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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　朱雷洲，谢来荣，黄亚平

[ 摘　要 ] 从部委体制改革到“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规划及相关学界对国土空间规划研究的热度高涨。文章
首先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空间性规划的形成与演变，并将其划分为计划经济下的空间“落实”“双轨制”下的空间规划
体系探索、“增长主义”导向下的空间依据、“多规冲突”下的空间管制矛盾并发及“生态文明”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
构五个阶段；其次通过文献梳理及可视化表达，将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概括为内涵逻辑及范式研究、编制体系研究、编制
技术方法研究、管理体制与立法研究四个方面；最后在此基础上指出今后应在理论方法、规划体系、实践探索及学科发展四
个方向展开深入研究，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和发展献言献策。
[ 关键词 ] 国土空间规划；研究评述；研究展望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8-0005-07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朱雷洲，谢来荣，黄亚平．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J]．规划师，2020(8)：5-11．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s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Planning/Zhu Leizhou, Xie Lairong, Huang Yaping
[Abstract] Academic research on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planning is booming, and topics range from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five levels, three categories” plan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ince 1949 as five 
stages: spatial implementation under planned economy, spatial exploration under dual track system, spatial basis under growthism, 
spatial governance with multi-planning contradictions, 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reconstruction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visual expression, it summarizes four aspects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planning research : inner logic and 
paradigm, compilation system, compilation technique, and governance system and legislation. Finally, four directions of research are 
proposed: theoretical method, planning system, 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Keywords]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plan, Research review, Research prospect

0 引言

2018 年 2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

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土

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有机融合”，并进行国家部委

机构改革，组建自然资源部，统筹国土空间规划管理，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正式发布，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正

式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讨论及研究

数见不鲜，但是暂无总结性的文献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

梳理和归纳总结，出于这个缘由，本文通过梳理当前的

研究进展希望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空间性规划的形成与演变

1.1  1949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计划经济下
的空间“落实”

新中国的空间性规划起步于计划经济时期 [1]，新中

[ 基金项目 ]

[ 作者简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978299)、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 (2018YFD1100302)

朱雷洲，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谢来荣，规划师，武汉华中科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空间规划所总工程师。

黄亚平，通讯作者，注册城乡规划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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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城市亟待发展，

国民经济计划也相继确定了一系列重大

建设任务，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看齐”

的政治口号下，城市规划作为国民经济

计划实施的手段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也

重新建立。例如，“一五”时期为落实

苏联援助的“156 项工程”而确立的八大

重点城市规划，主要包括北京、西安、

包头和大同等 8 个城市 [2]，可以说，在

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是作

为“落实”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空间载

体而存在的。

1.2  20 世纪 80 年代中到 90 年代初：
“双轨制”下的空间规划体系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并不

完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在计划经

济和市场经济谁主谁次的争议中摇摆，

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出独特的

“双轨制”局面 [3]。受此影响，在土地

利用制度方面，1982 年颁布的《国家建

设征用土地条例》仍然沿用的是计划经

济时期的管理模式；在空间规划方面，

计划部门牵头编制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

和国土规划，体现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

空间布局意图，地方层面发展诉求加深，

纷纷编制自身的总体规划，截至 1988 年

底全国的城市及县城总体规划基本编制

完成，一些地区也纷纷适应时代发展诉

求启动修规及各种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1989 年人大通过的《城市规划法》也标

志着以城市规划为主体的、完整的国家

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 [4]。

1.3  20 世纪 90 年代中到 21 世纪初：
“增长主义”导向下的空间依据

20 世纪 90 年代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个时期，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十四届

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

当时的主旋律，1994 年分税制改革理顺

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

和 ( 特别是 ) 地方的积极性，我国从上至

下都在寻求快速发展。面对众多城市面

临的快速扩张和用地需求，1990 年开始

实施的《城市规划法》确立的以城市总

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为主

的法定空间规划体系也从某种程度上为

这一时期快速的城市发展提供了一定的

空间规范，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

是在地方急切的发展诉求下，规划很大

程度上沦为城市“增长主义”导向下的

空间依据。于是，1999 年修订出台的《土

地管理法》着重加强了土地利用规划对

于城市规划的刚性管控作用，至此也开

启了“多规冲突”的矛盾局面。

1.4  20 世纪中到 2017 年：“多规
冲突”下的空间管制矛盾并发

进入 21 世纪，各类规划作为加强

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得到各级政府的高

度重视。中央层面，2005 年建设部编

制完成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 (2006—

2020 年 )》明确了国家城市空间新格局；

2011 年国务院出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提出划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

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同年国土资

源部编制完成第二轮《全国国土规划纲

要 (2011—2030 年 )》，提出进行国土空

间的整合及国土开发格局的优化；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提出优化

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以及提高城市可持续

发展能力等，众多部委对于话语权和空

间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地方层面，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环保规划、海洋规划及森林

规划等由各事权部门主导的规划种类日

益繁多，由于部门规划缺乏衔接，规划

内容冲突，技术标准存在差异及审批和管

理程序复杂等因素，“规划打架”现象已

成为规划管理者及从业者头疼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关于“两规合一”“三

规合一”乃至“多规合一”的探索也被

提上了议程，2014 年发展改革委、国土

资源部、环保部及住建部联合下发的《关

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

选取了 28 个县市开展试点工作；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省级空

间规划试点方案》，将 9 个省份纳入试

点范围，指出应加强顶层空间设计方案；

2017 年 9 月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城市总

体规划编制试点的指导意见》在 15 个城

市开展试点，指出要强化城市总体规划

的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作用。

总的来讲，这些都是对国家空间规

划体系的有益探索，但因都未触及最根

本的行政体系，难以从深层次解决当下

的多规矛盾问题。

1.5  2018 年至今：“生态文明”下
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5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改革总体

方案》提出“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

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

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2018年3月，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炉，在原有国土资

源部的班底上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行

使山水林田湖草及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空

间管制职能，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空间

规划职能都划归到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

建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若干意见》

的正式公布，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可以预见，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手段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5]。

2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内容评析

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以“国土空

间规划”为关键词，在 CNKI 检索到中文

期刊 275 篇，可以发现：“国土空间规划”

一词最早于 2004 年在孙娟等人研究深

圳市国土空间规划时就有运用 [6]，并于

2018 年部门体制改革后呈现井喷式发展，

通过主题分布分析得知已在发表文献中，

主题相关度排名 2 ～ 9 的为“多规合一”、

国土空间、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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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体系、大数据、用途管制和自然资

源 8 个关键词。通过梳理近年相关文献，

发现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主要集中在

内涵逻辑及范式研究、规划编制体系研

究、规划编制技术方法研究、管理体制

与立法研究四个方面。

2.1 国土空间规划内涵逻辑及范式
研究
2.1.1 国土空间规划内涵逻辑之析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新生事物，是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变革，需要有

足够的耐心让其成长和发展 [7]。近年来，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探讨也一直是业内

的热点话题，各专家学者也基于不同的

角度和方法阐述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

及逻辑的理解，吴志强院士将其概括为

国土空间规划的六大内核逻辑，分别是

尊重自然规律的生命逻辑、基于现代理

性的蔓延逻辑、青山绿水的永续逻辑、

考虑时间向量的四维逻辑、平衡市场与

社会的腰部逻辑、规划全过程的闭环逻

辑；庄少勤从空间逻辑和战略逻辑理解

出发，认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

载体，国土空间规划是顺应新时代新要

求的体现，并在战略层面将其概括为取

势 ( 利用发展动力和发展需求 )、正道 ( 遵

循科学的规律和正确的原则 ) 和优术 ( 优

化空间治理和运行制度的方式方法 ) 三个

方面 [8]；杨保军等人提出从认识论、本

体论及方法论三方面来深刻理解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分别提出生态文明

建设优先是国土空间体系构建的核心价

值观，全面实现高水平治理是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构建的根本依据，引领高质量

发展和缔造高品质生活是国土空间规划

的主要抓手等观点 [9]；梁鹤年认为国土

空间规划的核心内涵应该是“以人为本”，

并且应将其作为判断规划好与不好的最

重要标准 [10]；张尚武提出要正确认识国

土空间规划改革需要把握两个主要关系，

即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划改革和高质

量发展的关系，保护可以促进发展，空

间规划改革正是为这种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 [11]；邹兵从国家空间治理的角度提

出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逻辑理解应构建整体性治理思路，

根除多规冲突并且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

需要 [12]。

总而言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

作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其内涵逻辑的

辨析和理解也值得多方位研究和讨论。

可以看出，无论是哲学角度、空间角度

还是社会治理角度的理解，当前空间规

划体系的构建是对原先城乡规划、主体

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以及各项专项规

划的真正“多规合一”，这对聚焦生态

文明建设、推进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具

有重要意义。

2.1.2 国土空间规划多地范式之鉴
构建统一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非我国首创，不少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城镇化进程开始较早，相关法律法

