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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如何协调好城镇建设与地域生态系统的关系成为当前规划界的热点问

题之一。本文基于GIS技术，从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规避与防护和自然游憩等4个方面，构建了空

间尺度上的生态用地重要性综合指数和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识别方法，并进行了京津冀地区的实例研

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核心型生态用地的面积为5 4943.87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1/4，分布在西北部山区，主要

是区域的河流水系、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生态用地。

识别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关键性生态用地维护区域水、生物、灾害防护和游憩安全的空间特征。该识别方法将有利

于指导我国土地的生态管理,开展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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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利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对土

地进行调控的措施，土地利用对环境和生态的作用

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 [1]。

在土地利用管理中，由于受到国家“一要吃饭，二要

建设，兼顾生态”政策的影响，我国土地利用长期以

来突出强调食物生产属性和人类空间利用属性的

价值取向, 而对于土地支撑自然生态系统和维持人

工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础作用重视不足，这突出体现

在目前试行的土地分类系统中没有生态用地这一

类别。目前我国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阶段，城镇扩

张不可避免地将大量的森林、湿地等发挥着重要生

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对区

域乃至全球的生态系统造成较大的影响。同时在

建设用地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为满足耕地“占

一补一”政策的要求，沿海滩涂湿地以及其他生态

用地（尤以湖泊等湿地以及草原为首）正面临农业

开发的威胁。生态用地的过度开发将导致生物多

样性丧失、生态退化、生态调节能力下降等灾难性

后果[2]。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是指在区域一定的生

态空间供给下，为保障区域洪水防护和水资源保护

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安全、地质灾害防护安全、游

憩安全，维护区域景观格局完整性和连续性所需的

关键性用地空间。它承担着维护生命土地的安全

和健康的关键使命，并为社会提供持续不断的生态

空间服务，是区域土地生态系统能持续地提供自然

空间服务的基本保障。因此如何划分出区域的生

态用地，特别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性生态用

地的识别，并对其进行保护变得尤为重要。

目前关于生态用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用

地的内涵、分类、演变机制等方面，如张红旗、邓小

文和岳健[2-6]对生态用地的内涵和分类进行了探讨，

苏伟忠等[2]研究了长三角洲生态用地破碎度及演化

机制，并定量分析生态用地破碎与坡度、水面和人

为干扰与补偿的关系。张林波等[7]将景观生态概念

模型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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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IS技术的支持下，构建了城市最小生态用地空

间分析模型。此外，还有学者[8，9]应用碳氧平衡法和

景观安全格局测算生态用地需求量，但是对于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基本保障的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识

别研究较少。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识别，

就是要根据土地生态适宜性、土地自然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与自然地貌的连续性，统筹考虑现有土地利

用/土地覆被现状与生态保护需求，科学界定保障区

域综合水安全的关键生态用地、保障生物多样性安

全的关键生态用地、灾害防护关键生态用地和保障

游憩安全的关键生态用地等不同类型自然生态服

务的地域和范围，促进形成景观格局完整性和连续

性的安全格局。本文试图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

GIS技术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关键性生态用地识别

方法，为区域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和基本的国土生

态屏障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方法。

2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地区界于北纬36°03'-42°40'，东经113°

27'-119°50'之间。本区地域广阔，总面积 21.5864
万 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2.25％。截止到 2005
年，京津冀行政区划分为2个直辖市、11个省辖市、

22 个县级市、119 个县（含 6 个自治县）、67 个市辖

区、910个乡镇。京津冀地区地形起伏较大，地貌类

型多样，地势西高东低。东部主要为河北平原（海

拔小于 100m）和冀东平原（海拔小于 50m）；河北平

原自西向东分为山前洪积冲积平原、中部冲积平原

和滨海平原。京津冀地区特殊的地貌造就了特殊

的水系组合特征，全区内10km以上的300多条河流

分属海河、滦河、辽河、内陆河四大水系，其中多数

注入渤海。本区域内多年最低平均气温-3.5℃，多

年最高平均气温 15℃，年平均降水量为 304~
750mm。截止2006年底 ，京津冀人口总数为9571.6
万人，人口稠密，到 2006 年底，京津冀人口密度达

