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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４２
黄甜ꎬ郭青海ꎬ邹凯ꎬ李达维ꎬ易海军.基于景感生态学理念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研究.生态学报ꎬ２０２１ꎬ４１(１９) :７５７９￣ ７５８８.

Ｈｕａｎｇ Ｔꎬ Ｇｕｏ Ｑ Ｈꎬ Ｚｏｕ Ｋꎬ Ｌｉ Ｄ Ｗꎬ Ｙｉ Ｈａｉ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２０２１ꎬ４１(１９) :７５７９￣ ７５８８.

基 于 景 感 生 态 学 理 念 的 乡 村 社 会￣生 态 系 统 供 给 服 务
研究
黄

甜１ꎬ２ ꎬ郭青海３ꎬ∗ ꎬ邹

凯４ ꎬ李达维５ ꎬ易海军６

１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ꎬ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３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ꎬ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４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５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ꎬ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６ 宁波市镇海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ꎬ 宁波

３１５２０２

摘要: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奠定着基础ꎬ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福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服务性公共设施作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代表了乡村的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居
民生活质量水平ꎮ 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综合评价其供给服务可改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结构ꎬ为城乡居民提供
高质量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ꎮ 以厦门市岛外城市化乡村为研究对象ꎬ通过厦门市岛外 ＰＯＩ 数据和乡村社会经济统计数据ꎬ以公
共服务设施为景感载体ꎬ分析其空间分布和测度其供给服务水平ꎬ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与熵值分析法ꎬ分析厦门市乡村社会￣生
态系统供给服务空间分布特征ꎬ结合人口、经济、距岛内核心区距离等指标对各村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进行皮尔逊相
关性分析ꎮ 研究发现厦门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表现为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ꎻ各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
水平影响因素是多元且具有多样性的ꎻ提出从城乡居民的认知心理与物质需求出发对公共设施进行景感生态营造以提高村庄
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ꎬ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ꎮ 本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优化提出对策建议ꎬ研究结果可为乡村社会￣
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提升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研究依据ꎮ
关键词:城市化乡村ꎻ乡村社会￣生态系统ꎻ供给服务ꎻ空间优化ꎻ景感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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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ｔ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ＰＯＩ)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ｉｔ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ｉｍｅｉꎬ Ｈａｉｃａｎｇꎬ Ｔｏｎｇａｎꎬ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ｇ′ａｎꎻ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ꎻ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ｅｅ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ꎻ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ꎻ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ꎻ ｓｐａ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改革开放以来ꎬ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ꎬ由人口资源的大量迁徙所带来的
“城市病” 与“ 乡村病” 日益突出ꎮ ２０１８ 年我国乡村承载着 ５.６ 亿人口ꎬ占人口总数的 ４０.４２％ꎮ 为缓解人口迁
徙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压力与农村空心村现象ꎬ我国在 ２０１７ 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ꎬ并在之后推出一系列的政策
措施改善乡村生活生产风貌ꎬ提高乡村发展水平ꎮ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ꎬ提高了乡
村居民生活质量ꎬ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和城乡协调发展促使乡村聚落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ꎮ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奠定着基础ꎬ在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和乡村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ꎬ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１￣ ３] 、景感生态学与景观规划设计方法等 [４￣ ７] 应用于新型乡