规较为健全，也更早对空间规划体系进

行了探索，并形成了以美国、日本、荷

兰及德国四类具有代表性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 [13]。不少专家学者通过对其他国

家的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经验进行归纳总

结，希冀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

提供有益的借鉴。

美国幅员辽阔，但是并没有全国性

的空间规划，每个地区都是根据自身的

需要编制相应的空间规划，按等级主要

分为联邦级、州级、地区级和区域国土

空间规划，其中联邦级空间规划往往以

政策指导为主，地区级规划又包括总体规

划、区划和土地细分规划三级规划 [13-14]。

日本国土空间规划主要包括国土形成规

划、国土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三类，其中国土形成规划又被称为“全

国综合开发规划”，一般只在国家层级

编制；国土利用规划的编制涵盖国家、

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个级别；土地利用

基本规划作为地方规划，一般只在市

町村层面编制，对应我国的市县城市规

划 [15-16]。目前，荷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也经历了三次变革才确定现在的体系结

构，在 2015 年制定的荷兰《环境和空间

规划法》要求下，国家和省级层面必须

编制“环境愿景”，并以此为市级层面

的“环境规划”提供引导 [17]。德国分为

联邦级、州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四个国

土空间层级，其中联邦级空间规划主要

作用为制定战略目标；州级层面主要制

定各州发展目标和原则，并安排空间结

构和基础设施；区域级别主要是起到上

下级空间协调的作用；而地方级空间规

划主要内容包括法定指标、文本和图则

三大板块，与我国城市规划中的控规作

用相似 ( 图 1)。

2.2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研究
《若干意见》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我

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国家到乡镇，从

总体规划到专项规划的“五级三类”规

划体系正式形成，但是对于不同层级的

各类空间规划的具体内容及编管流程并

没有做明确规定，涵盖国家、省、市、县、

镇五级的总体规划内容上的差异，传统

的控规及专项规划如何应对国土空间规

划改革的需求等也成为目前讨论的焦点。

2.2.1 不同层级的总体规划研究
传统的总体规划在“刚性不刚，弹

性不弹”方面饱受诟病，在新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中，总体规划涵盖了从国家

到乡镇五个层次的规划。徐晶结合湖北

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探索，提出省级

国土空间规划应该包括落实国家发展战

略，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形成

国土空间保护格局，划定各类功能分区，

确定自然资源利用上限、供给总量及时

序安排等要素，合理配置重大基础设施

布局，建立集审查、监管于一体的配套

政策和措施七个方面 [18]。市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作为我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对上一层级空间规

划要求的落实，也是对本区域开发保护

所做出的具体安排 [19]；也有学者对“市

级 ( 地级市 )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县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作用和意义

进行区分，一般认为地级市的规划突

破是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关键，而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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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基本单

元 [19-21]。对于乡镇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的编制，《若干意见》虽未做强制性

要求，目前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乡镇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编制方式和

技术方法 [22]。

2.2.2 亟待改革的详细 ( 控制性 ) 规划

研究
控规自 1986 年在我国诞生至今已成

为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

存在缺乏对非建设空间有效管控、制度

管理经验不足及管理权责边界模糊等弊

病 [23]，不少学者认为在新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下，传统的控规亟待改革，并提

出改革建议，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一

是从制度上应该明晰地块的产权信息，

编制带有产权的控规；二是当前控规的

管控范围必然会从建设区走向全域管控，

需要新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给予支撑；

三是适应供给侧结构性的调整，不能简

单地按照千人指标、百分比进行管理，

应该差别化对待不同人群的需求，以人

为本 [24]。

2.2.3 多学科交叉的专项规划研究
传统相关专项规划的制定往往由各

部门负责制定，部门间由于缺乏衔接和

沟通，导致规划相互打架成为“多规合

一”的难点之一。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框架下，《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需

要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不

少专家学者就各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

划的协调关系和变革要点等阐述了观点。

黄凯迪等人通过分析当前交通规划面临

的主要矛盾，厘清交通部门和各部门的

职能关系，提出交通规划需要与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的规划思路、分级管控和划

定的“三区三线”相协调 [25]；朱毅华通

过剖析国土空间规划和能源规划的关系，

梳理出能源规划的任务和主要内容，并

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中能源规划的总体

技术框架 [26]；狄乾斌等人认为我国海洋

空间规划体系应该包括海洋主体功能区

划、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海岛保护规划、

海岸带综合规划等专项规划内容，各层

级海洋空间规划应明确各自的定位，国

家级侧重战略引导，省级侧重协调，市

县级侧重实践运用 [27]；王平等人综合分

析空间规划的涉水内容，以水流空间管

控为抓手，推动水利专项规划与空间规

划的有机衔接，并提出具体的水利规划

编制内容 [28]。

2.3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方法研究
2.3.1“双评价”技术方法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对传统空

间规划编制技术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

适宜性评价 ( 以下简称“双评价”) 更是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得到广泛

关注，业界也从不同方面对“双评价”

工作的评价流程、评价指标体系及具体

方法等展开探索。针对“双评价”操作

流程的复杂度较高，北京清华同衡规划

设计研究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武汉中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及广东

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也分

别发布相关的“双评价”试行软件，提

高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效率；顾朝林等

人分别从农业开发综合适宜性、建设开

发综合适宜性及生态保护重要性敏感性

评价三方面进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综合土地、矿产、水、生物和大气

能源等多个要素评价得出资源环境承载

力评价结果 [29]( 图 2)；李苗裔结合江西

省空间规划实践认为国土开发适宜性评

价应该包括现状土地资源分析、建设用

地扩张模拟及用地扩张合理性评估三个

部分 [30]；郝庆等人认为目前资源环境承

载力研究存在边界模糊、评价偏向指标

量化及传导机制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

应该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新要求，构

建承载力评价框架体系，以更好地服务

国土空间规划从“科学到决策”的转化[31]。

2.3.2“三区三线”划定技术方法研究
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

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提出空间规划要

聚焦空间开发强度和主要控制线落地，

划定“三区三线”( 即城镇空间、农业空

间、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线 )，以作为空间

管控手段的载体。传统的“三区三线”

划分存在着边界交叉和事权管理混乱等

问题 [32-34]，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

“三区三线”划定技术方法也面临新一

轮的变革，魏旭红等人从县市尺度出发，

图 1  日本、荷兰、德国、美国空间规划体系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15]、[16]、[17] 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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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多地实际案例分析提出构建“三区

一网络”的全域分区以及“三线一附加”

的三线体系技术方法，构建覆盖全域、

上下传导的空间控制体系，同时提出“双

评价”结果是“三区三线”划分的主要

依据，在实践中应该采用先底后图、上

下传导的方式进行范围划定 [35]；祁帆等

人提出“三区三线”的划定需要依托国

土空间规划统一底数、落实国家战略、

协调冲突等 [36]；张年国等人从时序方面

提出“三区三线”的划定要以生态、农

业和城镇为序，建立重点生态管控区并

优化空间格局，控制城市无序外延式增

长 [33]；王玉虎等人结合我国 15 个总体规

划改革试点“三区三线”划分实践，分

析认为“分区”模式和“划线”形态本

身不是重点，要实施差异化的边界和指

标管控、完善配套政策和建立动态评估

机制等 [37]。

2.3.3“监测及实施评估”技术方法

研究
按照《若干意见》要求，改革后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需要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动态监测及实施评估系统，传统的监

测和评估方法主要还是静态的绩效评估，

内容上多是规划末期和规划目标的对比，

获取的数据也比较单一，也缺乏更合适

的获取途径 [38-39]。张吉康等人通过梳理

国外规划监测评估方法，认为需要充分

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构建

过程贯通的规划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并建

立动态监测指标体系 [40]；房淑媛提出借

助 GIS 和其他大数据处理技术构建空间

规划的动态数据平台，为政府决策提供

科学支撑 [41]。此外，部分相关研究细分

到各个专项领域，包括交通规划、土地

利用变化监测等 [42-43]。

2.4 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与立法
研究
2.4.1 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研究

城市规划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

而公共政策的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管理

体制才能得以保障。当前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的管理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规划行政管理事权的划分，

一般建议按照“管什么，批什么”的原

则进行规划审批及监管，赵民建议上一

级政府主要关注下一级城市的定位、发

展方向、发展规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等涉及国家和区域利益的主要内容，其

他诸如城市布局、公共设施供给等事务

应该划为地方决策 [1]；何明俊通过剖析

《若干意见》提出开发边界内“详细规

划 + 行政许可”的管制方式，以及国土

空间规划下的行政许可不是原有制度的

简单叠加，要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

详细规划跟行政许可之间的关系，以更

好发挥其职能 [44]。二是对规划编制成果

的讨论，汪志雄等人提出国土空间规划

要形成便于规划审批和地方管理的两套

成果文件，其核心内容都应有所侧重 [45]；

赵民则提出要充分体现城市规划的公共

政策性，规划成果要让公众“愿意看、

看得懂”，可以借鉴上海新一轮总体规

划“1+3”的成果体系 [1]。

2.4.2 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立法研究
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一个重要标准是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目前我国已

