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武汉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估

李红星，黄解军**，梁友嘉，王     欢，张一驰
(武汉理工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生态环境质量是影响城市宜居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遥感技术可以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快速

评价，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从遥感影像中提取归一化植被指数、湿度指数、地表温度、

归一化建筑物-裸土指数表示绿度、湿度、干度、热度 4大生态要素，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其耦合，建

立遥感生态指数（RSEI）综合评价模型，对武汉市 2005—2015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研究期

间武汉市遥感生态指数等级一般及以上区域面积占比均达 80%左右，体现武汉市整体生态坏境质量较好，植

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 2005、2010年和 2015年，武汉市的 RSEI指数均值分别为 0.60、0.55、0.53，
生态质量为优良等级的区域面积所占比例从 2005年的 54.40%，下降到 2010年的 47.63%和 2015年的

42.44%，全市生态环境质量随着城镇化进程有所下降，但下降趋势逐步放缓，说明武汉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一定成效. 在空间上，武汉市生态质量差或者较差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且有沿长江和汉江不

断向外扩张的趋势，与遥感影像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方向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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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是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条件，区域生态环境要素组成、

环境容量、开发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直接影响着生态环境[1].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态环境

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影响到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质量. 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估，了解生态环境状况

及掌握其变化规律，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生态环境评估开展了大量研究，也提出很多的评价方法. 国外学

者对生态环境评估的研究较早，20世纪 60年代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颁布，首次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的方

法. 随着 RS技术和 GIS技术的发展，许多学者结合二者优势，借助数学方法对生态环境进行定量评价，研

究的尺度和范围不断扩大. Sfriso等[2] 利用 MaQI指数，从生态安全的角度对意大利海洋过度的生态环境

进行了评估. Kim等 [3] 利用生理水平生物标志物和生物指示剂建立城市溪流的生态健康评估方法. 国内

对生态环境的研究以国家环保局在 2006年颁布的《生态环境评价技术规范》为基础，该规范提出了耦合生

物丰富度指数、环境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土地退化指数等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4]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 EI）. 大到区域性生态环境评估，小到县级城市生态监测，该指数都得到了广

泛应用. 然而，由于不同研究区域气候地质条件的不同，各项指标的权重也应做相应的调整，而 EI指数计

算过程中权重值固定. 针对这一问题，刘建红等[5] 计算出 1995年和 2000年的湖北省省级生物丰度归一化

系数，并对不同尺度的归一化系数进行分析和研究，反映出湖北省生物丰度的区域分异规律. EI指数评价

生态环境质量以城市单元为主要对象，数据来自于城市的统计数据，还存在数据获取和更新，难以在大尺

度下实现对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评估等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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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生态指数 (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RSEI)基于遥感技术，耦合了反演得到的植被指数、

湿度指数、地表温度和建筑物-裸土指数，能对区域环境进行快速监测和评价，可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变

化的可视化、时空分析及变化趋势预测，同时弥补 EI指数存在的不足. 因此，本文利用遥感生态指数对

武汉市 2005—2015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估，研究 10年间汉市生态质量状况及其时空变化，从经济

社会发展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探讨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为武汉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源

1.1    研究区概况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城市，地理位置为 29°58′～31°22′N，113°41′～115°05′E，地处江汉平

原东部、长江中游，全市下辖 6个中心城区和 7个远城区（图 1），辖区总面积 8 494.41 km2，常住人口达

1 091万. 该市地势东高西低，南高北低，长江、汉江在此处交汇，形成“两江三镇”的地理格局. 武汉市属于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全年雨量充沛，热量充足，年平均气温 15.8～17.5 ℃，生态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

兼具南方和北方植物区系成分，全市有近 40%的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超过 10 m2. 这些生态资源是武汉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重要资源，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对象.

