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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S 与 GIS 的环首都经济圈生态环境质量动态评价
王

伟，王秀兰*，冯仲科，董思宜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随着环首都经济圈迅速的发展，该区域的生态环境退化严重。以 TM 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利用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获取研究区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环首都经济圈的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
土壤水分指数和水网密度指数，并根据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模型计算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析环首都经济圈 10 年间
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环首都经济圈各土地利用类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减变化。2006 年相对于 2001 年生
态环境质量整体变差，2011 年相对于 2006 年和 2001 年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转好，且变化的区域基本一致。生态环
境质量动态评价为环首都经济圈的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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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aluation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based on RS and GIS
WANG Wei, WANG Xiulan, FENG Zhongke, DONG Siyi
(College of Forestr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is declining. Using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as data sources, the biological abundance index, vegetation index, soil
moisture index, and water network density index in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in 2001, 2006, and 2011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dex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 model. The chang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in 10 years was analyzed. From 2001 to 2011, the land use types
in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appeared to be changed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who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2006 was worse compared to that of 2001; however,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2011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2001 or 2006 and the change appeared to be in the same areas. The results of the dynamic assessment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would be used for resto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co-environment in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Key words: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eco-environment quality; dynamic evaluation; RS; GIS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北京出
现了人口增加、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发展空间不
足和改善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等严峻问题。为分散首
都功能，
“环首都经济圈”规划应运而生。开展环首
都经济圈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能为有关部门开
展城市生态建设规划和监测治理提供科学的参考。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柯德维尔教授首次提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 通信作者:

出“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随后其他学者还进行了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生态风险评价研究[1-2]。在进行
生态质量评价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评价指标[3]。
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起步较晚，70 年代初
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4]。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的发展，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张秀英等[5]利用 Arc/Info 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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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陇中黄土高原潜在生态环境评价研究。黄蓓
佳等[6]借助 RS 和 GIS 技术，结合专家咨询和层次
分析法，开展了上海市闵行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本研究运用 RS 和 GIS 技术，结合环境科学的
相关理论与技术，以 TM 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数据，
通过对环首都经济圈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
的遥感图像进行处理，提取土地利用类型、归一化
植被指数(NDVI)、归一化水体指数（NDWI），以此
为基础获取研究区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环首
都经济圈的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土壤水
分指数和水网密度指数，并根据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模型计算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析环首都经济圈 10
年间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情况。

1

研究区概况

目前学界有关环首都经济圈空间范围的界定主
要有“2+5”
、
“2+7”
、
“2+8”
、
“2+11”、
“1+6+3”等
多个方案。结合上述方案，本研究所指的环首都经
济圈是以北京为中心，囊括环绕北京的涞水县、涿
州市、涿鹿县、丰宁满族自治县、怀来县、滦平县、
赤城县、三河市、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广阳
区、安次区、固安县、兴隆县这 14 县（市、区）的
范围[7]。本研究区所涉及的环首都经济圈位于华北
平原，东临渤海，拥有丰富多样的地貌类型，高原、
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类型齐全，西北部为山区、
丘陵和高原，南部为广阔的平原；年平均气温为 12.3
℃，年平均降水 647.9 mm，无霜期约 180 d。环首
都经济圈中的东南部平原地区以承接人口疏散、产
业配套和生产服务业为主；西北部山地区域，以对
接首都休闲商务和特色林果农牧产品等特色产业发
展为主。

2

材料与方法

基础资料获取
本研究分别获取了研究区范围内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的 6 月份到 9 月份之间 3 期 TM 遥感影
像。作为研究的辅助性资料，还收集了北京市及 14
个县（市）的 1:10 万地形图、行政区划图、交通图、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以其他相关文字类年报材料。
2.2 遥感影像预处理
本研究所获取的遥感影像已完成辐射校正，因
此只需进行几何校正、波段合成、光谱增强、影像
融合和影像拼接裁切等步骤。
2.2.1 几何校正 以研究区 1:10 万地形图为基准，
采用二次多项式拟合法对特征点（地面控制点）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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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平差计算，最后采用双线性内插法来完成像元重
采样，对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 3 期 TM 遥感
影像进行几何校正[8]。

图 1 环首都经济圈城市分布图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ring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city