443 人/km2，是全国平均水平（136 人/ km2）的 3.26
倍。2006 年京津冀国内生产总值达 24461.8601 亿

元，人均GDP达2 5556.71元人民币。

3 识别方法和数据处理
3.1 技术路线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借助遥感解译和GIS的空间分析技

术，具体的软件平台为ArcGIS9.2和Erdas9.1。评价

技术路线为:①构建维护区域水过程、生物多样性、

灾害和游憩等 4类安全的生态用地指数；②对各指

数进行计算，并分级赋值，完成单因子生态用地重

要性的识别；③对各单因子生态重要性指数进行叠

加，完成综合生态用地空间结构的识别。

主要数据源包括，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

学学院遥感解译的1∶10万2005年京津冀地区土地

利用现状图、京津冀地区的 100m ×100mDEM, 京津

冀地区的多年气象数据，京津冀地区土壤类型图、

京津冀地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图，京津冀地区的

滑坡、泥石流敏感性评价资料，京津冀地区的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等空间

分布图，京津冀地区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等。

3.2 识别指标选取及其生态重要性评价

（1）水安全保障用地指数 EL1。本研究选取了

河湖缓冲区距离、洪水调蓄区类型、水源涵养重要

性和水源保护区类型四项指标进行评判。其中，河

湖湿地缓冲区距离指标是根据河湖湿地分布图，利

用 ArcGIS9.2 软件的直线距离获取；洪水调蓄区类

型指标是根据研究区的蓄滞洪区分布结合土地利

用类型获取；水源保护区类型指标是利用研究区的

水源保护区区划图数字化获取。水源涵养重要性

指标是根据研究区的DEM数据，利用ArcGIS9.2软

件中的空间分析模块划分出山地、丘陵和平原等地

貌类型，然后和生态系统类型叠加，按表1来获取。

根据相关的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9-10]，划分对

距河湖湿地距离 s1、洪水调蓄区类型 s2水源涵养重

要性 s3和水源保护区类型 s4等4个指标的分级标准，

并进行分级赋值，见表 2。由于这三个指标分别代

表维护区域水资源安全的三个方面，因此采取析取

运算，计算每一个栅格上的水资源安全用地指数

EL1，计算式如下:
EL1=Max（s1，s2，s3，s4） （1）

式中EL1为水安全保障用地指数；s1为河湖缓冲区距

离；s2为洪水调蓄区类型；s3为水源涵养重要性；s4为

水源保护区类型。

根据公式（1）的分级标准，利用ArcGIS9.2软件

地貌类型

山地

丘陵

平原

生态系统类型

森林、湿地/草原草甸/荒漠

森林、湿地/草原草甸/荒漠

森林、湿地/草原草甸/荒漠

重要性

高/较高/中等

较高/中等/较低

中等/较低/低

表1 水源涵养重要性指标分级

Table 1 Indexes and class criterions of water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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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空间分析功能，计算每一个空间单元上的水安

全保障用地指数，最后根据表2，得出维护水资源安

全的生态用地重要性空间分布等级图。

（2）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指数 EL2。生物多样

性保护生态用地是指从区域和景观层次上识别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过程和空间格局，形成城乡连