村规划ꎬ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趋向ꎮ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是指在乡村地域范围内ꎬ由乡村人口、环境、生物、建筑、农具、科技与文化组成的人工
或半人工复合系统 [８] ꎮ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直接或间接所获取的益处 [９] ꎬ生态系统服务框
架将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融为一体ꎬ其核心目标是造福人类社会 [１０] ꎮ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从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中所获取的利益ꎬ研究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服务有利于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ꎬ为当地居民
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与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ꎮ 近年来ꎬ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多集中于乡村森林生
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１１￣ １４] ꎮ 然而ꎬ作为一个复杂的半人工系统ꎬ
其系统内由自然资源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人工设施建设所提供的服务替代ꎬ或者由人工设
施增加新的生态系统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ꎮ 在本文中ꎬ我们参考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体系ꎬ结
合景感生态学的理论ꎬ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 ４ 类ꎬ即由基础设施建设所提供的支持功能ꎬ由餐
饮、出行、企业、住宿等服务性公服设施所提供的供给功能ꎬ由水利设施、地下管网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提供
的调节功能和由公园绿地、文化场馆等提供的文化服务功能ꎮ
景感生态学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ꎬ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ꎬ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反应、社会经
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面ꎬ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科学 [１５] ꎮ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ꎬ近年来逐渐被应
用到生态规划与设计相关的多个领域 [１６￣１９] ꎮ 与景观生态学不同的是ꎬ景感生态学更注重人的需求ꎬ重视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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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动主导者所含有的心理需求与感知在整个生态规划与可持续发展中所起的作用ꎮ 以景感生态学为设计
理念的景感营造是指将人们的愿景和感知等注入到一个载体上ꎬ这个载体可以是已经存在的ꎬ也可以是新的
载体 [２０] ꎮ 被赋予人们需求与设计者理念的载体会加强关于可持续理念的表达ꎬ进一步引导人们的行为与生
活ꎬ从而实现人与景观的和谐发展ꎬ实现可持续的美好愿景ꎮ 将景感生态学应用于乡村规划ꎬ可以使人们的需
求和感知在景感这一载体空间上得到实现ꎬ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乡村的一个有效途径ꎮ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奠定着基础ꎬ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提
高城乡居民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服务性公共设施作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代表了乡村的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水平ꎮ 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综合评价其供给
服务可改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结构ꎬ为城乡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ꎮ 本文选取厦门市岛外城
市化乡村为研究对象ꎬ通过厦门市岛外 ＰＯＩ 数据和乡村社会经济统计数据ꎬ以公共服务设施为景感载体ꎬ分
析其空间分布和测度其供给服务水平ꎬ具体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和熵值分析方法来分析厦门市乡村社会￣生
态系统供给服务空间分布特征ꎬ结合人口、经济、距岛内核心区距离等数据对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
能力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ꎬ探讨影响供给服务能力的驱动因素ꎬ最后从居民的需求出发探讨景感生态学在
公共服务规划中的应用ꎬ以村庄的分布来代表居民的分布ꎬ以村庄的社会经济属性来表征居民的需求ꎬ从居民
的需求来考虑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布和热点分布是否合理ꎬ从而对公共服务设施这类景感载体的空间优化提出
对策建议ꎬ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提升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研究依据ꎮ
１
１.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概况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ꎬ与漳州、泉州相连ꎬ地处

