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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结合多源数据，提出了

采用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开放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OSM）道路网、住宅区数据构建人类活动

指标（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街道活力指数、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和利用遥感影像构建城市生态环境指标

（遥感生态指数）的方法。并结合多项式回归（polynomial regression，PLR）、随机森林回归（random forest re‑
gression，RFR）、极限梯度提升回归（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regression，XGB）、支持向量回归机（support vec‑
tor regression machine，SVR）等机器学习模型，对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以中国江西

省南昌市为例开展实例研究，结果显示：（1）人类活动的 3项指标均呈现中心高，向四周逐渐递减的趋势，而城

市生态环境指标则表现出相反的态势。（2）在探究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中，XGB的效果最好。

（3）街道活力指数、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相关性更强，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与城市生态环

境的相关性更差。（4）在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区域，城市生态环境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预测结果精度不

高，而在人类活动强烈的区域预测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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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既是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优劣的直接感受者。在满足人民

物质生活增长需求的同时，人类开始越来越注重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

和环保理念的加深，人类活动在城市生态环境的

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1-2］。传统的城市研究由于

缺乏多样化的数据获取手段和渠道，经常会因数

据缺失、精度不高、数据量少等客观原因导致所

得结果过于片面且粗糙［3］。大数据时代的深入发

展，为城市生态环境精细化分析、结构化探索提

供了有利的数据支撑。

本文从“生态”与“人”两个视角切入，利用机

器学习模型对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挖掘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关

系，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决策和

建议，而且也是在国家城市发展战略下为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相较于传统的数据获取方式，泛在于互联网

中的多源大数据有助于对城市进行更加复杂的

分析和多方面的评价［4-5］。例如，利用手机信令数

据可以动态监测人口的时空分布特征［6］；兴趣点

（point of interest，POI）给城市功能区识别及城市

活力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7-8］；夜间灯光数据在城

市边界提取及其时空演变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9］。结合多源数据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刻画

城市的特性成了目前城市问题研究的风向标。

不仅如此，机器学习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其

低成本、快速、高效的特点正好用来研究复杂的

城市问题［10-12］。文献［6］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将

居民属性和出行特征与手机信令数据进行识别，

得到人口属性信息，但也存在数据分布不均匀导

致预测准确率较低的问题；文献［8］利用回归模

型分析城市活力和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索深

圳市的活力分布模式，得到了较好的效果，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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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多源数据的支撑，无法探究与经济社会

的关系；文献［13］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识别街

景图片绿视率，从而得出居民心里健康与绿视率

的关系，但受制于数据获取的方式，无法判断不

同时空状态下环境感知强度的差异。

综上，现有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程度的突破，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多源数据类型导致

结论单一，缺乏模型之间的比较导致结论的可信

度较低。本文利用 POI、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Map，OSM）道路网、住宅区数据构建与人

类活动紧密相关的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街道

活力指数和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用遥感影像建

立遥感生态指数作为城市生态环境指数，并结合

4种典型的机器学习回归模型来揭示城市生态环

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为城市的发

展与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帮助。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作为研究区。

近年来南昌市加大生态文明投资力度，致力于城

市生态文明建设，分析其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

动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生态文明大背景下的迫切

需要。南昌市下辖 47个镇、33个乡、29个街道，

共 109个街道区域。数据来源为：

1）POI数据，共计 16个行业分类，17万多个

点（2019年 11月），如图 1（a）所示。

2）住宅区数据，筛选出 POI点中“住宅区”这

一类，并进行数据清洗，如图 1（b）所示。

3）OSM道路网数据（2019年），通过 OSM开

源网站下载，如图 1（c）所示。

4）2019年 9月份南昌市陆地卫星（Landsat 8）
遥感影像，如图 1（d）所示。

本文中地图的底图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

源目录服务系统提供的 1∶100万公众版基础地理

信 息 数 据（2021）（https：//www. webmap. cn/
commres.do？ method =result100W）。

2 人类活动指标及城市生态环境

指数

在评价人类活动的指标构建中，提出了采用

图 1 研究区域及数据

Fig.1 Research Area a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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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街道活力指数和城市功

能混合度指数 3个指标对其进行构建。这 3个指

标不仅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而且也可以较好地

反映人类活动的状况。

2.1 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

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是指将日常配套设

施到达住宅区的步行距离通过步行衰减规律计

算而得［14］。所谓步行衰减，是指人类步行所能到

达的配套设施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根据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规定［15］，住宅区规划