续的乡土生境和生物廊道系统，从而保护区域生物

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性的生态空

间。本研究采用生境敏感性指数 s5指标进行评判。

一般而言，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服务功能高的地方

都能为濒危物种提供良好生境。根据区域的土地

利用类型和谢高地等人 [11] 制定的生物多样性服务

当量，其中，园地的生物多样性当量因子取森林和

草地的平均值，计算出林地、园地、耕地、湿地等生

物多样性服务价值，然后根据保护级别予以修正。

生境敏感性指数 s5计算式如下:
S5=l×n×m （2）

式中 s5为生境敏感性指数；l为土地利用；n为生物多

样性服务当量；m为保护级别修正值，其中赋值自然

保护区为1.75，公园为1.5、风景旅游区1.25，其他地

方为1。
根据公式（2），利用ArcGIS9.2软件中的空间分

析模块，计算每一个空间单元上的生境敏感性指

数，采用标准差（1Std Dev）分类法，将生镜敏感性分

为五级（极敏感、高度敏感、中度敏感、轻度敏感和

不敏感），最后根据表3中的分级标准得到生物多样

性保护用地重要性的空间分布等级图。

（3）灾害规避与防护用地指数 EL3。灾害规避

与防护用地指数，本研究中采用地质灾害危险区类

型 s6、土壤保持重要性 s7和土地沙化防护重要性 s8三

项指标进行评判。地质灾害危险区类型，主要考虑

研究区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利用研究区的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资料获取。

土壤保持重要性和土地沙化防护指标是将土

壤侵蚀、土地沙化敏感性评价结果和生态系统类型

空间分布图叠加，按表 4的分级标准来获取。其中

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本研究依据水土流失通用方

程（USLE），并参考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生态功能

区划技术暂行规程》（2002，7）, 选择了降雨侵蚀力

（R）、土壤可蚀性（K）、坡长坡度因子（LS）以及地表

植被覆盖因子（C）, 对研究区的土壤侵蚀敏感性进

行评价。本研究土地沙化敏感性评价参考国家环

保总局发布的《生态功能区划技术暂行规程》

水安全保障

用地

分级赋值

因子

河湖缓冲区距离

洪水调蓄区类型

水源涵养重要性

水源保护区类型

基本生态元素对构成CEL的贡献分级

极重要

<50m
湿地

高

一级水源保护区

7

中等重要

50~100m
蓄滞洪区核心区

较高

二级水源保护区

5

一般重要

100~150m
蓄滞洪区非核心区

中等

准级水源保护区

3

不重要

>150m
其它地区

低、较低

无

1

表2 水资源安全重要性评价因子及其分级标准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es and class criterions of water security importance

生态用地类型

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

分级标准

因子

生境敏感性指数

基本生态元素对构成CEL的贡献分级

极重要

极敏感

7

中等重要

高度敏感

5

一般重要

中度敏感

3

不重要

轻度敏感、不敏感

1

表3 生物多样保护重要性评价因子及分级标准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es and class criterion of bio-diversity importance

表4 土壤保持/土地沙化防护重要性分级

Table 4 Class criterion of soil conservation or soil
protection importance

森林生态系统

草原生态系统

草甸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

土壤侵蚀/土地

沙化敏感程度

极敏感

高度敏感

中度敏感

轻度敏感

不敏感

土壤保持/土地沙

化防护重要性

高

较高

中等

较低

很低

注：4类生态系统均可能出现5种分级敏感度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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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7）土地沙化敏感性评价指标, 选择了湿润指

数、冬春季大于6m/s大风的天数、土壤质地以及冬

春植被覆盖四个因子, 对研究区的土地沙化敏感性

进行评价。

由于地质灾害敏感性、土壤保持重要性和土地

沙化防护重要性这三个指标，反映不同的生态安全

问题，因此采取析取运算，计算每一个栅格上的地

质灾害规避与防护指数，其计算式如下:
EL3=Max（s6，s7，s8） （3）

式中EL3为灾害规避与防护用地指数；s6为地质灾害

敏感性；s7为土壤保持重要性；s8为土地沙化防护重

要性。

根据公式（3），利用ArcGIS9.2软件中的空间分

析功能，计算每一个空间单元上的灾害规避与防护

指数，最后根据表5的分级标准，得出研究区灾害规

避与防护用地重要性的空间分布等级图。

（4）自然游憩用地指数 EL4。游憩是为了居民

可以从自然环境中得到享受，主动参与到休闲活动

中[12]。从适合市民游憩活动的景观来说，自然景观

更为优越。本研究中游憩安全生态用地是指人在

景观中的游憩体验过程的质量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自然景观元素和空间联系。因此，游憩安全生态用