闽南金三角中部ꎬ是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ꎮ 亚热带
海洋性季风气候ꎬ温和多雨ꎬ年平均气温 ２１℃ 左右ꎬ地
形以滨 海 平 原、 台 地 和 丘 陵 为 主ꎮ 厦 门 市 陆 地 面 积
１６９９.３９ｋｍ ２ ꎬ海域面积 ３９０ｋｍ ２ 左右ꎬ本文的研究范围为
岛外的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与翔安区四区ꎬ面积为

１５４１.６３ｋｍ ２ 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厦门地域范围小ꎬ乡村与城市区域连接紧密ꎬ空间分

离不明显ꎬ与其他地区相比ꎬ厦门乡村受城市化影响更强
烈ꎮ ２０１７ 年厦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０.５∶４１.７∶５７.７ꎬ第一产

业比重极低ꎬ厦门乡村与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差别巨大ꎬ
厦门乡村或许会衍生出新的村镇集聚形态 [２１] ꎮ 由厦门
乡村发展现状可以看出ꎬ这类新的乡村聚集形态的特征
为:第一产业占比低ꎬ不以农业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ꎻ人口流动大ꎬ外出务工人口与进村务工人口数相

图１
Ｆｉｇ.１

厦门市岛外四区地理位置图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当ꎬ并因此衍生出较多餐饮与住宿服务等第三服务业ꎻ
规范化的管理制度ꎬ乡村文明度与创新度较高ꎮ 由于这类乡村的特征与城市的特征具有某些相似之处ꎬ我们
称其为城市化乡村ꎮ 厦门乡村作为城市化乡村的典型代表ꎬ研究其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分布特征和
发展模式可为乡村聚落发展的未来模式提供指引ꎬ也可为其他具有相似条件的乡村如何更科学合理的发展提
供借鉴ꎮ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乡村公共服务设施 ＰＯＩ 数据作为景感载体分析对象ꎮ ＰＯＩ 数据与公交刷卡记录、手机信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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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信息流、社 交 兴 趣 点 等 都 属 于 大 数 据ꎬ 是 规 模 巨 大 到 无 法 通 过 手 工 处 理 来 分 析 解 读 信 息 的 海 量 数
据 [２２￣２５] ꎮ 近年来ꎬ ＰＯＩ 数据因其强大的地理信息代表性与数据的易获得性 [２６] 被应用到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多
个领域ꎮ 例如在城市功能区规划设计时ꎬ以 ＰＯＩ 数据代表一个地区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情况ꎬ对其进行空间

分布特点与聚集特征研究ꎬ利用空间分析方法、标准差椭圆分布、核密度分析等探讨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
格局和优化等 [２７￣２９] ꎮ

文中 ＰＯＩ 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等数据平台ꎬ经过爬取共获取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为节点的厦

门市岛外四区 ＰＯＩ 数据 ２９９４９ 条ꎬ后期经过数据去重、筛选ꎬ得出有效信息 ２８９５１ 条ꎬＰＯＩ 数据类型划分如表 １

所示ꎮ 除兴趣点数据外ꎬ为分析探讨厦门城市化乡村供给服务的影响机制ꎬ本文从 ２０１７ 年厦门市农经统计站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中选取 ３ 个社会经济数据指标来进行本文的研究ꎬ分别为:总人口、农民人均收入和
财政补贴收入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标识号
ＩＤ

景感载体 ＰＯＩ 点数据类型划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Ｉ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１

大类
Ｍａｉｎｃｌａｓｓ

子类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教育资源

中学、小学、幼儿园、培训机构、职业技术学校等

２

住宿服务

旅馆、宾馆、酒店、招待所、公寓等

３

餐饮服务

快餐、西餐、菜馆、饮品店、小吃店等

４

医疗服务

医院、诊所、妇幼保健、卫生服务中心等

５

公司企业

公司、企业、工业园区等

６

出行服务

汽车站、火车站、公交站、高速路口、加油站、停车场等

７

金融服务

银行、证券、保险等

１８.６
１５.８
４.５
４.１
３.１
２.８

ＰＯＩ: 兴趣点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１.３

５１.１

研究方法
为研究厦门城市化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空间分布特征ꎬ应用核密度法对各类 ＰＯＩ 点进行热点分

析ꎬ标准差椭圆法对其进行空间分布方向性分析ꎻ为研究各村庄供给服务水平及村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
能力大小ꎬ采用了熵值法对岛外四区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即供给服务能力水平) 进行量化分析评分ꎬ进
而根据社会、经济、政策、地理 ４ 个层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４ 项指标为变量、供给服务评分为因变量进行皮尔
逊相关性分析ꎬ对村庄居民生活需求满足度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ꎮ
１.３.１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法是地理空间设施分布特征提取的重要统计分析方法ꎬ基于不同的空间距离概念可建立不同的核
密度计算方法 [３０] ꎮ 核密度估计法利用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像元周围的点要素的密度得以将状态空间连续化和
无穷化ꎬ通过核密度估计横截面的分布ꎬ考察随机变量随时间变化的分布形态 [３１] ꎮ 本文利用核密度估计法分
析各类兴趣点的空间分布特征ꎬ其计算公式为:

ｆ(ｓ) ＝

ｎ

１

ｋ(
∑
２
ｉ＝１ ｈ

ｓ － ｃｉ
ｈ

)

(１)

式中:ｆ( ｓ) 为空间位置 ｓ 处的核密度计算函数ꎬｈ 为距离衰减阈值ꎬｎ 为与位置 ｓ 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ｈ 的要素点
数ꎬｋ 函数则表示空间权重函数ꎮ
１.３.２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分析由 ３ 个要素构成:转角 θ 、沿主轴( 长轴) 的标准差与沿辅助轴( 短轴) 的标准差ꎬ椭圆的