1.2    数据源及预处理　本文的遥感影像来自于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https://glovis.usgs.gov/）. 为了降低季

节不同引起的地表干湿度和植被生长状态的差异，选取 3景云量少（均小于 10%），且季节均为夏秋季的

Landsat影像，获取日期分别为 2005年 9月 11日（Landsat 5 TM影像数据），2010年 9月 6日（Landsat 5
TM影像数据），2015年 8月 22日（Lndsat 8 OIL/TIRS）. 由于不同时相的影像存在地形上的差异，且光照和

 
图 1    武汉市位置示意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Wuh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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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因素也会对地表反射率存在影响，在计算各分指标和遥感生态指数之前，需要对 3景影像进行辐射定

标、大气校正、几何校正等预处理. 利用 FLAASH模型进行大气校正，消除大气吸收和大气散射造成的辐

射误差；采用二次多项式和最邻近法[7] 对影像进行几何校正，控制均方根误差（RMS）<0.5，同时利用武汉

市行政区划矢量数据裁剪出研究区预处理后的影像. 其他数据包括武汉市行政区划图，武汉市 DEM数据，

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和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http://www.dsac.cn/）.

2    研究方法

遥感生态指数（RSEI）基于遥感技术、耦合与生态环境质量优劣直接相关的湿度、绿度、干度和热度

指标，能直观快速地评价生态环境状况，是一种以自然因子为主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利用遥感影像

技术，可以分别获取湿度指数（WET）、归一化植被指数[8]（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 NDVI）、
建 筑 物 -裸 土 指 数 [9]（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Building-Soil  Index,  NDBSI） 和 地 表 温 度 （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来表示湿度、绿度、干度和热度 4大生态要素. 通过对各个分量指标进行标准化消除量

纲上的差异，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建立遥感生态指数评价模型，既避免人为主观因

素对权重设置的干扰，同时又克服了传统的 EI指数中各分量指标不易获取的缺点，能对区域生态环境进

行快速、客观、定量的评价. RSEI遥感生态指数可以用含有 4个分量指标的函数[10] 表示：

RSEI = f (WET,NDVI,LST,NDBSI) , (1)

式中：WET代表湿度指数，NDVI代表植被指数，LST代表地表温度，NDBSI代表建筑物-裸土指数.
2.1    遥感生态指数分量指标的计算　

2.1.1    湿度指标（WET）　湿度指标与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湿度低表明土地退化严重，植被覆盖低，

生态环境差；湿度高表明土壤水分充足，地表植被覆盖丰富，生态环境好. 缨帽变换是一种对数据压缩和去

冗余的技术，通过此变换所得出的湿度分量可以反映土壤和植被的湿度，已经广泛运用在生态环境监测

中[11]. 本文湿度指标以 WET分量表示，由于 landsat5影像和 Landsat8影像的传感器不同，其湿度指标的提

取公式[12-13] 各不相同，分别如下：

TM数据：

WET = 0.031 5ρblue+0.202 1ρgreen+0.310 2ρred+0.159 4ρnir−0.680 6ρswir1−0.610 9ρswir2, (2)

OLI数据：

WET = 0.151 1ρblue+0.197 3ρgreen+0.328 3ρred+0.340 7ρnir−0.717 1ρswir1−0.455 9ρswir2, (3)

ρblue ρgreen ρred ρnir ρswir1 ρswir2式中： 、 、 、 、  和   分别为 TM和 OLI影像蓝、绿、红、近红外、短波红外 1、短波红

外 2波段的反射率.
2.1.2    绿度指标（NDVI）　植被长势能够直接反映出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是利用植物叶面在红光波段有较强的吸收，在近红外波段有较强的反射这一特性进行组合而成，是反映植

物生长状态以及植被分布密度最明显、有效的度量，在区域土地覆盖、生态环境变化和植被分类中已经得

到广泛运用. 因此可以选用 NDVI来代表绿度指标，其提取公式如下：

NDVI = (ρnir−ρred)/ (ρnir+ρred) , (4)

ρnir ρred式中：  代表 TM和 OLI影像数据中的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  代表 TM和 OLI影像数据中的红波段

反射率.
2.1.3    热度指标（LST）　热污染已经成为城市主要污染之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热岛形成机理