地主要由现有的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以及潜在的游憩高适宜生态空间组成。本研究中

自然游憩用地采用自然游憩适宜性指数 s9进行识

别。一般而言，生态系统娱乐高的地方都能为居民

享受自然游憩过程提供良好的场所。根据区域的

土地利用类型和谢高地等人 [11] 制定的娱乐文化服

务价值当量，其中，园地的娱乐文化当量因子取森

林和草地的平均值，计算出林地、园地、耕地、湿地

等娱乐文化服务价值，然后根据游憩级别予以修

正。游憩适宜性指数计算式如下:
s9=l×p×q （4）

式中 s9为自然游憩适宜性指数；l为土地利用；p为娱

乐文化服务当量；q为游憩级别修正值，其中公园为

1.75、风景旅游区1.5，自然保护区赋值为1.25，其他

地方为1。
根据公式（4），利用ArcGIS9.2软件中的空间分

析功能，计算每一个空间单元上的自然游憩适宜性

指数，采用标准差（1Std Dev）分类法，将自然游憩适

宜性指数分为五级（极适宜、高度适宜、中度适宜、

低适宜和较低适宜），最后根据表 6，得出研究区自

然游憩用地重要性的空间分布等级图。

（5）综合生态用地指数EL。从单因子分析得出

的生态用地重要性只反映了某一因子的作用程度，

要将综合生态用地重要性的区域差异综合地反映

出来，则根据上述各项因子的重要性分级赋值，通

过以下计算公式来计算综合生态用地指数[13]：

EL=Max（EL1，EL2, EL3, EL4） （5）
式中EL为综合生态用地指数；EL1为水资源安全用

地指数；EL2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指数；EL3为灾害

规避与防护用地指数；EL4为自然游憩用地指数。

根据公式（5），利用ArcGIS9.2软件中的空间分

析功能，计算每一个空间单元上的综合生态用地指

灾害规避与防

护用地

分级赋值

因子

地质灾害敏感性

土壤保持重要性

土地沙化防护重要性

基本生态元素对构成CEL的贡献分级

极重要

极敏感

高

高

7

中等重要

高度敏感

较高

较高

5

一般重要

中度敏感

中等

中等

3

不重要

轻度敏感、不敏感

低、较低

低、较低

1

表5 灾害规避与防护重要性评价因子及分级标准

Table 5 Evaluation indexes and class criterions of disaster elusion and protection importance

自然游憩用地

分级赋值

因子

游憩适宜性

基本生态元素对构成CEL的贡献分级

极重要

极适宜性、高度适宜性

7

中等重要

中度适宜性

5

一般重要

低适宜性

3

不重要

较低适宜性

1

表6 自然游憩用地重要性评价因子及分级标准

Table 6 Evaluation indexes and class criterions of natural traveling land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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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后得出研究区综合生态用地重要性的空间分

