．3 街区动态度与街区大小的关系

分析街区大小与街区动态度数据可以发现: 深圳市街区大小主要集中在 1—85．03hm2 之间，街区平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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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深圳市 2017—2018 年街区动态度热点分布

Fig．5 Hotspots of block dynamics in Shenzhen from 2017 to 2018

图 6 不同土地覆盖类别转移对街区动态贡献度热点图( 灰色表示无值)

Fig．6 Heatmap of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land cove types to block dynamics ( gray squares represent null value)

积为 42．22 hm2( 图 8) ，表明深圳市不同街区的大小存在较大差异，且街区大小在均值上下分布范围较大。街

区动态度则主要分布在 0．1%—43．95%，街区的平均动态度为 14．63% ( 图 8) ，说明不同街区的动态度大小也

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对不同街区进行的差异化的监管。从街区动态度和街区大小的散点图可以得到: 随着街

区面积的增加，街区动态度先急剧下降，之后下降程度逐渐放缓。利用对数回归进行拟合，得到街区动态度随

街区大小变化的回归方程，并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 P＜0．01) 。街区动态度与街区大小间的非线性关系

表明动态高的街区主要为面积相对较小的街区，这一结果也为街区尺度上的城市监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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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深圳市街区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intensity changes of blocks in Shenzhen

图 8 深圳市街区动态度与街区面积边际箱线图及二者关系

Fig．8 Distribution of block size and block dynam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4 讨论

4．1 街区动态度加深了城市动态度变化的理解

研究通过对深圳市城市街区动态度的量化，在街区

尺度上揭示了深圳市内部土地覆盖动态度特征，加深了

对城市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的理解，丰富了城市发展过程

中的土地覆盖时空动态的变化规律。对比前人研究结

果［20，32］，深圳市在城市化初期与后期，城市土地覆盖均

具有高度的动态度，但两个阶段动态变化特征存在明显

差异。从动态度空间分布上看，城市化初期，深圳市大

规模进行围海造陆等城市扩张活动，土地覆盖变化主要

发生在西部沿海和北部的林地［20］，城市动态度热点主

要分布在城市外围。而进入城市化后期，深圳市城市发

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城市高动态度热

点由城市外部向城市内部转移。南山区、盐田区作为原经济特区，面临着以城市更新为主要方式的“存量优

化”改造。《深圳市实施东进战略行动方案( 2016—2020) 》中提出加快东部城区城市化进程，打造东部发展新

轴带，实现东西均衡发展［33］。大鹏新区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深圳市着力打造旅游名片，盐田区作为东进的重要

通道都具有较高的动态度。

从变化类别来看，以往的研究表明深圳市快速的城市化主要通过侵蚀林地、农田、湿地来增加建设用

地［20］，因此向外部蔓延的城市扩张成为深圳市城市化初期动态度的主要贡献者。而现阶段的城市动态则主

要来自于城市内部的存量式开发，如城市更新活动等，表现为其他不透水地表转化为裸地的变化也具有较高

的动态度贡献，并且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强度变化相对城市外围较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因

此，“存量优化”阶段下的城市动态度监测在兼顾城市绿色基础设施( 如城市公园、广场植被等) 和蓝色基础设

施( 如河道、公园水体等) 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城市内部建筑以及城市棕地的动态［34］，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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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市动态度与城市生态监管

及时准确获得城市动态度信息是城市生态监管和城市规划的基础与前提［35］。街区作为城市居民活动的

主要场所，已成为城市生态与城市规划研究中的基本基元［25，36］。街区大小是街区的基本属性之一，其直接影

响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如出行方式等，对于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18，24，37］。本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大小的街区，其动态度存在较大差异，面积较小的街区，城市动态度较高，而面积较大的街区具有较低的

动态度，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分析可能的原因为面积较小的街区其内部景观组成较为单一，对其进行土地

开发，动态度的影响是全局的; 而面积较大的街区，其景观组成相对复杂，内部往往有较大面积的城市公园等，

土地开发活动频度相对较低，其动态度影响通常是局部的。同时，这一结果也为城市动态监测提供了参考。
在实际监测过程中，监管人员可将高动态度的小街区合并到临近街区，形成一定尺度的“街区组”; 而对于动

态度低的大街区可进行更为细致的“子街区”分割，进而在“街区组”和“子街区”水平上进行监管。此外，监

管中应对面积较大且动态度较高的街区进行高频率的监测，而对于面积较小且动态度较低的街区开展低频率

的监测，从而实现街区的差异化监管，提高城市监管的效率。

5 结论

城市发展过程中不仅往外扩张，城市建成区内部也发生变化，量化城市内部的这种变化，是理解城市发展

的生态环境影响，有效开展城市生态监管与城市规划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以深圳市为例，基于街区量化相

邻两年城市的土地覆盖动态度，得到如下结论: ( 1) 深圳市城市内部具有较高的动态度，2017—2018 年间

14．93%的街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动态度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南山区、宝安区、盐田区等，冷点则主

要分布在龙岗区、坪山新区、福田区等。( 2) 相较于城市化初期，现阶段深圳市动态度热点由西部向东部转

移，城市更新引起的土地覆盖变化( 如不透水地表转变为裸土等) 的动态度贡献较高，是导致城市内部景观动

态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深圳市街区的土地利用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且表现为土地利用强度增加的街区

多分布在城市外围，而街区土地利用强度降低多分布在城市内部。( 3) 深圳市街区尺度上空间动态度随着街

区面积的增大，先急剧下降，后趋于平缓，二者关系呈现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揭示了深圳市内部街区尺度上

的动态度特征，加深了对城市景观动态发展的认识，为城市规划和生态空间监管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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