建设的周边主要包括 5种配套设施，分别是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市政公

用设施、交通场站及社区服务设施、便民服务设

施。将以上 5种配套设施作为构建住宅区可步行

测度指数的一级指标，并根据相应的 POI总结出

合理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如表 1所示。

步行指数官网（walkscore.com）提供的可步

行距离衰减规律如表 2所示。正常情况下，一个

成年人标准步行速度为 80 m/min，根据该速度

5 min所到达的最远距离为 0.4 km，在这期间不发

生衰减；20 min所到达的最远距离为 1.6 km，这个

过程按照三次曲线函数迅速衰减，一直衰减到

12%；30 min所到达的最远距离为 2.4 km，将逐渐

衰减到 0。同时，不考虑 2.4 km以外的配套设施

的影响。表 2中，y表示距离衰减率，x为各配套

设施到住宅区的距离。

在实际的可步行指数构建中，除了要考虑住

宅区周边的配套设施，还应考虑道路交叉口密度

和街区长度带来的影响。道路交叉口密度越大，

可供居民步行的道路就越多，街道活力越高。另

外，通常认为短的街道比长的街道更具有交通上

的优势。因此，考虑道路交叉口密度和街区长度

对步行测度指数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将这两

个因素分为 6个等级，按照不同的等级确定不同

的衰减率，如表 3所示。

利用网络分析建立起讫点成本距离，首先分

别按照住宅区和表 1中的数据作为起点和终点计

算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代入表 2的衰减规律函

数，计算每个配套设施的距离衰减率；再统计出

每 个 住 宅 区 的 基 础 可 步 行 测 度 指 数 ；筛 选 出

表 1 住宅区周边配套设施分类表

Tab.1 Supporting Facilities Around Residential Area

一级指标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商业服务业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交通场站及社区服务设施

便民服务设施

二级指标

教育培训

医疗

运动设施

政府机构

购物

美食

金融

通讯营业厅

公交设施

旅游景点

公交设施

购物

生活服务

休闲娱乐

三级指标

初中、小学、幼儿园

医院、药店

健身中心、体育场馆、极限运动场所

公检法机构

商场、菜市场、超市、商铺

餐饮设施

银行、自动取款机、邮政储蓄

电信、移动、联通营业网点

停车场

公园

轨道交通站点、公交车站

便利店

物流公司、邮局

电影院、歌舞厅、网吧、游戏场所、休闲广场

表 2 距离衰减规律表

Tab.2 Distance Attenuation Rules

到达距离/km
[0，0.4]

（0.4，1.6]

（1.6，2.4]
>2.4

距离衰减规律

y= 1
y=-153.655 8x3 + 419.460 4x2-395.970 6x+

201.108 6
y=-92.8x3 + 566.6x2 - 1 153.1x+ 786.6

0

备注

无衰减

快速衰减，当到达 1.6 km时，衰减到 12%

当到达 2.4 km时，衰减为 0
2.4 km以外的设施对衰减无影响

注：距离衰减函数虽是分段函数，但在分段处连续

1929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2 年 11 月

2.4 km内每个住宅区包含的道路交叉口个数，进

而得到道路交叉口密度。将街道与住宅区进行

空间链接，即可获得每个住宅区的街区长度。计

算最终的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即：

最终的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 = 基础可步

行测度指数×（1－道路交叉口密度衰减率）×
（1－街区长度衰减率）

2.2 街道活力指数

街道活力是城市发展规划的核心因素，街道

活力越高，说明城市空间越具有活力，人类活动

就越丰富和频繁。因此，街道活力是人类活动强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交媒体和手机信