形成较为完善的空间规划法律体系，在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建立和完善国

家空间规划法制显得尤为迫切，国土空

间规划立法也成为规划界及法律界的共

识 [46-48]。目前，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国

土空间法的立法路径和内容框架两个部

分：在立法路径方面，究竟是在原有的

图 2  “双评价”技术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9]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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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法》的基础上修订新的《空

间规划法》，还是统筹现有《土地管理法》

和《城乡规划法》编制新的《空间规划

管理法》存在着相关的争论，不同专家

学者对此发表了看法 [49]；在内容框架方

面，主要包括体系构建、规划编制及规

划实施几大组成部分 [48，50]。

3国土空间规划亟待开展及深化的
研究课题

2019 年是国土空间规划拉开大幕的

元年，相比目前已研究的内容，还未深

入探讨的相关领域更值得学界进一步的

探索。根据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研究进展，

发现主要有理论方法、规划体系、实践

探索及学科发展四个方面亟待开展及深

化研究。

3.1 理论方法：提供中国方案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新生事物，虽然

是传统空间性规划的融合，但是与过去

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及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等具有明显的差异：首先是

其诞生思想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的诞生

是由于当前空间性规划体系混乱以及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其次从规划内

容体系上看，国土空间规划构建的“五

级三类”体系是真正能够做到“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规划体系，对国土资源监

管和利用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规划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一

流实践、二流理论”及“外国规划师的

理论试验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

构建属于自己的规划理论体系，这也与

时代发展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如今的中

国发展增速趋于稳定，空间治理体系也

逐渐与世界同步，有学者表示，“一个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一个适应大国崛起

的，一个走向‘一带一路’的国家空间

体系”，将在明天诞生于世界的东方，

而相对应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基础及方

法想必也能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

3.2 规划体系：衔接过渡时期
当前我国“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框架已基本构建完成，但就规

划体系研究而言尚存在众多缺位现象：

一是规划编制体系中对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单位的资质要求不明确，传统的城市

规划编制资质要求已不能满足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的需要；另外《若干意见》提

出“开发边界内编制详细规划，开发边

界外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由于国土

空间规划改革下必然会实现全域管控，

所谓“实用性村庄规划”如何编制也亟

待研究。二是规划管控体系中开发边界

内“详细规划 + 行政许可”，边界外根

据主导用途分区施行“详细规划 + 行政

许可”或“约束指标 + 分区准入”的用

途管控制度目前也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

研究等。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相关规划

编制、审批、管控以及监督实施都缺乏

相应的政策条款和措施，新的立法不可

能一蹴而就，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体系内

容亦不可能等到一切立法和技术标准都

完备后再开展 [1]。因此，对目前过渡时

期的规划编制、审批及实施管理等体系

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

3.3 实践探索：解决实际问题
《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到 2020 年

基本完成全国县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编制工作，初步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一张图”。可以预见，这两年将是

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在全国大面积开展的

重要年份，而面向实践则是国土空间规

划的重要特点。目前，由于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工作正在开展的过程中，众多研

究侧重于理论框架的论述，而通过具体

规划实践可以发现规划体系存在的不足，

从而探索适宜各地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办法和管控措施等。

3.4 学科发展：促进学科融合
城乡规划学科向来是与政策及行业

发展联系紧密的一门学科，早在国土空

间规划改革前就有相关专家学者从规划

政策及行业的变化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中杨俊宴分析的规划学科面临的“学

科低势位、本土理论缺失以及实践科学

性不足”三种“集体焦虑”[51] 可以说做

了很好的概括，但同时更应该明确的是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仅仅是传统

工学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学科已经不再适

用于当前从空间管制走向空间治理的诉

求，越来越多的地理类、资源环境类和

土地管理类等专业也在目前的空间规划

体系下献言献策，城乡规划注定是一个

需要多学科融合的学科，就其在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下如何拓展创新，如何适应

国土空间规划行业的需要是当前需要探

讨的重要话题。

4 结语

从“多规合一”到机构改革再到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空间性规划改

革既是对国家空间治理格局的重塑，也

是对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注解，本文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研

究主要关注内涵逻辑及范式研究、编制

体系研究、编制技术方法研究、管理体

制与立法研究四个视角。国土空间规划

的研究注定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探索如何能够为世界空间治理提供中国

智慧，如何在过渡时期做到规划体系的

更好衔接，如何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以及如何把握学科发展规律，体现

新时代的学科价值是学界未来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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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LUS 模型的江西省国土空间
开发模拟与评估
□　薛　峰，李苗裔，马　妍，徐　辉

[ 摘　要 ]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建设用地无序扩张现象十分普遍，对国土空间开发的模拟与评估成为科学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要依据。研究以江西省为案例，在评价江西省 2010 年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的基础上，采用 FLUS 模型，对江西省
2035 年建设用地的扩张进行模拟，将模拟预测结果与后备土地资源潜力进行对比，在区县尺度上对 2010 ～ 2035 年期间江西省
的国土空间开发走势进行评估，并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江西省省域后备适宜建设用地主要呈“以南昌盆地为中
心集聚，向省域外围逐步稀疏”的态势分布；面向 2035 年，江西省建设用地呈现出以南昌市为核心节点，以南昌市周边的抚州市、
宜春市与上饶市为主要扩张区域的“点极式”扩张；在不进行任何政策约束的情况下，省域建设用地扩张表现为“整体较可持续，
局部较不可持续”。
[ 关键词 ] 江西省；建设用地扩张；模拟；评估；FLUS 模型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8-0012-08　[ 中图分类号 ]TU984.199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薛峰，李苗裔，马妍，等．基于 FLUS 模型的江西省国土空间开发模拟与评估—以江西省为例 [J]．规划师，
2020(8)：12-19，32．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FLUS Model: Jiangxi 
Province/Xue Feng, Li Miaoyi, Ma Yan, Xu Hui
[Abstract]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land development in fast urbanization period has been common in China.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basis of national land and spatial planning. With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makes an evaluation of reserved construction land potential in 2010, and predicts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2035. By comparison, the land and space development trend of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0-
2035 was evaluated at the district and county scales, and differenti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Jiangxi Province ’s reserve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er of Nanchang Basin and gradually sparse 
towards the periphery of the province. In 2035, Jiangxi Province’s construction land will take Nanchang as the core node and Fuzhou, 
Yichun, and Shangrao cities around Nanchang are the “point-to-point” expansions; without any policy constraints, the expansion of 
provincial construction land appears to be “overall sustainable, locally less sustainable” . 
[Keywords] Jiangxi province,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Simulation, Evaluation, FLUS model

0 引言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与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 以下简称“双评价”) 工作

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和国家的重视。2018 年 4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

在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

基础上，抓紧完成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科学谋划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管控机制”。

在此背景下，“双评价”成为划定国土空间格局和“三

区三线”的重要支撑依据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

要基础。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双评价”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土开发格局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

的科学基础 [1]。对于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研究，国

外学者侧重于评价方法的优化，主要基于 GIS 技术，

逐步与图层叠加法 [2-3]、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4-5]、模糊

数学法 [6-7]、神经网络算法 [8]、遗传算法 [9]、元胞自动

[ 作者简介 ] 薛　峰，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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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法 [10]、模型方法 [11] 结合；而国内学者

侧重于对评价方法的应用，从县域 [12-13]、

市域 [14-15]、省域 [16]、区域 [1，17] 多个空间

尺度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并进行

适宜性分区，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评价地区后备适宜建设用地的潜力[18-20]

及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 [21-22]，或利用模

型对未来城镇开发边界进行模拟预测 [23]，

但较少将未来建设用地扩张的模拟预测

结果与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进行对比

的研究，在评估未来国土空间开发走势

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在 模 拟 预 测 未 来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扩张的模型中，元胞自动机 (Cellular 