及时空演变，在生态环境评估方面运用较少. 地表温度（LST）与植被生长状况、农作物产量、地表水循环、

城镇化等自然、人文现象及过程密切相关，可作为热度指标反应地表生态环境状况. 利用热红外技术对地

表温度进行反演的算法有很多，主要包括大气校正法[14]、单窗算法[15] 和单通道算法[16] 等. 通过与实际地

表温度进行对比发现，大气校正法反演的地表温度与实际测量地表温度误差在 1 ℃ 之内，精度可以满足研

究需要，所以采用此方法对武汉市地表温度进行反演，提取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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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λ = Gain×DN+Bias, (5)

B (Ts) =
[
Lλ−L↓−τ (1−ε) L↑

]
/τε, (6)

Lλ B (Ts) τ

L↑,L↑

式中：Gain，Bias分别代表增益和偏置，  为传感器辐射亮度，  为黑体热辐射亮度.   为大气在热红外

波段透射率，  分别为大气向上、向下辐射量度，具体值可以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网站查询

获取.
Ts最后利用普朗克公式对地表温度   进行求解：

Ts = K2/ ln
(

K1

B (Ts)
+1

)
, (7)

Ts K1,K2 ε式中：  表示地表的真实温度（单位：K），  为定标参数.   为地表比辐射率，根据覃志豪等[17] 提出的利

用归一化植被指数进行估算，将地表分为水体、自然表面和城镇区域 . 设水体像元的地表比辐射率为

0.995，则自然表面和城镇区域像元的地表比辐射率计算公式如下：

εs = 0.962 5+0.614Fv−0.046 1Fv
2, (8)

εb = 0.958 9+0.086Fv−0.067 1Fv
2, (9)

Fv

Gain=0.056 W/
(
m2 · sr ·µm

)
Bias=1.18 W/

(
m2 · sr ·µm

)
K1=607.76 W/

(
m2·sr ·µm

)
K2=1 260.56 K Gain =3.342 0×10−4 W/

(
m2 ·sr·µm

)
Bisa=1.18 W/

(
m2 ·sr·µm

)
K1 = 774.89 W/(

m2 · sr ·µm
)

K2 = 1 321.06 K

其中：  为植被覆盖度可由 NDVI比值计算，由于 Landsat5和 Landsat8传感器的不同，所以这些参数值大小

也不同. 对于 Landsat5数据： ， ， ，

；而Landsat8数据： ， ，

， .
2.1.4    干度指标 (NDBSI)　干度指标是对土壤干化的量化，而土壤干化会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

响，进而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植被覆盖稀疏的地表（岩石、沙地、裸土等）风化、沙化等自然进程是造成土壤

干化的主要原因，考虑到研究区域存在大部分的城市建设用地，所以干度指标可以由裸土指数（SI）[18] 和
建筑物指数（IBI）[19] 组合成归一化建筑物-裸土指数表示，在组合的过程中通常是直接对 SI和 IBI进行算

术平均，忽视了各自对干度影响的强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提出通过设定适当的阈值大小提取裸土

和建筑物面积，然后以面积比值为权重参考标准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NDBSI指数.
裸土指数：

SI =
[
(ρswir1+ρred)− (ρblue+ρnir)

]
/
[
(ρswir1+ρred)+ (ρblue+ρnir)

]
, (10)

建筑物指数：

IBI =
2ρswir2/ (ρswir1+ρnir)−

[
ρnir/(ρred+ρnir)+ρgreen/

(
ρswir1+ρgreen

)]
2ρswir2/ (ρswir1+ρnir)+

[
ρnir/ (ρred+ρnir)+ρgreen/

(
ρswir1+ρgreen

)] , (11)

干度指标（NDBSI）：
NDBSI = α ·SI+β · IBI, (12)

ρgreen ρblue ρred ρnir ρswir1 ρswir2

α β

式中： 、 、 、 、  及   分别为 TM和 OLI影像绿、蓝、红、近红外、中红外 1、中红外

2波段的反射率值，  和   分别为 SI和 IBI的权重系数.
2.2    遥感生态指数评价模型的构建　遥感生态指数 (RSEI)是基于湿度、绿度、热度和干度的综合性生态