令数据不同，本文按照街道自身属性以及量化影

响其活力的诸多因素，构建了 3个一级指标和 8
个二级指标［14］，如表 4所示。

计算方法为：首先对二级指标标准化，去除

纲量不一致的影响，然后利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得

到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再次利用同样的方法确定

各一级指标的权重，最后确定每条街道的活力

指数。

2.3 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

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城

市各种配套设施种类越多，城市功能就越复杂，

则混合度就越高［16］。所用到的主要方法是信息

熵，信息熵是在信息发生之前对信息发生之后所

产生的信息量的一种期望，通常用来度量一个系

统的复杂度。如果系统中情况越复杂，那么它的

信息熵也就越大，如果一个系统越单一，则信息

熵也就越少。其计算公式为：

H ( )X =-∑
i= 1

n

p ( xi) log2 p ( )xi （1）

式中，H（X）为信息熵；p（xi）为事件 xi 所发生的

概率。

将南昌市划分成 500 m×500 m的格网，然后

将 POI与格网进行空间连接，使得所有 POI与格

网相对应，从而得到每个格网下各种 POI的数

量，利用式（1）计算格网的信息熵。

2.4 遥感生态指数

经众多学者的应用和分析，遥感生态指数

（remote sensing based ecological index，RSEI）是

目前常用的评价生态环境的遥感分析手段。城

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受人类活动影响剧烈，要想得

到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就要选择与人类生产活动

密切相关的指标进行分析。RSEI所选择的 4个
指标分量（绿度、湿度、热度、干度）都是目前人类

可以直观察觉生态环境质量优劣的重要因素［17］，

其表达式为：

R= f ( xNDVI,xWet,xLST,xNDBSI ) （2）
式中，R表示 RSEI；xNDVI作为植被指数，表示绿度

分量；xWet表示湿度分量；xLST表示地表温度分量；

xNDBSI 作为不透水面和地表裸土指数，表示干度

分量。

利用主成分分析，通过空间坐标旋转的方式

将主要的特征信息集中到一至两个主成分上，用

贡献值高的主成分计算初始的遥感生态指数 R0：

R 0 = 1- [Pk( xNDVI,xWet,xLST,xNDBSI) ] （3）
式中，Pk表示通过主成分分析降维之后的特征。

将 R0进行正规化即可得到遥感生态指数 R，即

R= R 0 - R 0_min

R 0_max - R 0_min
（4）

式中，R 0_max、R 0_min分别为 R0的最大值、最小值。R
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高表示生态质量越好。

2.5 回归模型

为了探究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各指标

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 4种典型的机器学习回

归模型，分别是多项式回归（polynomial regres‑
sion，PLR）、随机森林回归（random forest regres‑

表 3 道路交叉口密度和街区长度对可步行测度指数的

衰减率表

Tab.3 Attenuation Ratio of Road Intersection Density
and Block Length to Walking Index

交叉口密度/
（个 ∙km－2）

≥200
[150，200）
[120，150）
[90，120）
[60，90）
[0，60）

衰减率/%

0
1
2
3
4
5

街区长度/km

（0，12]
（12，15]
（15，16.5]
（16.5，18]
（18，19.5]

＞19.5

衰减率/%

0
1
2
3
4
5

表 4 街道活力指数评价指标

Tab.4 Evaluation Index of Street Vitality Index

一级指标

空间句法结构

POI混合度

街道自身属性

二级指标

连接度

控制值

全局深度

POI密度

POI总量

长度

连接点密度

公交车站个数

备注

街道两边 POI的密度

街道两边 POI的数量

街道自身长度

道路交叉口个数在一定范围里

的密度

一条街道两边公交站点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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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RFR）、极限梯度提升回归（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regression，XGB）和 支 持 向 量 回 归 机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machine，SVR）［18-19］。

PLR本质上是线性回归的一种升维展示，通

过设定自变量的系数将原有的数据映射到高维

空间，再在高维空间中利用线性回归的方式得到

回归结果。本文采用二次多项式回归方程，其公

式为：

ŷ= k0 + w 1 x 1 + w 2 x2 + w 3 x 3 + w 4 x21 +
w 5 x22 + w 6 x23 + w 7 x 1 x2 + w 8 x 1 x 3 + w 9 x2 x 3（5）

式中，ŷ为样本数据的预测值；k0为截距；w1，w2…
w9为系数；x1为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x2为街道