Automata，简称“CA”) 由于其强大的

时空动态模拟能力，已被公认为土地利

用变化情景模拟的重要方法和主流模型

之一 [24-25]。但是土地利用变化，特别是

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具有较高的复杂性，

需要在仅考虑领域 (Neighborhood) 影

响 的 简 单 CA(Simple CA，Pure CA) 模

型的基础上，考虑其他影响城市增长

的约束条件 (Constrained condition)，

于是 White 等人提出了约束性 CA 模型

(Constrained CA) 的概念，使得建设用地

扩张的模拟更为真实准确 [26]。随着越来

越多约束条件的加入，影响因子、转换

规则和领域局部作用更为复杂，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数据挖掘技术与智能算法

被不断引入。其中，刘小平等人提出了

FLUS(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模型，

该模型耦合了自上而下的马尔科夫链和

自下而上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并引入自

适应惯性竞争机制。因此，FLUS 模型既

能较好地反映用地扩张的历史规律，也

能有效处理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在自然作

用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发生相互转化

时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得模型具有

较高的模拟精度并且能获得与现实土地

利用分布相似的结果 [27]。

研究以江西省为例，在评价江西省

域 2010 年建设用地适宜性的基础上，对

后备适宜建设用地的潜力与空间格局进

行分析，并采用 FLUS 模型，对江西省域

2035 年建设用地的扩张进行模拟 (2035

年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间节点 )。在此基

础上，将 2010 ～ 2035 年江西省后备适

宜建设用地变化方向与可利用土地资源

本底进行对比，从区县尺度对期间江西

省的国土空间开发走势进行评估，并在

划分区县类型的基础上提出差异化的政

策建议，以期为江西省国土空间规划的

编制提供科学依据，并希望为国土空间

规划中省域国土空间开发的评估提供一

定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评价
1.1.1 技术路线

本文首先在参考已有文献及考虑评

价因子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适宜

性评价因子并建立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其次，对江西省全域先后进行自然地质

的一级评价及区位潜力的二级修正，以

实现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评价。最后，减

除适宜建设用地中现状已建设的用地与

基本农田，得到省域后备适宜建设用地

( 图 1)。

1.1.2 评价指标选取与指标体系构建
在众多的影响土地开发为建设用地

的因素中，研究依据因素对建设用地适

宜性的影响程度、因素的差异性、独立

性及数据的可获取性，首先选取自然及

生态安全因素作为硬性评价指标，在此

基础上选取社会经济及区位因素作为软

性修正调整指标。最终，确定了以下几

种主要因素：地形坡度、水域、地质灾

害重度高发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留

地及交通条件、城镇影响力等 ( 表 1)。

1.1.3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首先依据自然地质条件筛选出城市建设

用地的适宜等级，扣除依照相应法律法

图 1  江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评价技术流程图

表 1  江西省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然地理因素 ( 刚性约束 ) 坡度

水域

生态安全因素 ( 刚性约束 ) 地质灾害重度高发区

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留地

社会经济因素 ( 弹性调整 ) 交通 现状公路通达度

现状铁路通达度

规划公路通达度

规划铁路通达度

城镇影响力 与城镇建成区的距离

数据整理 文献阅读整理

不可获取

可获取

选取适宜性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数据可得性

建立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自然因素坡度限制的适宜性分级

利用生态因素及自然水系进行适宜性再筛选

根据区位潜力进行再调整

建设用地适宜性与土地利用现状叠加统计，计算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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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严格禁止开发为建设用地的地块区域，

以及地质条件不适宜开发为建设用地的

地块区域，其他地块依据地形坡度条件，

参考 BP 模型设定阈值，将地块划分为适

宜、较适宜、条件适宜和不适宜四类。具

体评价指标选取及阈值设定如表 2 所示。

其次，依据交通、城镇影响等区位

因素对承载力结果进行适宜性调整。其

中，交通因素的选取，主要是基于江西

省未来交通体系的规划，选取现状及规

划铁路以及现状及规划道路等各类交通

设施的通达性。现有城镇的影响力，主

要是考虑到现有城镇用地对于未来建设

用地开发的空间临近影响。各因素的权

重主要是参考未来江西省建设的战略部

署 ( 表 3)、各类交通自身的运输能力特点，

以及对于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影响的回归

分析等来进行设置，按照指标综合，最

终得出各地区位开发潜力指数，并将区

位潜力划分为三个等级：适宜、比较适宜、

一般。研究结合区位潜力等级，以及自

然环境适宜性评价等级，对江西省建设

用地的适宜性进行了调整。

1.1.4 后备建设用地潜力评价
传统意义上的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在

《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规程》中被

称为“可利用土地资源”，广义上指可

被用于未来人口集聚、工业布局和城镇

发展的土地资源，能够客观反映不同区

域对未来人口集聚、工业化和城镇化发

展的土地承载能力，侧重地区后备适宜

建设用地总量的测度，但并没有考虑到

后备建设用地的需求主体——人的因素。

研究结合人口因素，采用人均后备适宜

性建设用地，以更好地测算地区土地资

源丰富程度。

后备适宜建设用地与人均后备适宜

建设用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1)

 

公式 (2)

                         
公式 (3)

1.2 基于 FLUS 模型的建设用地扩张
模拟

FLUS 模型是用于模拟人类活动与自

然影响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及未来土地利

用情景的模型，耦合了自上而下的总量

预测模型与自下而上的元胞自动机模型，

从而得到较高模拟精度的未来城市发展

形态 [27]，模拟流程如图 2 所示。

其中，总量预测模型能在模拟的每

个阶段自上而下地控制元胞自动机的发

展，从而在全局上约束元胞自动机的空

间发展，纠正元胞自动机数量上和空间

上的变化轨迹。而马尔科夫模型作为该

类模型的典型代表，由于具有无后效性

( 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系统的第 n 次结

果状态只与第 n-1 次有关，与以前所处

的状态无关 ) 与稳定性 ( 在较长时间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阈值 分级

自然地质 坡度 坡度 <3° 适宜

( 一级筛选 ) 3° < 坡度 <15° 较适宜

15° < 坡度 <25° 条件适宜

坡度 >25° 不适宜

地质灾害 自然灾害易发区 不适宜

风景名胜区 保护区范围 不适宜

自然保留地 自然保留地范围 不适宜
水域 水域范围 不适宜

表 2  江西省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自然地质条件评价过程及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因子分级标准 赋值

区位潜力
( 二 级 修
正 )

交通 (0.85) 现状铁路通达度 0.255 <500　m 缓冲区 9

500 ～ 1　000　m 缓冲区 7

1　000 ～ 1　500　m 缓冲区 5

1　500 ～ 2　000　m 缓冲区 3

>2　000　m 缓冲区 1

规划铁路通达度 0.170 <500　m 缓冲区 9

500 ～ 1　000　m 缓冲区 7

1　000 ～ 1　500　m 缓冲区 5

1　500 ～ 2　000　m 缓冲区 3

>2　000　m 缓冲区 1

现状道路通达度 0.255 <500　m 缓冲区 9

500 ～ 1　500　m 缓冲区 7

>1　500　m 缓冲区 5

规划道路通达度 0.170 <500　m 缓冲区 9

500 ～ 1　500　m 缓冲区 7

>1　500　m 缓冲区 5

现有城镇影响力
(0.15)

城镇建成区 0.150 <500　m 缓冲区 9

500 ～ 1　000　m 缓冲区 7

1　000　m ～ 2　000　m 缓冲区 5

2　000　m ～ 3　000　m 缓冲区 3

>3　000　m 缓冲区 1

表 3  江西省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区位修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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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可夫过程逐渐趋于稳定状态，而与

初始状态无关 ) 特征，恰好符合土地利用

变化规律，因此在相关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 [28]。

而人工神经网络算法 (Artificial Neu-

ral Network，简称“ANN”) 从一期土地

利用数据与包含人为活动、自然效应的

多种驱动力因子 ( 高程、坡度、交通及城

镇影响力 ) 中获取各类用地类型在研究范

围内的适宜性概率，并依次分为输入层、

隐藏层与输出层。    

此外，FLUS 模型提出一种基于轮盘

赌选择的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能有效

处理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在自然作用与人

类活动共同影响下发生相互转化时的不

确定性与复杂性，使得模型具有较高的

模拟精度并且能获得与现实土地利用分

布相似的结果。此次研究采用自适应惯

性系数来表征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 。而

邻域影响反映了城市周围单元与中心单

元的相互影响程度，表示邻域范围内用

地单元间的作用。

综合各类用地类型在研究范围内的

适宜性概率、自适应惯性系数和邻域影

响因子，可以确定各元胞的土地利用总

体转换概率，公式如下：

                 
                                                                        公式(4)

式中，  表示  时刻的栅格  转
化成  种用地类型的总概率，  表示 

 时刻   类型土地在栅格  上的适宜性概

率， 表示元胞邻域影响因子，

表示  种地类在  时刻的自适应惯性系数，

 为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换为  种类型

需要的成本，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转化的难易程度。

2 研究框架

本文在评价江西省 2010 年建设用地

适宜性的基础上，对江西省域 2010 年后

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进行评价，并利用

FLUS 模型，对江西省 2035 年建设用地

的扩张情况进行模拟预测，将模拟结果

与后备土地资源潜力进行对比，从而在

区县尺度上对 2010 ～ 2035 年江西省的

国土空间开发走势进行评估，最终提出

优化省域国土空间分配格局的差异化政

策建议 ( 图 3)。

3 应用实例

3.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中下

游南岸。2017 年全省总面积为 16.71 万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为 4　622.1 万，下辖