环境评价指标，由于各分量在数值单位和大小上的差异，在综合之前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上的

差异，公式如下：

N = (I− Imin)/ (Imax− Imin) , (13)

Imin Imax式中：N是标准化后的指标值，I为该指标数值的大小，  和   分别为各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对各分量指标标准化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然后作为各分量指标的权

重，将 4个分量指标转换为原始的遥感生态指数[20]，提取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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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 =
m∑

i=1

aiPCi =

n∑
j=1

w jI j, (14)

ai PCi

w j I j

式中：m、n分别表示主成分和分量指标的个数；  为主成分的方法贡献度；  表示各分量指标的主成分；

 表示分量指标的权重；  表示分量指标标准化值. 利用公式（13）将原始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进行标准

化，然后取值区间为 [0, 1]，值越接近 1，说明生态环境质量越好. 根据《生态环境评价技术规范》生态环境分

级标准[21]，将遥感生态指数划分为 5个等级，如表 1所示.

3    结果与讨论

3.1    分量指标主成分分析　由武汉市 2005、2010年和 2015年 4个分量指标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表 2），
第 1主成分特征值贡献度分别为 93.64%、95.22%、94.59%（均超过 85%），代表各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即

利用合成的第 1主成分来代替绿度、湿度、干度和热度 4个分量指标. 以方差贡献率作为各分量指标权

重，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对各指标合成的干扰，并利用该权重合成遥感生态指数（RSEI）综合

评价模型，对武汉市的生态环境进行评估分析.
就各分量指标而言，绿度指标贡献率在研究期间有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说明武汉市植被覆盖状

况在前 5年是恶化的，对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相比与其他指标变弱. 近年来，武汉市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

断加强，植被覆盖有所好转，对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其它指标变强. 热度指标贡献率持续上升，说明研究

期间武汉市地表温度一直升高，与曹小雪[22] 对武汉市气候特征研究相符合，这与城市的热岛现象有关，造

成热度指标对遥感生态指数评价模型的影响较其他指标增强. 各年第 1主成分中的绿度指标（NDVI）和湿

度指标（WET）均为正值，说明二者对生态坏境有正向作用；干度指标（NDBSI）和热度指标（LTS）均为负

值，说明二者对环境有负面影响. 绿度和湿度指标越大，说明该区域的地表植被覆盖度高，土壤水分充足，

生态环境质量越好. 干度和热度值越高，说明地表植被覆盖稀疏、岩石裸露、土壤沙化、风化和城镇化等地

表硬化问题严重，生态环境质量越差. 其他主成分各指标参数值的正负和大小均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不

能揭示生态环境优劣的内在机理，因此本文只利用第 1主成分贡献率构建遥感生态指数（RSEI）.
3.2    武汉市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分布　武汉市 2005—2015年遥感生态指数（RSEI）均值和各评价等级所占

的面积大小及百分比见表 3. 从整体来看，研究期间遥感生态指数评级为一般和良的面积占比最高

（>30%），且评级为一般及以上面积比例分别为 86.08%、82.44%、79.71%，说明 2005—2015武汉市生态环

境处于稳定，属较好的状态. 从单一年份来看，2005年生态环境等级为良的占比最高，达到 41.70%；生态环

境等级为差的占比最少，面积仅为 146.92 km2，低于整体面积的 2%；评级为较差和优的面积基本相同，比

例约占 12%. 2010年，生态环境评级面积占比最高的仍然是良，但是较 2005年占比有所下降（为 37.15%），

面积为 3 118.14 km2；评级为差的面积占比最少，占比 2.50%. 2015年，生态环境评级一般占比最高，为

37.27%，面积达 3 127.33 km2；差占比最低，为 3.13%. 从研究期间变化趋势看，2005年、2010年、2015年武

汉市遥感生态指数 (RSEI)均值逐年下降，分别为 0.60、0.55、0.53，说明武汉市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但恶

化的趋势已经得到有效的遏制，这可能与该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 根据武汉市统计局数据，全市生产总

表 1    遥感生态指数等级划分

Tab. 1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tuation scale

级别指数 特征描述

差（0<RSEI≤0.2） 植被覆盖度低，干旱少雨，岩石裸露，土壤干化，人类生活明显受到限制.