活力指数；x3为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

RFR的核心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回归决策树，

并计算其均值作为回归结果，其计算公式为：

{ s ( x,θt),t= 1,2⋯T } （6）

s̄ ( x )= 1
T∑t= 1

T

{ }s ( )x,θt （7）

式中，x为特征向量；T为决策树个数；θ表示随机

变量；s为所构建的回归决策树；s̄ ( x )为所建立的

T个决策树回归结果的均值。

XGB作为梯度提升树的改进算法，每个叶子

结点上都会产生一个预测分数，也就是叶子节点

的权重。这个权重是所有落在该节点上的样本

在回归树上的回归结果，用 fk（xi）表示。假设

XGB需要建立 K棵回归树，则整个模型在样本 i
上的预测结果为：

ŷ ( )k
i =∑

k

K

fk( )xi （8）

式中，ŷ ( )k
i 表示样本 i的预测结果；fk表示第 k棵回

归树；xi表示样本 i对应的特征向量。

SVR是将在低维空间中无法分离的数据集

通过升维转化到高维空间中，利用更高维的优势

确立一个超平面，寻求所有样本点距离超平面最

小，从而达到回归的效果。对于训练样本数据集

D，使得预测值 f（x）与真实值 y的误差尽可能地

小。数据集D的表达式为：

D={( x 1,y1),( x2,y2)⋯ ( xm,ym ) } （9）

对于一个样本空间，其划分出来的超平面的

线性方程表达式为：

f ( x)= wTφ ( x )+ b （10）
式中，w为超平面的法向量，决定超平面的方向；

φ（x）为样本 x在高维空间的映射；b为位移。

4种回归模型中，PLR便于理解，建模迅速，

是许多强大的非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可解释性

强。RFR的优点在于随机采样样本特征，泛化能

力强，不易过拟合，通过均值计算得到最优结果。

XGB能够突破提升树自身的局限性，从而达到运

算速度快、计算性能强的目的，同时可有效防止

过拟合，而且损失函数结果更加准确，可以做到

并行优化。SVR的优点是使用广泛，鲁棒性强，

少数支持向量就可以决定结果，可以剔除数据中

的大量冗余，简化回归问题。 4个模型是在 Py‑
thon语言下 scikit-learn包中实现，通过绘制学习

曲线获得最优超参数，并得出各回归评价标准。

3 结果分析

3.1 人类活动指标与城市生态环境指标结果

南昌市中部地区的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

明显优于边缘地区。整体的住宅区可步行测度

指数呈环状由中间向四周散射发展，如图 2所示。

南昌市一环内的街道活力指数最高；二环内开始

减弱；三环内普遍较低。整体的街道活力在空间

上分布不均匀，呈现出赣江东部地区较高、西部

较低的趋势，如图 3所示。南昌市城市功能混合

度指数以二环内为最好，二环和三环之间部分地

区表现较好，三环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城市功能混

合度指数过于单一，如图 4所示。南昌市城市生

态环境指数呈城市中心低、向四周逐渐升高分

布，如图 5所示。整体上，人类活动的 3项指标均

呈现出中心高、向四周逐渐递减的趋势，而城市

生态环境指标则表现出相反的态势。

南昌市各区县指标数值情况分析如表 5所
示。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街道活力指数、城

市功能混合度指数的分布可分为高数值区域和

低数值区域。高数值区域包括青云谱区、西湖区

和东湖区；低数值区域有湾里区、安义县、进贤

县、南昌县和新建县。高数值区域分布在中心城

图 2 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

Fig.2 Pedestrian Measure Index of Residenti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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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无论是教育机构、城市建设、医疗卫生还是文

化事业都高度聚集，且人口密集，交通通达，城市

景观丰富，人类活动强度大。低数值区域分布在

中心城区外围，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居民数量

以及生活服务都无法满足城市高速发展的要求，

所以人类活动强度较小。而城市生态环境指数

的分布情况正好相反，除中心城区外，南昌市大

部分区域以山地、林地和湿地为主，地形复杂、交

通不便，相应的生活服务和公共设施较为匮乏，

无法支撑人口必要的生活服务，生态环境质量较

好；而作为市中心的东湖区和西湖区表现较差。

3.2 回归结果

将人类活动指标数据作为特征向量 X，城市

生态环境指标作为目标向量Y。按照街道尺度提

取各个指标在该街道的均值，结合机器学习回归

模型，得到如下结论。

通过对数据集进行调参，减小模型的泛化误

差，得到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从总体上

分析，4个模型在本数据集上的表现相似，都达到

了较好的回归效果。对于在全部数据集上的回

归系数（R2）、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和 均 方 根 误 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的表现，XGB要优于其他 3个模型；而在