11 个地级行政区、100 个县级行政区、1

个国家级新区。江西省地貌类型以山地、

丘陵为主，平原、盆地和谷地广布，省

内除北部鄱阳湖平原地势较为平坦外，

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和平原

交错分布。全省有大小河流 2　400 余条，

汇聚形成抚河、信江、赣江、修河和饶

河五大河系。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类

型多样，农用地比重较高，农用地中林

地比重较大，建设用地比重较低。

3.2 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的江西省 1990 年、2000

图 2  FLUS 模型模拟流程图

图 3  江西省后备土地资源潜力约束下国土空间开发模拟与评估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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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0 年、2015 年四期 1 ︰ 25 万土

地利用图、基本农田矢量数据、1 ︰ 25

万 DEM 数据、现状及规划的高速公路与

铁路数据、省域及县域边界数据、地质

灾害数据、风景名胜区数据均来自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2010 年

各县级行政区的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4 研究结果

4.1 江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
评价
4.1.1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江西省处于适宜建设等级的用地

面积为 14　591.06　km2，占省域面积的

8.97%；处于较适宜建设等级的用地

面积为 77　918.83　km2，占省域面积的

46.5%( 表 4)。虽然省域适宜与较适宜建

设用地面积总量达 55.47%，但是适宜建

设用地的土地利用现状主要在农用地类

型，且并不代表评价结果适宜性等级为

适宜的农用地都可以大量开发。可见，

江西省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资源十分有

限，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在实际开

发过程中要利用好这类土地资源还需协

调多方面的关系，诸如生态保护、耕地

占补平衡、基本农田保护和林地保护等。

从空间分布角度来看，处于适宜建

设等级的用地基本分布在地势较为平坦

的南昌盆地，总体上呈现“一群、两轴、

三区、多点”的格局 ( 图 4)，其中“一群”

指以南昌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两轴”

指北起景德镇市浮梁县，南至赣州市信

丰县的适宜建设轴和省域北部东西向的

适宜建设轴线，“三区”指南昌市适宜

建设区、吉安—赣州适宜建设区和鹰潭—

上饶—景德镇适宜建设区，与《江西省

城镇体系规划 (2015—2030 年 )》提出的

“一群、两带、三区、多节点”空间布

局基本吻合。

4.1.2 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评价
江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的总面

积为 12　507.27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7.49%。研究根据组内差异小、组间差

异大的分类原则 [29]，将江西省 100 个县

级单元的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分为小于

50　km2、50 ～ 100　km2、100 ～ 175　km2、

175～275　km2 和大于275　km2 五个等级，

分别对应缺乏、较缺乏、中等、较丰富

和丰富，其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5-a 所示。

总体上看，江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空

间分布特点为东北部多于西南部，地形

平坦地区多于地形崎岖地区。

可见，从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总量上

看，江西省存在 9 个后备适宜建设用地

丰富的县级行政区，可利用土地资源面

积为 2　984　km2，占全省可利用土地资源

的 23.86%，相对集中分布于南昌盆地与

平原地区；存在 16 个后备适宜建设用地

较丰富的县级行政区，可利用土地资源

面积为 3　427.69　km2，占全省可利用土地

资源的 27.41%，其空间分布较为广泛，

散布于各个地级市；存在 26 个后备适宜

建设用地中等的县级行政区，可利用土

地资源面积为 3　380.26　km2，占全省可利

用土地资源的 27.03%；存在 31 个后备

适宜建设用地较缺乏的县级行政区，可

利用土地资源面积为 2　297.95　km2，占全

省可利用土地资源的 18.37%，主要分布

于省域外围的山地地区；存在 18 个后备

适宜建设用地缺乏的县级行政区，可利

用土地资源面积为 417.37　km2，占全省

可利用土地资源的 3.34%，主要分布于

省域南端和鄱阳湖平原。

同样，根据组内差异小、组间差异

大的分类原则，将江西省 100 个县级单

元的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分为小于

100　m2、100 ～ 235　m2、235 ～ 355　m2、

355 ～ 510　m2 和大于 510　m2 五个等级，

分别对应缺乏、较缺乏、中等、较丰富

和丰富，其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5-b 所示。

与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总量的分布特征不

同的是，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丰富的

地区在空间上较为分散，而不是仅集聚

于鄱阳湖平原地带，这与鄱阳湖平原适

宜居住、人口密度较大有关。

适宜性等级 用地总面积 /km2 占空间范围总
面积比 /%

不同用地类型的适宜
建设用地面积 /km2

占空间范围总
面积比 /%

适宜 14　591.06 8.97 建设用地 1　756.50 1.05

农用地 12　794.22 7.66

未利用地 40.34 0.02

较适宜 77　918.83 46.50 建设用地 1　308.43 0.78

农用地 76　502.88 45.82

未利用地 107.52 0.06

条件适宜 27　318.50 16.53 建设用地 38.38 0.02

农用地 27　272.29 16.34

未利用地 7.83 0.01

表 4  江西省适宜建设用地面积统计

图 4  江西省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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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江西省国土空间开发走势评估
4.2.1 模型精度验证

首先，根据江西省 1990 年和 2000

年的各类用地分布，利用 FLUS 模型对江

西省2010年各类用地分布进行模拟预测，

然后对比 2010 年江西省各类用地分布的

实际情况，进行模型精度验证：首先引

入 Kappa 系数，计算得到总体精度可达

到 0.921　1，Kappa 系数为 0.853　6，模拟

精度较高。其次，采用由 Pontius 等人于

2008 年提出的 Fom 系数 [30]，以此评价

城市增长部分的精度，计算得到模拟的

Fom 系数为 0.14，模拟精度较高，进一

步验证了 FLUS 模型应用于预测城市未来

用地发展的可靠性。

4.2.2   2035 年建设用地扩张模拟
研究在自然地质条件约束下，对

2035 年江西省建设用地扩张进行模拟。

首先以预测的江西省 2035 年的建设用地

规模为目标，运行 FLUS 模型，经过迭代

生成江西省 2035 年的各类用地分布，并

对建设用地、水域和非建设用地进行分

类 ( 图 6)。

模拟得到，至 2035 年江西省建设

用地面积为 4　932　km2，相比 2010 年的

3　956　km2，增加了 24.67%，呈现出以

省域北部的南昌市为核心城市节点，以

南昌市周边的抚州市、宜春市与上饶市

为主要扩张区域的“点极式”扩张模式，

其中抚州市的建设用地主要向西南部市

辖区及市域西北部的崇仁县扩张；宜春

市与上饶市的建设用地突破既有市辖区

范围，“飞地式”大幅扩张，其中宜春

市建设用地向市域中部的上高县与高安

市扩张，上饶市建设用地向市域西北部

的鄱阳县扩张。建设用地的扩张是人口

与产业集聚的表现，需要配套相应规模

的基础设施，以适应建设用地大幅扩张

后的人员出行及货物运输需要，因而针

对 2010 ～ 2035 年建设用地扩张面积较

大的地区 ( 表 5)，对其现状及规划交通基

础设施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发现，鄱阳

湖中部、临川区西南部及宜丰县、高安市、

上高县四地接壤处新增大量建设用地，

却缺乏铁路或主要公路，且尚未规划交

通干线，难以满足人员出行与货物运输在

物质载体上的需求，需要进行规划响应。

此外，省域南部地级市的建设用地

扩张规模普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

江西省南部山地、丘陵广布，平原面积

较小有关；同时，省域南部的大量土地

处于生态保护红线内，这些因素都限制

了该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张。为了进一步

探索江西省建设用地扩张与可利用土地

资源分布的在空间上的耦合关系，本文

从区县尺度出发对江西省国土空间开发

走势进行评估。

4.2.3  2010 ～ 2035 年后备适宜建设

用地变化评价
根据后备适宜建设用地计算公式，

得到江西省各区县经模拟的 2035 年后备

适宜建设用地情况 ( 图 7) 及 2010 ～ 2035

年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变化情况 ( 图 8)，可

见从各县级行政区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变

化总量上看，2010 ～ 2035 年绝大多数县

级行政区表现为后备适宜建设用地规模缩

减，其中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小于 50　km2

的县级行政区从 17 个增加到了 32 个，

且规模缩减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省域中北

部的鄱阳湖平原地带，这主要与该区域

地形条件较好、后备适宜建设用地较丰

富有关。一般来说，后备适宜建设用地

的减少是土地城镇化的表现，因而江西

省绝大多数县级行政区未来将迎来新一

轮的土地城镇化，而鄱阳湖平原地带为

重点开发建设区域，其中宜春市为开发

建设的主要地级市。而期间西湖区、青

云谱区、浔阳区与珠山区表现为后备适

宜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这不仅与其现状

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总量稀缺有关，还与

a. 县级行政区后备适宜建设用地 b. 县级行政区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

图 5  江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分析图

排序 县级行政区 建设用地增量 /km2 排序 县级行政区 建设用地增量 /km2

1 鄱阳县 166.24 6 渝水区 93.44

2 临川区 156.42 7 丰城市 85.17

3 上高县 114.83 8 樟树市 82.37

4 高安市 109.01 9 安福县 72.78

5 宜丰县 96.00 10 乐平市 67.49

表 5  江西省 2010 ～ 2035 年建设用地增量前十的县级行政区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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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条件改善使得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增