布等级图。

3.3 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CEL的空间结构识别

为了明确生态用地系统空间分布态势及其结

构（CEL空间）, 有必要对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进行系

统诊断，这种诊断的目的是为了对研究区的空间发

展战略提供一个可能的空间导向，同时限定其生态

涵养核心区域，使其向生态空间结构最优化的方向

迈进。以EL综合评判为基础可以定义出区域关键

性生态用地CEL空间结构识别模型（见图1）。
图 1是以生态用地重要性评价为基础的，设置

EL为生态用地标志变量，其值可能有四种状态，分

别是极重要、中等重要、一般重要和不重要（值分别

为 7、5、3、1）。cl 为关键性生态用地的指标度量。

以此为基础可以定义四种类型的 CEL 空间结构

体。CELA 为核心型生态用地（A型），即底线生态用

地、CELB 为辅助型生态用地（B型）、CELc为过渡型

生态用地（C 型）、其余则为非关键生态用地（ !
CEL）。以 EL 元素重要性空间数据挖掘成果为基

础，通过图 1模型处理就能够识别出CEL空间的具

体分布结构与空间组合模式，进而为制

定区域生态空间调控策略提供数据基

础。

4 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已建立的生态用地识别

指标和识别方法，利用ArcGIS9.2软件，

对京津冀地区进行了生态用地重要性

的单因子和综合识别，得出如下各类型

生态用地和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

识别结果（表7和图2）。
在水安全保障用地方面，从表 7可

以看出，评价结果为极重要和中等重要

等级的面积分别为 3 8128.96km2 和

3 5769.70 km2，占全区总面积 34.2%，这

些区域对于维护当地水安全（洪水调蓄

和水资源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从图2a
水资源安全用地的重要性区域主要分

布在西北部山区的林地和东部的沿海

地区，是区域主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洪水

调蓄用地，应严格加以保护，禁止任何

建设开发活动。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方面，从表

7和图2b可以看出，评价结果为极重要等级的面积

为9149.05km2，占全区总面积的4.23%，这些区域主

要是现行的辽河源、茅荆坝、小五台、金华山-横岭

子褐马鸡和青牙寨等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该区域

分布着杉木、马尾松等针阔混交林，是大部分生物

物种的核心栖息地，应严格加以保护。评价结果为

中等重要等级的面积为 5 5654.28km2，占全区总面

积的25.75%，这些区域是主要分布西部的山区林地

和草原草甸，是生物物种核心栖息地的缓冲区。极

图1 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识别模型

Fig.1 Identifying model for spatial structure of
regional critical eco-land

识别因子

水安全保

障用地

生物多样

性保护用

地

灾害规避

与防护用

地

自然游憩

用地

关键性生

态用地

重要性等级

极重要

中等重要

一般重要

不重要

极重要

中等重要

一般重要

不重要

极重要

中等重要

一般重要

不重要

极重要

中等重要

一般重要

不重要

核心型关键生态用地

辅助型关键生态用地

过渡型关键生态用地

非关键生态用地

面积（km2）

3 8128.96
3 5769.70
2 5156.21

11 7054.35
9149.05

5 5654.28
3 2071.89

11 9234.00
1 8462.86
4 4026.85
2 3848.54

12 9770.97
1 2981.55
5 1819.85

4450.71
14 6857.11

5 4943.87
4 9800.27
1 3637.55
9 7727.53

百分比(%)
17.64
16.55
11.64
54.16
4.23

25.75
14.84
55.17
8.54

20.37
11.04
60.05
6.01

23.98
2.06

67.96
25.42
23.04
6.31

45.22

累计百分比(%)
17.64
34.20
45.84

100.00
4.23

29.99
44.83

100.00
8.54

28.92
39.95

100.00
6.01

29.99
32.04

100.00
25.42
48.47
54.78

100.00

表7 京津冀地区不同类型生态用地识别结果

Table 7 Identifying results of different eco-land types in Jingjinj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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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和中等重要区的面积几乎接近区域总面积的

1/3，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区域，对于这些区域

应该制定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砍伐山林，并进行

动态的监测。

在灾害规避与防护用地方面，从表7和图2c看
出，评价结果为极重要等级的面积为1 8462.86km2，占

全区总面积的 8.54%，这些区域是滑坡和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频发的极危险区，为了人居安全，建设开

发应该避免在这些区域进行。评价结果为中等重

要等级的面积为4 4026.85km2，

占全区总面积的 20.37%，这些

区域大部分坡度是大于 25度，

且地表裸露，土壤侵蚀和土地

沙化极其敏感，是水土流失防

护重要性区域。对于这些区域

应该大力植树种草，退耕还林

还草，避免进行建设开发活动。

在自然游憩用地方面，从

表 7 和图 2d 可以看出，评价结

果为极重要等级的面积为 1
2981.55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6.01%，这些区域分布在西北部