长轴为空间分布最多的方向ꎬ短轴为空间分布最少的方向 [３２] ꎮ 本文选用标准差椭圆分析识别厦门岛外四区
ＰＯＩ 数据空间分布的方向特征ꎮ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相关模块ꎬ对标准差椭圆的各参数进行计算ꎬ最后会得到椭
圆的重心、长短轴的长度与椭圆的方向角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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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值法

对不同量纲不同量级的指标进行权重分析进而综合评价时常用到熵值法ꎬ其由于所具有的客观性与科学

性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 [３３] ꎮ 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的热力学概念ꎬ后被应用到在信息论

中作为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ꎬ信息熵与熵绝对值相等ꎬ符号相反ꎮ 一般认为ꎬ信息熵值越高ꎬ系统结构越均衡ꎬ
差异越小ꎬ或者变化越慢ꎻ反之ꎬ信息熵越低ꎬ系统结构越是不均衡ꎬ差异越大ꎬ或者变化越快ꎮ 所以ꎬ可以根据
熵值大小ꎬ也即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ꎬ计算出权重ꎮ 本文根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数据的离散程度ꎬ对其进行

权重确定ꎬ最后对厦门市岛外 ２３５ 个村庄供给服务能力水平进行评价从而探讨村庄居民的生活便利程度及需
求满足度ꎮ 使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３４] :

(１) 原始数据矩阵归一化ꎮ 设 ｍ 个公共设施类型 ｎ 个村庄对象的原始数据矩阵为 Ａ ＝ ( ａ ｉｊ )
一化后得到 Ｒ ＝ ( ｒ ｉｊ ) ｍ ×ｎ ꎬ对正向指标而言ꎬ归一化公式为:
ｒ ｉｊ ＝

ｍ ×ｎ

ꎬ对其归

ａ ｉｊ － ｍｉｎ
ｊ { ａ ｉｊ }

(２)

{ ａ ｉｊ } － ｍｉｎ
ｊ { ａ ｉｊ }

ｍａｘ
ｊ

而对逆向指标而言ꎬ归一化公式为:
ｒ ｉｊ ＝

ｍａｘ
ｊ
ｍａｘ
ｊ

{ ａ ｉｊ } － ａ ｉｊ

(３)

{ ａ ｉｊ } － ｍｉｎ
ｊ { ａ ｉｊ }
ｎ

(２) 定义熵ꎮ 在有 ｍ 个指标、ｎ 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估问题中ꎬ第 ｉ 个指标的熵为 ｈ ｉ ＝ － ｋ∑ ｆ ｉｊ ｌｎ ｆ ｉｊ ꎬ式中
ｊ＝１

ｎ

ｆ ｉｊ ＝ ｒ ｉｊ / ∑ ｒ ｉｊ ꎬ其中ꎬ ｋ ＝ １ / ｌｎｎ ꎻ令 ｆ ｉｊ ＝ ０ꎮ
ｊ＝１

(３) 定义熵权ꎮ 定义了第 ｉ 个指标的熵之后ꎬ可得到第 ｉ 个指标的熵权:
ｗｉ ＝

２

１ － ｈｉ

ｍ －

ｍ

ｍ

ｈｉ
∑
ｉ＝１

(０ £ｗ ｉ £１ꎬ∑ ｗ ｉ ＝ １)

(４)

１

厦门市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空间分布特征

２.１

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总体分布特征
厦门市岛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现明显差异性ꎬ表现为中南部集聚ꎬ北部分散ꎬ整体密集围绕厦

门岛由南向北部逐渐扩散ꎮ 公共服务设施 ＰＯＩ 点数在岛外四区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集美 ３５％、同安 ２７％、海
沧 ２２％、翔安 １５％( 表 ２) ꎮ 海沧、集美两区用地面积占研究区面积的 ３０％ꎬ却拥有 ５７％ 的公共服务设施ꎮ 其
中ꎬ集美区由于厦门市大学城群体位于该区ꎬ教育资源占比突出ꎬ由此衍生的医疗、住宿、金融、餐饮服务 ＰＯＩ