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MSE）的表现中，

PLR的结果略强于其他 3个模型。因此，对本数

据集回归效果最好的模型是 XGB，其次是 PLR。
从多项式回归系数（如式（11）所示）可以看

出，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最强的负相关特征是

x1x3，其回归系数是－3.878 8；影响最强的正相关

特征是 x12，其回归系数为 4.186 8。另外，对城市

生态环境指数起负相关作用的特征变量有 x1x3、

x1、x3、x22和 x1x2；起正相关作用的特征变量有 x12、

x2x3、x32和 x2（x1为街道活力指数，x2为城市功能混

合度指数，x3为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

y= 4.186 8x21 - 0.717 7x22 + 0.557 3x23 -
0.073 2x1 x2 - 3.878 8x1 x 3 +
2.268 4x2 x 3 - 1.542 8x1 + 0.188 1x2 -
0.909 4x3 + 0.694 7 （11）

特征重要性是指在给某个特征随机加入噪

图 4 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

Fig.4 Index of Urban Function Mixing Degree

图 3 街道活力指数

Fig.3 Street Vitality Index
图 5 各街道 RSEI

Fig.5 RSEI of Various Streets

表 5 南昌市各区县指标数值

Tab.5 Index Values of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in Nanchang

指标

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

街道活力指数

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

城市生态环境指数

湾里区

0.055
0.132
0.438
0.711

安义县

0.094
0.149
0.384
0.613

进贤县

0.113
0.147
0.441
0.511

南昌县

0.117
0.099
0.438
0.650

新建县

0.120
0.089
0.460
0.577

青山湖区

0.136
0.200
0.574
0.385

青云谱区

0.173
0.265
0.613
0.291

西湖区

0.397
0.276
0.742
0.279

东湖区

0.409
0.319
0.814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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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之后，若该特征对数据的结果影响很大，说明

其重要性较高，反之则较低。在 RFR中，特征重

要 性 最 大 的 是 住 宅 区 可 步 行 测 度 指 数 ，有

0.471 6，最小的是街道活力指数，只有 0.147 4；在
XGB中，特征重要性最大的也是住宅区可步行测

度指数，有 0.524 8，街道活力指数和城市功能混

合度指数相差不大，如表 7所示。因此，在城市生

态环境指数与人类活动的各项指标回归分析中，

街道活力指数、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与城市生态

环境指数的相关性更强一点；住宅区可步行测度

指数与城市生态环境指数的相关性更差一点。

按照标准化残差（standardized residuals，Std）
的分布情况，分别用差（Std≥2.5或 Std≤－2.5）、

一 般（1.5≤Std<2.5 或 －2.5<Std≤－1.5）、良

（0.5≤Std<1.5或－1.5<Std≤－0.5）和优（－0.5
<Std<0.5）来表示，通过统计各残差等级所占比

例发现：PLR和 XGB在等级为优、良的比例相同

且高于 RFR和 SVR；RFR和 XGB在等级为优上

的占比比 PLR和 SVR高 3.8%；PLR等级为良的

占比最高，如表 8所示。因此得出 XGB和 PLR的

预测结果要优于 RFR和 SVR。

将各回归模型的预测值和标准化残差做成

空间分布图，如表 9所示。4个模型都能较好地预

测出城市生态环境的分布情况，即中心城区低、

向四周环状递增。

从残差等级分布上看，4个模型均在赣江入

鄱阳湖的整片区域以及湾里区、厚田乡地区的预

测结果较差；在中心城区以及部分人类活动频繁

的区域（安义县、南昌县中部和南部、进贤县东部

和南部）预测结果较好。因此，在人类活动影响

较小的区域，城市生态环境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

扰导致预测结果精度不高，而在人类活动强烈的

区域预测精度较高。

4 结 语

本文以南昌市为研究区域，充分利用泛在于

互联网的多源数据，建立指标体系获得城市生态

环境指数和影响人类活动的指标数据，利用多种

机器学习模型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整体上，受人口分布、资源配置和地形因

素的影响，人类活动的 3项指标均呈现出中心高、

向四周逐渐递减的趋势，而城市生态环境指标则

表现出相反的态势。

2）通过对比 4个回归模型在本文数据集中的

结果，XGB较其他模型更具有优势。

3）通过比较回归分析中各指标对城市生态

环境的特征重要性，发现街道活力指数、城市功

能混合度指数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相关性更强，住

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相关性

更差。

4）就南昌市整体而言，在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的区域，城市生态环境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导