2.2.2 波段合成 TM 影像具较高空间分辨率、波
谱分辨率和极为丰富的信息量，选择合适的波段组
合有助于提取所需的信息。通过分析与比较，本文
采用了 5、4、3 波段进行波段的假彩色合成，这样
影像呈现的效果较好，为下一步数据分析做了基础。
2.2.3 光谱增强 光谱增强是数字图像处理的一项
主要内容,它直接影响解译标志的建立[9]。进行比较
试验后,本文选取线性增强的计算方法，对影像进行
了光谱增强处理。在此基础上，采用 Photoshop 对
影像进行人工匀光调色处理，通过调整影像的清晰
度、色调、饱和度等参数，能使影像色彩真实、色
调清晰、反差明显，达到影像增强的效果。此外通
过对影像的整体调整，能保证大范围内色调一致，
并减少后续绘制镶嵌线的工作量。
2.2.4 拼接与裁切 由于本研究区处在多景影像
上，因此需要将多景影像进行拼接，将多景影像拼
成一景包含研究区的大影像。运用 ERDAS 软件进
行影像拼接，然后在 ARCGIS 软件中，将行政区矢
量范围作为掩膜，分别裁切 3 期 TM 影像，最终得
到环首都经济圈各期影像。
2.3 建立土地利用分类系统
在对土地利用变化（LUCC）进行分析时，建
立科学恰当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是合理分析用地变
化的前提条件[8,10]。国内外学者对土地利用分类已
建立过多种体系，其中二级分类系统在土地利用的
研究中使用较多[11-12]。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对研
究区土地利用进行分类，分为 6 个一级类，包括耕
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及未利用地，分
类类型及编码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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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所采用的土地利用类型统计
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land uses for this paper
一级分类 The first grade classification

范围 Range

耕地（1）Cultivation land

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耕地、轮歇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林用地

林地（2）Forestry land

生长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等林木的土地

草地（3）Grassland

生长各种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

建设用地（4）Construction land

居民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等

水域（5）Water area

湖泊、河流水系等

未利用地（6）Unused land

由于各种原因未使用或暂不能使用的土地，如沙漠、难利用地、沼泽地等
表 2 2001-2011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面积统计
Statistic of LUCC of the study area between 2001 and 2011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水域
Forestry land
Grassland
Construction land
Water area
23910.90
4411.37
3968.24
496.14

km2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6895.25

Table 2
年份
Year
2001

耕地
Cultivation land
6726.49

2006

6862.29

15413.90

10349.72

5998.11

951.58

6832.80

2011

8270.49

25080.17

3048.45

4002.01

512.61

5494.70

年份
Year
2006-2001
2011-2006

表 3 2001-2011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面积消长
Table 3 Growth and decline in areas of LUCC of study area between 2001 and 2011
耕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水域
Cultivation land
Forestry land
Grassland
Construction land
Water area
135.80
-8497.00
5938.35
2029.87
455.44
1408.20
9666.27
-7301.27
-1996.10
-438.97

Table 4
指数
Index
生物丰度指数

表 4 评价指数及权重选取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selected weight
指数权重
指标类型
Index weight
Pointer type
0.35
林地

Organism abundance index

植被覆盖指数

0.25

Vegetative cover index

土壤水分指数

0.25

Soil water index

水网密度指数 Density index of water system

0.15

遥感影像分类
本研究采取了监督分类结合人工解译的影像
分类方法。通过综合分析 3 年研究区遥感影像的基
础上，按照本文所确定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借助
相关非遥感辅助信息，根据影像色调、亮度、纹理
2.4

km2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62.45
-1338.10

分权重
Scoring weight
0.35

草地

0.21

耕地

0.11

水域

0.28

建设用地

0.04

未利用地

0.01

高覆盖

0.30

较高覆盖

0.25

中覆盖

0.20

较低覆盖

0.15

低覆盖

0.10

高含水

0.30

较高含水

0.25

中含水

0.20

较低含水

0.15

低含水

0.10

水面面积

1.00

等因素，建立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影像解译标志。
在 ERDAS 软件中，使用监督分类功能，执行监督
分类。影像经过监督分类后，叠加遥感影像，对其
进行人工解译，最终得到研究区 2001 年、2006 年
和 2011 年共 3 期遥感影像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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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RDAS 软件中对分类结果做了精度评价，
结果显示影像解译精度在 80%以上，因此这次遥感
影像解译的分类结果基本满足精度要求。对研究区
的土地利用进行分类后并对其面积做统计，得到研
究区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 3 期的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图 2 2011 年研究区植被覆盖指数分布图
Figure 2 Vegetation index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ied area in 2011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方法较多，包括综合指数
评价法、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 [13-14]。
通过综合对比分析，本研究确定使用综合指数评价
法进行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在影响生态环
境的各种因子中, 本文选取的是植被覆盖指数、生
物丰度指数、土壤水分指数和水网密度指数作为影
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的评价因子，同时依据各个因
子对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赋予各评价因子相对应
的权重值，构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模型。根据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模型对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
2.5

年份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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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2.5.1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选取 选取了国家环保
总局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15]
（下称《规范》）中的生物丰度指数，又对植被
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进行改进，增加了土壤水
分指数。经过试验比较分析，结合其他学者研究成
果[16-18]，对各评价因子根据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
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到改进后的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EI)模型。上述 4 个评价因子以及各因子
的影响指标及其权重如表 4 所示。
2.5.2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取 以 2011 年植被覆
盖指数为例，介绍植被覆盖指数的数据获取方法，
并以此类推得到其他 3 个评价指数的数据获取方
法，进而计算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植被覆盖
指数提取主要包括确定评价单元、植被覆盖度分
类、计算评价单元归一化前植被指数、计算植被覆
盖指数的归一化系数、计算评价单元归一化后植被
覆盖指数和计算研究区植被覆盖指数。
由于基础影像数据分辨率为 30 m，因此最小评
价单元为 30 m×30 m。但是本研究区范围涉及
46408.41 km²，以 30 m×30 m 的网格作为评价单
元，会产生大量冗余数据，综合考虑数据分辨率、
数据量等因素，以影像分辨率的 30 倍即 900 m×900
m 作为评价单元大小，将各图层划分为 900 m×900
m 的网格，以网格为评价单元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选取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作为提取植被覆
盖度指数的重要结构类型。根据公式（1）计算 NDVI
值。
NDVI=(B4-B3)/(B4+B3)
（1）
式中，B3 为 TM 影像第 3 波段，B4 为 TM 影像第
4 波段。