数量高于其他区域ꎮ 同安区因其承接厦门市工业产业转移ꎬ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数量仅次于集美区ꎮ 翔安区发
展较晚ꎬ整体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数量明显低于其他 ３ 区ꎬ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有待改善与提升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区名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ｎａｍｅ
海沧区
集美区
翔安区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２

餐饮服务
Ｒｅｐａｓｔ

住宿服务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出行服务
Ｔｒａｆｆｉｃ

教育资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公司企业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金融服务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医疗服务
Ｍｅｄｉｃａｌ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５９８

３８８

１７８２

４５２

５３０６

５０１

２５０

１０２７７

７９７

１３３８

同安区

研究区 ＰＯＩ 点分布表

ＰＯＩ ｐｏｉ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８３２

４５６５

２６２
１１０
１３８
８９８

１４３７
１２６３
９０１

５３８３

２４１
２８５
２０８

１１８６

３１４９
４２４５
２１１１

１４８１１

３１６
３０６
１８０

１３０３

２０８
２４５
１０２
８０５

６４１０
７７９２
４４７２

２８９５１

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空间集聚特征
对 ＰＯＩ 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图( 图 ２) ꎬ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分布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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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明显的聚集趋势ꎬ存在着明显的分布热点ꎮ 餐饮服务类由于集美区教育资源与同安区工业产业的密
集ꎬ相比于其他两区表现出更明显的聚集特征ꎮ 出行服务类与医疗服务类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须设施除翔安区
较为逊色外在其他三区分布较为均衡ꎮ 与同安工业区相呼应ꎬ公司企业在同安区聚集性更为明显ꎬ而教育资
源集中在集美区大学城部ꎮ 金融服务类设施、住宿服务类设施在集美与海沧呈现较为明显的分布热点ꎬ而同
安翔安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ꎮ 综合来说ꎬ厦门市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呈现多核、多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ꎬ并
围绕厦门岛ꎬ表现出由南向北逐渐扩散的格局ꎮ

图２
Ｆｉｇ.２

２.３

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核密度分析图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空间分布方向特征
为探测公共设施供给服务在空间上分布的方向特征ꎬ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空间统计工具对其进行标准差椭圆分

析( 图 ３) ꎮ 标准差椭圆的长轴与短轴长度相差较大ꎬ长轴长度为 ０.１４３ꎬ短轴长度为 ０.０７４ꎬ相差两倍之多ꎬ表
明公共设施供给服务的空间分布方向性明显ꎬ分布向中南部聚集ꎬ北部分散ꎮ 总体来说ꎬ供给服务在空间上大
致呈“ 西南———东北” 走向分布ꎬ符合厦门市 ２０２０ 年“ 一岛一带多中心” 的组团式海湾城市格局的空间规划ꎮ
３

厦门市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测度
作为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与劳作区ꎬ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水

平ꎬ对人们的需求有着最直接的影响ꎮ 本文利用熵值法对量纲不同数量级不同的 ７ 类 ＰＯＩ 点进行权重确定ꎬ
进而计算出各村庄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ꎬ以其分布状况探讨村庄居民生活需求的满足度ꎮ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工具箱的空间联接工具获得各村庄点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数量ꎬ以村庄点为行数据以

服务设施类型为列数据生成矩阵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数据分析软件对其进行矩阵转换与公式计算ꎬ最终得到各
个服务设施类型的权重值( 表 ３) 与各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综合得分( 图 ４) ꎮ

岛外四区村庄平均得分与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趋于一致ꎬ分别为集美区 ３１.３４、海沧区 ２９.８６、同安区 １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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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翔安区 ８.１１ꎮ 集美区由于教育资源的高度聚集及其
所带来的各种衍生设施分布优势ꎬ村庄平均得分超越了
发展早较为成熟的海沧区ꎬ同安区与翔安区则以 ３—４
倍的悬殊差距落后于集美与海沧ꎬ代表了其发展晚、起
步晚、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不成熟的现状ꎮ 从乡村社
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的层面来说ꎬ海沧、集美各村
庄居民生活便利程度与满意度目前显著高于同安ꎬ翔安
各村庄的居民ꎬ它们所提供的供给服务已能较好的满足
大部分居民的需求ꎬ而同安翔安各村庄的供给服务能力
现在仍急需得到改善ꎮ
分别选取村庄人口数、农民人均收入、财政补贴和
距离厦门岛核心区距离代表社会、经济、政策、地理等 ４