和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白草

洼、小龙山、野三坡、天生桥等

国家级森林公园和洛河源、苍

岩山等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

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是湿地、

水域和林地，因为这些土地利

用类型的自然娱乐价值很高。

评价结果为中等重要等级的面

积为5 1819.85km2，占全区总面

积的 23.98%，这些区域娱乐价

值也较高，是自然游憩的高适

宜区，主要是分布在西北部山

区的林地。对于这些区域应该

控制旅游人数的容量，避免旅

游过度开发，维护区域自然价

值高的景观。

根据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

CEL 空间结构识别模型，得到

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关键性生态

用地空间分布图（图 3）。从图

3和表 4可以看出，评价结果为

核心型关键生态用地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区，主要

是区域河流水系、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

景名胜区的核心区，是维护国土安全的生态屏障。

核心型生态用地的面积为 5 4943.87km2，占全区总

面积的25.42%，是区域总面积的1/4，是维护区域生

态安全的底线生态用地，严格加以保护，并纳入禁

止开发区，严格任何开发建设活动。辅助型关键生

态用地的面积为 4 9800.27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23.04%，核心性和辅助型关键生态用地接近区域总

图2 京津冀地区各类型生态用地重要性空间等级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ng of different eco-land types importance class in Jingjinj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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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50%，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这些区域对于维护京津冀地区水土安全、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关键性生态用地，需重点加以保护，禁止

开发建设。非关键性生态用地区面积为 9 7727.53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45.22%，主要是建成区和耕

地，主要承担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的功能。

5 结论与讨论
（1）根据不同类型生态用地的特点以及评价的

目的，分别从水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规避与

防护和自然游憩等 4个方面，选取了河湖缓冲区距

离、洪水调蓄区类型、水源涵养重要性、水源保护区

类型、生境敏感性指数、地质灾害敏感性、土壤保持

重要性、土地沙化防护重要性、游憩适宜性等9个二

级指标，构建了区域生态用地重要性指数及其关键

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识别方法，并基于GIS平台对

研究区进行了识别，识别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关键性

生态用地维护区域水、生物、灾害和游憩安全的空

间特征，说明提出的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

识别方法是可行的。

（2）京津冀地区核心型生态用地的面积为

5 4943.87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25.42%，是区域总

面积的1/4，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区，主要是区域河

流水系、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

的核心区，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生态用地。

（3）由于我国的地形地貌复杂多变性，带来的

不同区域生态用地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差异

性，本文建立的生态用地重要性综合指数在针对不

同区域生态用地重要性评价时应该有所取舍和补

充，体现识别指标体系的因地制宜性。

（4）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类活动范

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将对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安

全的生态用地产生更大的干扰影响，因而，对区域

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进行识别，以明确目前面

临的生态安全问题和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特

征，这对于指导土地的生态管理，开展生态保育和

生态建设，对于环境相对脆弱、生态环境敏感的区

域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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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京津冀地区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

Fig.3 Spatial structure of critical eco-land in Jingjinj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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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Regional
Critical Ecological Land Based on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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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is defined as regulation measures to meet human demands. Its contribution to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ddressing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food and clothing supply is the first priority in China’s
national policy-ma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placed on the second, followed by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se policies, China’s long-term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major functions of land use in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ecosystem protection serves as a basis for current land planning. Urban expansion would probably
transform ecological land use, such as forest, farmland, grassland, swamps, and water bodies,
which have a multitude of critical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into l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To
make explicit the disturbing state and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land systems,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diagnosis the space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land. The diagnostic object was to
provide spatial implications for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o reserve key regions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this paper, the eco-land importance index at space scales was
constructed by accounting for water security, eco-protection, disaster control, and recreation.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egional critical eco-land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GIS.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the core eco-land area wa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54 943.87 km2, accounting for 25% of the region. I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 including rivers, wetlands, the core areas of nature reserves, forest parks, and
scenic spots. These areas serve as the baseline eco-land for maintaining regional ecological
integrity. Non-critical eco-land areas were around 97 727.53 km2, taking up 45% of the study
region. Land use types of these areas are dominated by construction land and arable land. Functions
of these areas are supporting human living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reasonably examin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al eco-land that plays a key
role in providing water resources, sustaining ecosystems,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ensuring
recreation security.

Key words: Critical eco-land; Spatial structure; Land eco-management;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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