表 5 2001-2011 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评价指数统计
Table 5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dex statistics of the studied area in 2001-2011
生物丰度指数
植被覆盖指数
土壤水分指数
水网密度指数
Organism abundance index
Vegetative cover index
Soil water index
Density index of water system
64.04
87.06
68.23
1.07

EI
61.40

2006

54.78

84.36

58.29

2.05

55.14

2011

65.79

86.65

70.00

1.10

62.35

将提取得到的 NDVI 值按照灰度区间进行重分
类，其中 [0-50]为低覆盖度，(50-100]为较低覆盖度，
(100-150] 为中覆盖度，(150-200]为较高覆盖度，
(200-255] 为高覆盖度。得到研究区 2011 不同植被
覆盖度的面积和空间分布。最后将栅格数据转换为
矢量数据。

首先将与不同植被覆盖度分类图斑进行叠加分
析，使植被覆盖指数模型以评价单元为统计单元进
行统计计算；再统计每个图斑的面积，从而计算每
个网格内各类型面积；然后根据表 4 计算每个评价
单元内图斑密度和权重，最终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归
一化前植被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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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 2 计算归一化系数，使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的数值在 0～100 之间。
归一化系数=100/A 最大值
（2）
其中，A 最大值指的是该指数归一化处理前的最大值。
将每个评价单元归一化前植被指数数值进行排序，
得到其最大值为 0.30，即 A 最大值=0.30。按照公式（2）
计算，取整后得到本文研究所用植被覆盖指数的归
一化系数为 333.35。
运用已计算得到的植被覆盖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和每个评价单元的归一化前植被指数，计算出评价
单元归一化后植被指数。最后，计算研究区植被覆
盖指数。为了后续与其他指数运算时保证数据格式
的统一，将矢量型植被覆盖指数转换为栅格型植被
覆盖指数。按照[26-40]为低植被指数，(40-55]为较
低植被指数，(55-70]为中植被指数，(70-85]为较高
植被指数，(85-100] 为高植被指数的分级区间，生
成 2011 年研究区植被覆盖指数分布图（图 2）。

3

结果与分析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空间分析
为了对研究区内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直观展示，
定性及定量分析研究区范围内每个市区县的生态环
境质量状况，需要获取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空间数
据。按照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大小将其分为 5 个等
级，其中[0-20）为差，[20-35）为较差，[35-55） 为
一般，[55-75）为良，[75-100）为优。2001-2011 年
环首都经济圈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2001 年，北京市城六区作为高度城市化区
域，建筑用地多，其他类型土地少，土地利用类型
较为单一，大多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差”，
周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一般”；2006 年研究
区环境质量整体变差，除涞水县、涿鹿县及密云县、
平谷区的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指数为“优”和“良”
外，其他区域基本为“一般”和“较差”；2011 年
的环境质量较 2006 年明显转好，与 2001 年相比，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较差”的区域明显减少，很
多 2001 年为“良”的区域也转化为“优”。
3.2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动态变化分析
《规范》中将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幅度划分为 4
级，分别为无明显变化、略有变化、明显变化和显
著变化。本研究将《规范》中的 4 大级又细分为 7
小级。利用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研究区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的空间数据，应用 ArcGIS 软件进行
数据建模和数学运算，得到 2001-2006、2006-2011
年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布，具体如图 4 所示。
3.1

图 3 2001-2011 年生态环境质量分布图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2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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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选择 TM 影像作为主要数据源，利用 RS
和 GIS 技术，建立了环首都经济圈生态环境评价体
系，在 900 m×900 m 的评价单元上开展了环首都
经济圈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得出的结论如下。
（1）2001-2011 年间环首都经济圈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均为“良”，2006 年之前由于城市的无序发
展以及各地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追求而忽略生态
环境的保护，在 2006 年时环首都经济圈的生态环境
指数下降致 55.14，接近“良”的最低临界值，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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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2）通过分析研究区 2001、2006 和 2011 年 3
个时期的 LUCC 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因子的变化，
得出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包括：经济发展因子、人口增长因子、政策变化因
子和气候等自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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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使得其他类型的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
其中林地、草地和耕地都是其中的重要来源；政策
因素在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上起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与人为活动因素相比，在短期内气候等自然因
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从长远来看，气
候等自然因素也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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