个因素作为影响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分布的因
素指标ꎬ以这 ４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村庄公共设施供给
服务水平综合评价作为因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
( 表 ４) ꎮ

图３

由总体相关性分析可知ꎬ人口、财政补贴、核心区距

离这 ３ 个指标的相关性系数均大于 ０.３ꎬ表明这 ３ 个指

Ｆｉｇ.３

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标准差椭圆分析图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标对村庄供给服务能力评分有较强的影响作用ꎬ农民人
均收入相关性系数为 ０.２６２ꎬ对评分的影响小于其他 ３ 个指标ꎮ 对这 ４ 个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ꎬＰ 值均为 ０ꎬ表
明该结果具有极高的可信度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值 Ｗｅｉｇｈｔｓ

医疗
Ｍｅｄｉｃａｌ

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６

０.１１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ｅｉｇｈｔ

住宿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０.２１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区名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ｎａｍｅ
海沧区

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ｒ
Ｐ

集美区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ｒ
Ｐ

同安区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ｒ
Ｐ

翔安区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ｒ
Ｐ

总体 Ｔｏｔａ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ｒ
Ｐ

公共服务设施权重表

企业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金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０.１３

出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０.１５

餐饮
Ｒｅｐａｓｔ

０.１１

０.１４

驱动因子相关性分析表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总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６８３ ∗∗
０

０.６４３

∗∗

０.３１８

∗∗

０

０.００２

０.３８８
０

财政补贴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９６

０.７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２１７
０.２６６
０.３３１

∗∗

∗∗

∗∗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ꎻ ∗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

０.２６２

∗∗

０

∗∗

０

核心区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０.３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６６３ ∗∗
０

０.０９

－０.３８ ∗∗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５

０.３８７

－０.０３４
０.７５１

０.０８２
０.８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７
０.４６８

农民人均收入
ＧＤＰ

０.７２１
０.３０９
０

０

∗∗

０.４２６

－０.３３ ∗∗
０

从表 ４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ꎬ 海沧区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主要受人口数量的影响ꎬ 相关系数为

０.６８３ꎬ其次为核心区距离ꎬ其相关系数为 － ０.３９１ꎮ 社会因素与地理因素共同促成了其现有的分布状态ꎮ 集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７５８６

生

态

学

４１ 卷

报

区的政策因素对其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现有分布格
局影响最大相关系数为 ０.８６１ꎬ其次受到了人口与核心

区距离的共同影响ꎬ相关系数性分别为 ０.６４３、 － ０.６６３ꎬ
集美区的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现状是由社会、政
策、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ꎮ 同安区各驱动
因子的相关系数表现较为一致ꎬ除财政补贴相关系数不
强(０.００９) 外ꎬ其余 ３ 个指标均与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评
分表现为较强的相关性ꎬ均在 ０.３ 左右ꎬ数据表明其受
到的影响远低于海沧区与集美区ꎮ 翔安区的供给服务
水平最低ꎬ驱动因子与得分的关系也呈现出随机性与不
相关性ꎬ４ 种显著水平均大于 ０.１ꎬ表明其尚处于不成熟
的发展初期ꎬ更多由自身的动力而非其他影响因素决定
其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水平空间分布ꎮ
４
４.１

讨论
厦门市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公共设施供给服务空

间分布不均衡
社会不同阶层在生态系统服务的优先级上也可能
存在显著差异 [３５] ꎬ厦门城市化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

图４
Ｆｉｇ.４

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评分图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ｔ