加有关。

从各县级行政区后备适宜建设用地

变化比例上看，相比总量面积的缩减主

要集中于鄱阳湖平原的现象，2010 ～

2035 年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大比例缩减或

中等程度缩减的县级行政区在空间上较

为分散，体现了以南昌市为核心的鄱阳

湖平原地带后备土地资源丰厚，大量后

备适宜建设用地的减少对其总体存量影

响较小。此外，全南县、安远县的后备

适宜建设用地总量仅小幅缩减，但由于

其本身可利用土地资源存量不足的问题，

对县级行政区来说，后备土地资源的大

比例缩减，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限制地方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

4.2.4  2010 ～ 2035 年省域国土空间

开发走势评估
为了进一步评估模拟得到的江西省

2010 ～ 2035 年建设用地扩张结果，研

究将 2010 ～ 2035 年省域后备适宜建设

用地变化方向与可利用土地资源本底进

行对比，从区县尺度对 2010 ～ 2035 年

江西省的国土空间开发走势进行评估。

一般认为，后备土地资源较贫乏的

地区，如未来该指标大比例或中等比例

缩减，则后备土地资源的利用表现为显

著不可持续；如未来该指标较小比例缩

减或扩张，则后备土地资源的利用表现

为可持续。而后备土地资源较丰富的地

区，如未来该指标较大比例缩减，则后

备土地资源的利用表现为较不可持续；

如未来该指标中等比例或小比例缩减，

则后备土地资源的利用表现为可持续；

如未来该指标扩张，则后备土地资源的

利用较不合理。

根据上述准则，研究耦合地区 2010

年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与 2010 ～ 2035

年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变化比例，从区县尺

度评估江西省国土空间开发走势 ( 图 9)。

分析发现，在建设用地扩张上，87% 的

县级行政区表现为可持续，5% 的县级行

政区表现为较不可持续，8% 的县级行政

区表现为显著不可持续，且表现为不可

持续的地区在空间上较为分散。其中，

全南县、宜黄县、乐安县、濂溪区、安远县、

上犹县、广丰区与青山湖区后备土地资

源较缺乏，但 2010 ～ 2035 年后备土地

资源存在较大比例的缩减。此外，虽然

上高县、宜丰县、安义县、安福县与鄱

阳县的后备土地资源较丰富，但 2010 ～

2035 年后备土地资源大比例缩减。

5 结论与建议

研究在评价江西省 2010 年建设用地

适宜性的基础上，对省域 2010 年后备适

宜建设用地潜力进行评价。同时，采用

FLUS 模型，对省域 2035 年建设用地的

扩张进行模拟，并将 2010 ～ 2035 年江

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变化方向与可利

用土地资源本底进行对比，从区县尺度

对这期间江西省的国土空间开发走势进

行评估，得到以下结论：江西省省域后

图 6  2035 年江西省建设用地扩张模拟图 图 7  2035 年江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分析图

变化总量 变化比例

图 8  2010 ～ 2035 年江西省后备适宜建设用地变化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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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适宜建设用地主要呈“以南昌盆地为

中心集聚，向省域外围逐步稀疏”的分

布态势；面向 2035 年，江西省建设用地

呈现出以南昌市为核心节点，以南昌市

周边的抚州市、宜春市与上饶市为主要

扩张区域的“点极式”扩张；在不进行

任何政策约束的情况下，省域建设用地

扩张表现为“整体较可持续，局部较不

可持续”。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 全南县、宜黄县、乐安县、濂溪

区、安远县、上犹县、广丰区与青山湖

区的后备土地资源较缺乏，但 2010 ～

2035 年后备土地资源较大比例缩减，政

府管理部门应加以重视，在严格保护辖

区内永久基本农田与生态保护区的基础

上，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以有

效制止后备土地资源的流失。为了较好

地管控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应强化土地

用途管制，完善土地利用相关政策法规，

从而规范土地审批，强化土地监管。在

此基础上，还应着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并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体来看，

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城乡低效用地的再开

发，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并统筹城镇地

上地下空间开发，推进建设用地的多功

能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使城市有限的

土地得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产

业用地作为建设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重点保障同区域资源环境与发展条件

相适应的主导产业用地，对于占地大且

低效的产业应进行外迁、企业兼并重组

或直接淘汰。

(2) 上高县、宜丰县、安义县、安福

县与鄱阳县的后备土地资源较丰富，但

2010 ～ 2035 年后备土地资源大比例缩

减，应引起土地资源管理部门的注意，

在逐步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同时对

低效的已建用地进行集约利用。具体来

看，应在严格保护辖区内永久基本农田

与生态保护区的基础上，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节约集约用地目标要求

相适应，逐步减少新增建设用地的计划

和供应。同时，由于地方存量建设用地

总量的快速增加，应对低效利用土地与

闲置土地进行梳理，引导产业集群集聚

发展，并加大区域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力

度，包括加大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

费投入、制定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开设与

高层次人才落户的政策。此外，政府应

加快推行全面而彻底的土地有偿使用制

度，使土地资源在市场上能够自由流动。

(3) 对于其余国土空间开发走势较可

持续的区县，后备适宜建设用地较丰富

或减少速度较慢，可适当增设高新技术

企业及服务于地方主导产业、特色优势

产业的相关企业，从而吸引人口集聚，

激发地方活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同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

模拟 2035 年省域后备土地资源时，模拟

结果主要参考的是历史趋势，并没有考

虑到 2010 ～ 2035 年期间不确定的政策

约束，这也是下一步需要提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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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级国土空间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方法优化
□　傅幸之

[ 摘　要 ]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双评价”的重要内容，是引导农业空间规划布局的基础。当前《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 ( 试行 )》中的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方法注重普适性，在进行市县级农业空间适宜性评价时针
对性不足，评价指标因子数量较少，评价精度不高。文章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 ( 试行 )》的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方法。首先，识别市县农业生产影响因素；其次，选取代表性强、空间精度高、易定期获
取的数据作为评价指标，再依据指标数值与现状耕地质量的相关系数确定指标权重；最后，进行集成评价确定农业生产适宜性。
从评价结果来看，优化后的评价方法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因子能够突出地方特色、提高评价精度，能够更好地引导市县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
[ 关键词 ]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市县国土空间规划；评价方法优化；阜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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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ce at Cty and County Levels/
Fu Xingzh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ce “double evaluations” and a basis of agricultural space planning, 
present evaluation metho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itability does not apply well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s.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nd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ce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Evalu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an improved evaluation method. It recognize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icks representative, precise, attainable 
data as evaluation indices, specifies index value based on its correlation with farmland quality, and finally makes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itability. The improved method may highlight local characters, improve evaluation precision, 
and better guides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ce planning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s.
[Keywords]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itability, City and county level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ce plan, Improvement of 
evaluation method, Fuyang city 

0 引言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双评价”( 即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 的重要内

容，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引导农业空间布局，协调划

定“三线”的基础。当前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 以下简称《“双评价”指南》)

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演变，但对于在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中如何针对农业生产特点，开展空间精度高的农业生产

适宜性评价仍缺乏有效指引。本文在《“双评价”指南》

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方法，增

加了评价指标因子，提出了利用因子与现状耕地质量等

别数据相关系数确定因子权重的集成评价方法。

1 既有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方法演变

2020 年 1 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双评价”指南

( 试行 )》，从已披露的若干历史版本来看 ( 表 1)，农业

生产适宜性评价技术方法要点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1.1 第一阶段：延续主体功能区评价技术思路，
指标体系注重普适性

2019 年 1 月、4 月版的《“双评价”指南》( 征求

意见稿 ) 中，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分为三步：先评价农

[ 作者简介 ] 傅幸之，现任职于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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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载能力，再评价地块连片度，最后

结合现状农业生产格局校准得出农业生

产适宜性评价结论 ( 图 1)。其中，农业

承载能力评价是整个评价的基础，其在

指标选择和评价方面延续了主体功能

区评价技术思路 [1]，选择光热条件、水

土资源条件、土壤环境容量作为一级指

标。水土资源条件又进一步分为农业耕

作条件、农业供水条件两个指标。指标

最终细化为对应的若干评价因子，通过

阈值设定分类打分评价 ( 表 2)。

以上评价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农业

承载能力评价是整个评价的重要基础。

但其所选择的评价指标因子适用于在宏

观尺度进行普适性的评价，在中微观尺

度对农业生产条件的体现不足，因而显

得过于宽泛。例如，评价农业耕作条件

的高程、坡度因子在国家、省尺度或是

地形变化复杂的地区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能够按照<3°、3°～8°、8°～15°、15°～