较差（0.2<RSEI≤0.4） 植被覆盖度较低，干旱少雨，物种较少，存在明显的限制人类生活的因素.

一般（0.4<RSEI≤0.6） 植被覆盖度中等，雨量适中，较适合人类生活，存在限制人类生存的因子.

良（0.6<RSEI≤0.8） 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土壤有机质较丰富，气候适宜，适合人类居住.

优（0.8<RSEI≤1.0） 植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性丰富，土壤有机质丰富，气候湿润怡人，生态环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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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由 1978年的 39.91亿元跃升至 2017年的 13 410.34亿元，常住人口由 2004年的 858万增加到 2014年

的 1 033万，人类活动使植破坏、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环保意识的不

断加强，武汉市加大了环境执法力度并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抑制.
这同样能在各个生态评价等级中体现，评级为差由 2005年的146.92 km2 增加至 2010年的 209.03 km2，面

积扩张了 42.27%，至 2015年的 262.37 km2，面积扩张速度下降为 25.52%. 从空间分布看（图 2），武汉市生

态环境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周边城区，这些区域经济相对薄弱，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林地为主，植被

丰富，生物多样性高. 生态环境较差的地方集中在洪山、汉阳、武昌、青山，根据武汉市各行政区的不同定

表 2    指标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 2    Result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时间 参量 第1主成分(PC1) 第2主成分(PC2) 第3主成分(PC3) 第4主成分(PC4)

2005年

绿度(NDVI) 0.58 −0.43 −0.18 0.00

湿度(WET) 0.33 0.63 −0.64 0.05

干度(NDBSI) −0.50 0.47 −0.31 0.27

热度(LTS) −0.58 −0.65 −0.65 −0.06

特征值 3.75 0.16 0.07 0.03

贡献率/% 93.64 3.88 2.08 0.04

2010年

绿度(NDVI) 0.50 0.01 −0.94 0.14

湿度(WET) 0.23 −0.55 0.02 −0.67

干度(NDBSI) −0.40 −0.83 −0.03 0.51

热度(LTS) −0.63 0.10 0.00 0.54

特征值 3.85 0.26 0.02 0.00

贡献率/% 95.22 4.27 0.38 0.13

2015年

绿度(NDVI) 0.66 −0.11 −0.02 −0.84

湿度(WET) 0.30 0.48 0.63 −0.02

干度(NDBSI) −0.43 0.16 0.62 0.00

热度(LTS) −0.65 −0.74 0.33 0.00

特征值 3.82 0.28 0.02 0.00

贡献率/% 94.59 5.08 0.46 0.17

表 3    2005—2015武汉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级面积统计

Tab. 3    Area statistics of RSEI level from 2005 to 2015 in Wuhan

生态等级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面积/km2 面积比/% 面积/km2 面积比/% 面积/km2 面积比/%

差 146.92 1.75 209.03 2.49 262.37 3.13

较差 1 021.72 12.17 1263.97 15.06 1 440.60 17.17

一般 2 656.62 31.66 2 912.68 34.71 3127.33 37.26

良 3 499.56 41.70 3 118.14 37.15 2 904.64 34.61

优 1 067.43 12.72 888.66 10.59 657.07 7.83

合计 8 392.25 100.00 8 392.48 100.00 8 392.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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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洪山区以教育产业为主，分布着大量高校，

人口稠密；青山、汉阳、武昌则以工业为主，是

一些重工业基地如武钢、武石化、东风汽车、武

船等集中分布区域，工业生产和人类的经济活

动都对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3.3    武汉市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监测　武汉市