水平差异主要表现在厦门市岛外四区整体发展的不均衡和各区内行政村发展的不均衡ꎮ 岛外四区中ꎬ集美、
海沧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较强ꎬ同安次之ꎬ翔安最差ꎮ 海沧、集美发展早ꎬ地理位置优越ꎬ总体上发展优于同
安、翔安二区ꎮ 同安、翔安由于与本岛交通联系滞后ꎬ经济发展更多靠内生动力ꎬ经济发展缓慢ꎮ 自 ２００５ 年开

始ꎬ为了缓解厦门岛发展压力、防止过多工业企业对岛内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ꎬ厦门市开始设立同安工业区ꎬ
将岛内的工业企业向同安陆续进行转移ꎬ这在后期为同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良好的条件ꎬ而翔安则一直缺少
政策与财政的扶持ꎬ发展迟缓ꎬ仍然急需政策的带动与扶持ꎮ
各行政区内部ꎬ村庄发展两极分化现象明显ꎬ从核密度图( 图 ２) 中可以看出其表现为明显的聚集性ꎬ呈现

出明显的一区一核心ꎬ多中心集散式的岛外村镇发展模式ꎮ 与城市化进程相同ꎬ各村镇中地理条件优越ꎬ政策
倾向明显的村镇发展较快ꎬ形成了连接岛内岛外社会经济人口流动的中心城镇ꎬ并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行政
村的发展ꎮ 具体来讲ꎬ可将厦门岛外村庄分为两类ꎬ一类村庄城镇化水平更高ꎬ主要是集美、海沧、同安环岛的
近郊村庄ꎻ另一类村庄城镇化水平较低ꎬ主要是集美、海沧、同安环岛的远郊村庄以及翔安的大部分村庄ꎮ
在未来发展规划中ꎬ应给予集美、海沧更多引导性政策和激励性措施ꎬ充分发挥其现有良好的供给服务能
力所带来的正外部经济效益ꎬ继续引导社会资本与公共企业集中ꎬ带动当地经济持续增长ꎻ同时ꎬ协调岛外四
区发展ꎬ给予同安、翔安更多的财政资金与经济政策支持ꎬ加大基础设施建设ꎬ完善同安ꎬ尤其是翔安的公共服
务设施空间分布数量与质量ꎬ提高所辖村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ꎬ为其社会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ꎬ为当地居民创造更为优良的生活条件ꎬ提高当地居民需求满足度ꎮ
４.２

厦门市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公共设施供给服务影响因素多样化
海沧区各行政村供给服务水平主要受人口的影响ꎬ其次为与厦门岛核心区的距离ꎬ主要受社会、地理因素

共同作用ꎬ由于海沧发展早ꎬ现有的供给服务水平早已经过前期的财政补贴得到提高改善ꎬ因此ꎬ政策因素更
多的作用在集美区ꎬ这表现在集美区财政补贴与所辖村庄供给服务水平极强的正相关性上ꎮ 集美区作为继海
沧之后的新起之秀ꎬ其供给服务水平受到社会、政策、地理多重因素综合影响ꎬ且强度较高ꎬ可以看出集美区在
未来依旧有很大的发展潜力ꎮ 同安区也受社会、经济、地理的多重因素影响ꎬ但其作用均衡且不明显ꎬ除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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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影响之外也受到自生发展力影响ꎮ 翔安区现有供给服务能力发展水平与各驱动因素都无相关性显现ꎬ由
于发展较晚且不成熟ꎬ现阶段仍无规律可循ꎬ几乎完全依靠内在力量自我发展ꎮ
４.３

城市化乡村公共设施景感营造不充分
对于原有的城市功能规划来讲ꎬ厦门市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现状与其既定的规划设计趋于一致ꎬ

是较为合理的ꎬ但与单纯的城市规划设计不同ꎬ景感生态学更关注人们的感知与需求ꎬ从景感生态学的角度来
看ꎬ现有分布格局还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ꎮ 同安与翔安拥有岛外 ７３％的人口ꎬ然而只占用了 ４２％的公共服务

设施资源ꎬ两区乡村居民的满足感缺失明显ꎻ同安作为新兴工业区ꎬ占有 １２％的住宿服务和 ２３％的出行服务ꎬ
但是仍不能满足 ２８％且仍处于扩张期的公司企业的需求ꎮ 厦门城市化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水平的提高与
供给服务空间上的分布平衡仍需良好的景感设计营造才能实现ꎮ