25°、>25°生成坡度分级图，但在平原地

区则缺乏区分度；又如，评价农业供水

条件的水资源可利用量因子，至多只能

通过水资源公报获取区县单元数据，精

度不高，在区县单元内部没有区分度。

1.2 第二阶段：丰富农业生产条件
指标，但指标细化不足，可操作性
不强

2019年7月版的《“双评价”指南(试

行)》中，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以土地资源、

水资源、气候、环境、灾害和生态等单

项评价为基础，第一步基于土地资源和

水资源评价、气候评价结果，初判农业

生产条件等级；第二步基于土壤环境容

量评价、盐渍化敏感性评价、气象灾害

风险评价和地块集中连片度评价，修正

农业生产条件等级；第三步进行专家校

验，综合判断评价结果与实际状况的相

符性，确定农业生产适宜性等级 ( 图 2)。

其中，单项评价的因子选取与评价是决

定评价结果的重要基础 ( 表 3)。

这一阶段评价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

细化了农业生产条件的单项指标，作为

逐步集成评价的基础。但指标因子的选

择依然较为宽泛，对指标的细化程度不

够。例如，对土地资源指标的分析沿用

了第一阶段评价方法的坡度、土壤质地

两项因子，并未有新的因子增加，在具

体的评价阈值设置方面也没有进一步细

化。在水资源指标中，新设置的县级行

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模数因子仍然只

能获取区县单元数据，并未有精度上的

细化。此外，指标细化带来的另一个潜

在弊端是指标获取的难度增加，降低了

评价的可操作性。例如，土壤污染物含量、

气象灾害数据和盐渍化相关数据在实际

操作中都难以获取高精度的基础数据。

1.3 第三阶段：以农业生产需求为
导向，区分空间层次，鼓励因地制宜
细化评价标准

2019 年 11 月、12 月版的《“双评

价”指南 ( 试行 )》( 送审稿 )，以及 2020

年 1 月的《“双评价”指南 ( 试行 )》中，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又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方面首次从空间层次上进行评价的区

分，国家、省级层面延续单项评价集成

的思路，市县级层面要求根据农业生产

要求，进一步细化评价单元、提高评价

精度，对指标因子选取不做具体要求。

另一方面鼓励因地制宜，从农业生产功

能指向性角度进行分类评价，细分种植

业、畜牧业、渔业生产适宜性评价，鼓

励各地可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确定种植业

生产适宜区判别标准 ( 图 3)。

这一阶段评价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

将农业生产条件明确为评价的基本原则，

同时鼓励市县级评价提高评价精度，显

示了其灵活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市县

级的具体评价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对农业空间
适宜性评价的要求

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是对省级国土

名称 印发时间

《“双评价”指南》( 征求意见稿 ) 2019 年 1 月
《“双评价”指南》( 征求意见稿 ) 2019 年 4 月
《“双评价”指南 ( 试行 )》 2019 年 7 月
《“双评价”指南 ( 试行 )》( 送审稿 ) 2019 年 11 月
《“双评价”指南 ( 试行 )》( 送审稿 ) 2019 年 12 月
《“双评价”指南 ( 试行 )》 2020 年 1 月

表 1 “双评价”指南版本演变

图 1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流程一

评价指标 二级指标 因子

光热条件 — ≥ 10℃活动积温
水土资源条件 农业耕作条件 高程、坡度、土壤质地

农业供水条件 降水量、水资源可利用量
土壤环境容量 — 土壤重金属含量

表 2  农业承载能力评价指标

图 2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流程二

光热条件
土地资源

初判农业生产条件等级

地块连片度评价

修正农业生产条件等级

确定农业生产适宜性等级

水资源

气候

环境

灾害

生态

专家校验

水土资源条件

土壤环境容量

地块连片度评价

农业承载能力评价

确定农业生产适宜性等级
现状农业生产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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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的细化落实，同时也是编制乡

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市县级以下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的依据，因此对农业空间适

宜性评价有以下客观要求。

2.1 实事求是，按照地方农业生产
特征确定评价标准

作为“双评价”的主要内容，农业

生产适宜性评价必须实事求是。其评价

结果将作为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

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

间管控边界的依据 [2]。这就要求评价标

准能够准确反映地方农业生产条件特征，

体现农业生产空间的实际需求。

2.2 提高精度，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控制线划定与空间管制提供依据

农业生产空间评价应当提高精度，

因为市县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府对上

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

本行政区域开发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

侧重实施性。同时，市县及以下层级还

会编制详细规划，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

发建设强度等作出实施性安排 [2]。因此，

评价精度要能在行政单元的基础上进一

步细化至自然单元，这就要求提升评价

数据的采集精度，尽可能采用遥感数据、

土地图斑数据和大样本量的监测数据等，

减少使用行政单元精度级别的数据。

2.3 切实可行，指标数据易获取，
满足定期评估需求

评价应当切实可行，评价指标数据

应当易于获取，能够满足建立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一年一

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动态评估要求，以

支持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 [2]。

3基于农业生产条件的评价方法建构

3.1 农业生产影响因素识别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农业生产影

响因素差异巨大，因此农业生产适宜性

评价的首要工作是识别地方农业生产影

响因素特征。在农业生产研究领域，相

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已有丰富的积累。

此次研究的安徽省阜阳市位于安徽

省北部，淮北平原，是《安徽省主体功

能区规划》确定的国家农产品主产区 [3]，

市域面积为 10　118　km2，耕地占全市面

积的 60% 以上。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

受到地形地貌、土壤、气候和农田基础

设施四大要素的影响 [4]。地形地貌是农

业生产的普适性条件，尽管在平原地区，

地势起伏仍有差异，地势平坦的耕地具

有更好的地力 [5]。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

础条件，土壤质地影响着土壤保水保肥

能力，土壤有机质含量、酸碱度直接影

响着土壤的肥力 [6-7]。气候在市域尺度表

现出空间差异性，降水量、光照、温度

的不一致，是影响耕地地力的重要条件[4]。

同时，因为阜阳市位于我国秦岭淮河一

线，兼有南北气候特征，相对于北部的

黄泛平原有明显的水热资源优势，相对

于南部江淮地区则有明显的光照资源优

势。这种气候的过渡性和资源的变异性，

使得水旱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带来不

利影响。因此，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

提高排涝、抗旱能力，提高耕地地力至

关重要 [8-9]。

3.2 评价指标选取
评价指标的选取坚持以下原则：一

是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地形地貌、土

壤、气候和农田基础设施四大要素特点；

二是具有较高数据精度，能够在市县行

政边界范围内体现更精细的空间区分度；

三是指标数据易获取，能够便捷地从相

关部门获得准确的数据。

基于以上原则，阜阳市地形地貌数

据来自公开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DEM)，

数据精度达到 30　m；土壤数据来自农业

部门土壤调查数据、自然资源部门耕地

质量等别数据，数据精确至图斑精度，

包含耕层土质、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酸碱度和地下水位等指标；气候数据来

自气象部门，数据精确至150多个国家站、

区域站的 5 年逐日气象监测数据，包含

降水、温度和日照数据；农田基础设施

数据来自于自然资源部门耕地质量等别

数据，数据精确至图斑精度，包含灌溉

保证率、排水条件数据。

3.3 评价方法
研究在《“双评价”指南 ( 试行 )》

的基础上，延续从农业生产功能指向性

角度评价的原则，选取影响阜阳市农业

生产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农田基

础设施四大类指标进行集成评价。在集

成评价前，对四大类指标进行单项评价。

集成评价的公式为：

图 3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流程三

评价指标 二级指标 因子

土地资源 — 坡度、土壤质地

水资源 — 多年平均降水量、县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模数

气候 光热条件 ≥ 0℃活动积温、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环境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物含量

灾害 当地农业生产影响灾害 干旱、雨涝、高温、低温、大风等

生态 土壤盐渍化 蒸散发量、降水量、地下水埋深、土壤质地

表 3 单项评价指标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国家、省层面

种植业评价

畜牧业评价

渔业评价

细化评价单元

提高评价精度
市县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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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1)

地形地貌指标单项评价的公式为：

                    公式 (2)

土壤指标单项评价的公式为：

                                          
                                                                       公式 (3)

气候指标单项评价的公式为：

                       

                                                                       公式 (4)

农田基础设施单项评价的公式为：

                                                              

                                                                       公式 (5)