2005—2015年来生态环境变化差异如表 4所示，

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的面积为 3 309.31 km2，

占比最高，达 39.44%；其次是生态环境质量不变

的面积为 2 983.20 km2，占比为 35.56%；面积占

比最低的是变好，面积为 2 098.03 km2，约占武

汉市面积的 25%. 在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的区域，

有 69.51%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变差 1个

等级，占绝大多数；其次是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变

差 2个等级，占比为 25.60%. 在生态环境变好区

域，等级变好 1个等级占绝大多数，占整个变好区域面积的 79.41%；变好 2个等级占比 18.78%. 等级变化

3级或 4级占比较少，这说明武汉市生态环境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变化强烈的区域则以人类的直接

经济活动有关，如耕地林地向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的转变. 从空间分布上看（图 3），变差的区域主要是围绕

着城市周边和大部分水域，水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城市生活污水、企业废水的偷排漏排和近些年的水产

养殖业的兴起有关，且生态环境变差的区域沿长江和汉江两侧扩张，这与孙安昌等[23] 提出武汉市主城区

建设用地源自对城市外围的绿地与内部湖泊地区的侵占、新城区有沿两江扩张的趋势相一致. 中心城区除

水域外，生态环境质量以不变为主（部分出现变好的迹象），这说明武汉主城区近年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4    结　论

遥感生态指数（RSEI）是一种基于遥感技术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具有参数获取容易、时序跨度

大、评价范围广等特点优势. 本文以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模型为基础，对 RSEI模型

的干度指标（NDBSI）计算进行了改进. 利用改进的 RSEI模型对武汉市 2005—2015年生态环境状况进行

表 4    2005—2015武汉市遥感生态指数等级变化

Tab. 4    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level change from 2005
to 2015 in Wuhan

类别 级差 级面积/km2 级比例/%

变差

−4 8.87 0.11

−3 153.16 1.83

−2 847.06 10.10

−1 2 300.23 27.41

不变   0 2 983.20 35.55

变好

  1 1 665.96 19.86

  2 393.91 4.69

  3 37.03 0.44

  4 1.13 0.01

 
图 2    2005—2015年武汉市生态环境质量分级图

Fig. 2    Ecological quality classification map from 2005 to 2015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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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估和变化监测，主要结论如下：

（1）武汉市 2005—2015年 RESI均值逐年减

少，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这主要与武汉市经济

快速发展，人类活动造成植被覆盖减少，湖泊面积

的逐渐缩减和城市扩张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

有关.
（2）从空间格局上，中心城区如青山、汉阳、

洪山、武昌等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低于黄陂、江夏、

蔡甸等周边城区，生态环境的优劣和行政区经济

发展水平和定位密切相关. 因此，可以通过优化产

业布局和产业升级治理城市生态环境.
（3）在时间序列上，武汉市中心城区的生态环

境质量以不变和变好为主，说明主城区生态环境

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4）生态环境变差的区域有沿长江、汉江两侧

和中心城区周边扩散的趋势. 城市的扩张造成了

生态环境的破坏，城市规划应当更多地融入生态

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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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uha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LI Hong-xing，HUANG Jie-jun**，LIANG You-jia，WANG Huan，ZHANG Yi-chi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ffecting the livability of cities. By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be evaluated accurately, thu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four indices
were  derive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s,  namely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  (NDVI),  WET,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  and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building-soil  index  (NDBSI),  which  represent  greenness,
dryness,  wetness  and heat.  These  indicators  were  then coupled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used  for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model  named 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RSEI),  in  order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uha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area ranked with general or higher levels of RSEI accounts for about 80% in the city,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uhan  is  relatively  good  with  high  coverage  of
vegetation as well as rich biodiversity. In addition, the average of RSEI in Wuhan is 0.60, 0.55 and 0.53 in 2005,
2010 and 2015 respective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cellent” areas of RSEI decreased from 54.40% (in 2005)
to  47.63% (in  2010)  and then to  42.44% (in  2015).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whole  city  has
deteriorated along with urbanization; however, such a trend gradually slows down, illustrating that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uhan has achieved some positive results. Moreover, spatially speaking, the areas with
poor or even lower levels of RSEI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city, and such areas have been expanding
outwar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s  well  as  the  Han  Rive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prawl  direc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s.

Key  words:  Wuhan；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RSEI)；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urbanization；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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