根据景感生态学中的景感营造途径与愿景呈现的双向性、心理认知的整体性景感营造原则 [２] ꎬ以公共服

务设施作为载体ꎬ将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和岛外四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美好愿景ꎬ公共服务设施这类景感载
体的空间分布不仅需要满足现有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人口分布密度ꎬ还要根据不同的功能区按照其需求调整优
化公共服务设施ꎬ使公共服务设施更好的迎合愿景ꎬ同时使营造的愿景给人以相同的心理认知ꎬ从而不断强化
既定的功能区划ꎬ使其更具可持续性ꎮ
为此ꎬ在厦门市岛外四区的功能规划中积极引导集美大学区、同安工业区、海沧综合生活区的发展ꎬ根据
自然资源禀赋ꎬ在翔安与同安北部山区发展一村一品的特色休闲农业ꎬ逐渐形成岛外的功能分区ꎮ 在公共服
务设施布置与分配时ꎬ注重公平性ꎬ从人口需求方面均衡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ꎬ同时注重特异性ꎬ在同安工
业区侧重企业、金融、餐饮、住宿的公服设施布置ꎬ北部山区旅游区更侧重餐饮、出行、住宿的公服设施布置ꎬ集
美大学城区更侧重餐饮、出行、金融的公服设施配置ꎬ这样才能实现各区与各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均衡
全面可持续发展ꎬ提高厦门市乡村社会￣生态供给服务能力ꎬ更好的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ꎮ
５

结论
厦门岛外四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均衡性ꎬ区与区之间、村与村之间水平

相差悬殊ꎬ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也相差巨大ꎮ 对厦门城市化乡村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水平与社会、经
济、政策、地理因素这 ４ 种驱动力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可知ꎬ城市化乡村受到影响的因素是多元的ꎬ影响程
度也各有差别ꎬ但其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依旧与城市远景规划布局一致ꎮ 需要指出的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城
市规划与功能布局会使现有的区际差距进一步拉大ꎬ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ꎮ 在
今后的乡村发展规划及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时不仅要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ꎬ更需要从人的需求出发注重景
感载体ꎬ比如公共设施分布的均衡性与公平性ꎮ 景感营造注重人们对公共设施分布格局的心理认知ꎬ以公共
服务设施为景感载体ꎬ使功能分布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一致ꎬ才能提高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
力ꎬ促进以人为本和谐发展ꎬ进一步解决现有发展不均衡的矛盾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ꎮ
Ｐｅｌｅｇ 等人认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方法ꎬ跨部门、多尺度、跨

学科的研究正逐渐兴起 [３６] ꎮ 这同样适用于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服务研究ꎮ 从跨尺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来
说ꎬ大数据与景感生态学的结合或许能够更好地把握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分布特征ꎬ从景感营造出发
为规划和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结构提供更加科学高效的理论方法ꎮ 景感生态学将人本思
想和自然生态系统耦合ꎬ以开拓生态学的纵深研究ꎬ本文从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供给服务来探讨景感生态
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交叉综合研究ꎬ应用景感营造的理论方法从居民的需求出发探究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布和
热点分布是否合理及其科学的规划思路与方法ꎬ但现有研究体系尚具不足ꎬ仍需完善ꎮ 在未来研究实验方法
中ꎬ应注意居民个体对不同类别供给服务的评价与认知ꎬ细分不同景感载体对人的综合感知ꎬ包括视觉、听觉、
嗅觉、触觉及心理感知的具体影响作用与影响方式ꎬ并区分同类但不同规模体积的景感载体所具有的不同影
响力与辐射能力ꎬ这两点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走访及改进不同景感载体权重赋予方法来实现ꎻ在未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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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实验思路中ꎬ则可以从生态系统尺度对四类社会￣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进行全面的探究ꎬ比较社会生态系统服
务和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联和差异ꎬ结合景感营造探索提升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的方式和方法ꎬ最终
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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