致预测结果精度不高，而在人类活动强烈的区域

预测精度较高。

综合考虑多源数据的优势和特点，建立与人

类活动紧密相关的住宅区可步行测度指数、街道

活力指数和城市功能混合度指数以及城市生态

环境指数，并利用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建模，为城

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表 6 各回归模型的指标评价

Tab.6 Index Evaluation of Each Regression Model

回归模型

PLR
RFR
XGB
SVR

训练集 R2

0.700 2
0.741 7
0.676 0

测试集 R2

0.695 5
0.688 2
0.663 7

全部数据集 R2

0.689 9
0.667 7
0.734 7
0.672 4

MSE
0.008 5
0.009 0
0.009 2
0.009 0

MAE
0.071 1
0.072 8
0.064 8
0.073 8

RMSE
0.092 3
0.095 6
0.085 4
0.094 9

表 7 各回归模型特征重要性

Tab.7 Feature Importance of Each Regression Model

回归模型

RFR
XGB

特征重要性

街道活力指数

0.147 4
0.265 2

城市功能混合

度指数

0.380 9
0.210 0

住宅区可步行

测度指数

0.471 6
0.524 8

表 8 各模型预测结果的残差等级统计/%
Tab.8 Residual Grade Statistics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Each Model/%

机器学习模型

PLR
RFR
XGB
SVR

残差等级

差

0.9
0.0
0.9
0.0

一般

12.3
15.1
12.3
16.0

良

43.4
37.7
39.6
40.6

优

43.4
47.2
47.2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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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思路和参考价值。机器学习模型与多源

数据的结合验证了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之

间较强的负相关关系。随着传感器的持续发展，

数据的获取更加多样和详实，加强人类活动方面

的管控可助力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继而更

好地服务于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

表 9 各回归模型预测值和残差等级空间分布

Tab.9 The Predicted Value and Residual Grad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ch Regression Model

回归模型

二次多项式回归

随机森林回归

极限梯度提升回归

支持向量回归机

预测值 y
∧
空间分布 残差等级分布

1934



第 47 卷第 11 期 程朋根等：多源数据支持下的城市生态环境评价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会结合具有时空属性的

多源数据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研究，以期可以为

城市生态环境的向好发展提供更多的科学参考

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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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Activities with Multi-source Data

CHENG Penggen 1，2 YUE Chen 1

1 Faculty of Geomatic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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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1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
tie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multi-source data ubiquitous in the Internet has been fully excavated,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Methods: Based on multi-
source data, we propose to construct human activity indicators (residential area walkability index, street vi‑
tality index, urban function mixing index) using point of interest(POI), OpenStreetMap (OSM) and residen‑
tial area data, and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icator (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using remote
sensing images. Combing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such as polynomial regression(PLR), random forest re‑
gression(RFR),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regression(XGB) and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machine(SVR),
it is effective to mak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y indicators. By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models in this datas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ies is revealed.Results:We demon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our method using a
case study of Nanchang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three indexes of human activities all present a
central high and gradually decrease to the surroundings, whil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icators
show an opposite trend.（2）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results of each model on the dataset,
XGB has the best regression effect, followed by PLR.(3)There is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street vitality index, the urban function mixing
index are more relevant to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the walkability index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is less relevant to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4） In areas where human activities have less impact,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be disturbed by other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low prediction accura‑
cy, whil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in areas with strong human activities is high.Conclusions: Using multi-
source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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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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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displacement. In the north-south(N) direction,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the hanging wall is
－19.81 cm and 14.38 cm in the footwall. In the east-west(E) direction,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the
hanging wall is 18.37 cm for the northwestern, while that of the footwall is －7.84 cm for the Southeastern.
In the vertical(U) direction, there is a little uplift in the northern of the fault and the maximum is about
3 cm. Conclusions: The derived north-south and east-west displacements are in good consistency of th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nvestigations, indicating that combing InSAR measurements and elastic
dislocation model to reconstruction 3D seismic deformation field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which overcome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geodetic data and offers extensive future usage for measuring earthquake defor‑
mation.
Key words：Jiuzhaigou earthquake；InSAR；elastic dislocation model；distributed slip；three-dimensional
deform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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