4 评价方法应用要点

4.1 针对农业生产影响因素特点合理
评价单项指标

如上所述，阜阳市农业生产条件是

受分属于地形地貌、土壤、气候、农田

基础设施四大类的多个单项指标共同影

响的。每一个指标代表着农业生产中一

项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累加共

同决定了阜阳市域国土空间的农业生产

适宜性。因此，需要对每一个因素如何

影响农业生产进行单项评价。

(1) 以坡度为代表的地形地貌指标评

价。阜阳市属于皖北平原地区，农业以

种植业为主。由于地形高差变化较小，

高度、坡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小，

只有河谷、道路沿线区域的坡度起伏会

影响耕地的质量，遵循着地势越平坦越

适合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因此，此次

评价将坡度指标按照0°～3°、3°～8°、

8°～15°、15°～25°、25°以上分为五等，

对应由高到低的农业生产适宜性 ( 图 4)。

(2) 以肥力为核心的土壤指标评价。

阜阳市农业生产以小麦种植为主，在种

植业中，土壤肥力是农业生产条件的基

础性条件，影响土壤肥力的有耕层土质、

土壤酸碱度和土壤有机质含量三项指标。

依据对耕层土质的调查，可将阜阳

市域土质类型分为重壤、中壤、轻壤、

轻粘、中粘、重粘和砂壤等类型，不同

的土质保水、保肥能力各不相同。土壤

学相关研究表明：壤土的土壤结构大小

孔隙比适当，则通气透水性好，保水保

肥性和供水供肥性强；粘质土壤结构紧

实，则含养分较多，但透水性相对较差；

砂土的土壤结构松散，通气透水性强，

但养分易于流失，保肥性较差。结合以

上特点，此次评价将阜阳市域土壤按质

地分为重壤、中壤与轻壤、轻粘、中粘、

重粘与砂壤五等，对应由高到低的农业

生产适宜性 ( 图 5)。

依据土壤酸碱度的调查，阜阳市域

土壤酸碱度从酸性到碱性都有分布。土

壤学相关研究表明：中性的土壤更适合

农作物的生长，随着酸碱度的增强，农

作物生长适宜性也相应降低。结合这一

特点，此次评价将阜阳市域土壤按照酸

碱性分为中性、弱碱、弱酸、强碱和其

他五等，对应由高到低的农业生产适宜

性 ( 图 6)。

土壤有机质含量直接影响了农作物

可以从土壤中获得的养分。依据阜阳市

域土壤有机质含量调查数据，此次评价按

照有机质含量将阜阳市域土壤由高到低分

为五等，对应由高到低的农业生产适宜性

( 图 7)。

(3) 由光水热条件构成的气候指标评

价。阜阳市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农

业产出与气候条件紧密相关。光、水、

热是气候条件的三类主要指标。阜阳市

位于秦岭淮河一线，处于我国气候分界

地带，气候年际变化较大。因此，此次

评价选取了 150 个以上气象监测站点的

5 年逐日气象监测数据，包含降水、温度

和日照数据。依据农业气象研究，降水

量大、积温高、日照时间长的地区更适

合发展种植业。此次评价将降水、积温和

日照指标按照数值由高到低分为五等，

对应由高到低的农业生产适宜性 ( 图 8 ～

图 10)。

此外，此次评价还获取了与降水量

紧密相关的浅层地下水埋深数据。依据

相关研究，地下水位直接影响植物根系

吸收水分的难易程度。因此，此次评价

将地下水位按埋深由浅到深分为五类，对

应由高到低的农业生产适宜性 ( 图 11)。

(4) 以防涝抗旱为重点的农田基础设

施指标评价。阜阳市位于南北气候分界

图 4  坡度因子等级 

图 6  土壤酸碱度因子等级

图 5  耕层土质因子等级

图 7  土壤有机质含量因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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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旱年与涝年周期性出现，因此只

有具备良好抗旱、排涝基础设施的农田

才能更好地抵御气候变化风险，保持农

业产量的稳定。此次评价获取了农田灌

溉保证率、排水条件两项数据，按照分

值由高到低分为五类，对应农业生产适

宜性由高到低 ( 图 12，图 13)。

4.2 依据农业生产贡献度确定指标
权重

如上所述，农业生产条件受到多种

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最终的农业生产适

宜性评价结果不是单个因素影响结果的

简单累加，而是应该考虑不同因素的重

要程度。目前，无论是已有的研究，还

是《“双评价”指南》都没有明确指出

哪些因素对农业生产更为重要，也没有

提供测度因素重要程度的方法。

合理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是此次研究

对《“双评价”指南》方法的一项重要优化。

其基本方法是将现状耕地质量等别与评

价指标进行逐一空间相关分析，结合相

关系数的大小确定指标权重。耕地质量

等别、耕地分等定级是原国土资源部门

定期开展的评估工作，数据准确且易于

获取，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依据以上方法，通过相关关系分析

得出相关系数 ( 表 4)，可以发现各类因

素对阜阳农业生产的影响重要程度具有

以下特点：

(1) 不存在单个因素与耕地质量高度

相关。在所有指标中，与现状耕地质量

等别相关度最高的是耕层土质，相关系

数为 0.22。这一结果印证了农业生产是

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复杂影响的过程，说

明选择多类多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是合

理的。

(2) 土壤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因

素。耕层土质、土壤酸碱度与现状耕地

质量等别的相关系数较高，都达到了 0.20

以上，在所有因素中属于相关系数较高

的等级。这一结果也与已有研究认为土

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的观点一致。

(3) 日照的影响比温度、降水条件更

大。在《“双评价”指南》中，将积温

指标作为气候条件的代表性指标。但从

此次相关分析来看，日照条件与现状耕

地质量的相关系数更高，达到 0.20。而

积温和降水都呈现微弱的负相关。

(4)地下水位比降水量的重要性更高。

地下水位与现状耕地质量等别的相关系

数较高，达到0.14。这表明，相对于降水量，

农作物根系能够直接吸收的地下水对农

业生产更为重要。

(5) 平原地区地形地貌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程度很低。代表地形地貌指标的坡度

因子与耕地质量等别呈现微弱的负相关。

结合以上相关系数特点分析，可以

确定指标因子权重如表 5 所示。各类指

标权重与以上分析的相关系数基本一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对农田基础设

施指标进行了修正。尽管其相关系数为

负，但从既有研究来看，农田基础设施

是抵御涝灾、旱灾，保障农业生产的重

要条件。特别对于阜阳这样一个位于气

候分界地区，旱年、涝年周期性出现的

城市来说，确保农田的灌溉、排涝是非

常重要的。出现负相关很有可能是因为

农业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弱化了其与

耕地质量的相关性。

4.3 对照现状农业生产格局检验评价
结果

单项指标结合权重确定可以集成评

价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结果如图 14 所

示。评价结果可以对照现状农业生产格

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检验。

(1) 总体格局与主体功能区布局基

本一致。依据评价结果，不适宜区仅占

12.68%。除去现状城镇空间、河流水系，

不适宜区主要位于河谷地区，所占比例

更低。这表明阜阳市域空间总体适宜农

业生产。与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

市区以外的五县市划定为国家农业主产

区的总体布局基本一致。

(2) 适宜性空间分布与市县产业特征

基本一致。农业生产适宜性较高的区域

位于南部临泉、阜南和颍上三县；而工

业经济基础较好的北部界首市、太和县，

以及中部市区适宜性一般。

图 8  日照时数因子等级

图 11  地下水位因子等级

图 9  降水量因子等级

图 10  气温因子等级



252020 年第 8 期    第 36 卷

图 12  灌溉保证率因子等级 图 13  排水条件因子等级

指标因子名称 相关系数

耕层土质 0.22
土壤酸碱度 0.21
十年平均日照 0.20
地下水位 0.14
土壤有机质含量 0.05
坡度 -0.06
积温 -0.09
十年平均降水 -0.16
排水条件 -0.38
灌溉保证率 -0.38

表 4  耕地质量等别与不同指标因子的相关系数

指标 权重 /% 指标因子 权重 /%

土壤条件 45 耕层土质 20.25
土壤酸碱度 20.25
土壤有机质含量 4.50

气候条件 35 日照条件 17.50
地下水位 12.25
温度条件 3.50
降水条件 1.75

农田基础设施 18 排水条件 10.80
灌溉保证率 7.20

地形条件 2 坡度 2.00

表 5  指标因子权重

图 14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3) 评价精度与市县级规划需求基本

一致。评价结果精度突破了市县、乡镇、

行政村等行政边界单元精度，达到自然

单元，能够更精确地向各类规划边界转

化，作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基础。

5 结语

在历版《“双评价”指南》中，农

业生产适宜性评价经历了方法演变，在

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侧重要求精

细化评价方法，因地制宜选取评价指标，

对普适性评价方法进行优化。

本文在《“双评价”指南》的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方法。

从评价结果来看，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因

子能够突出地方特色、提高评价精度，

能够更好地引导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结合阜阳市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发现地形地貌、土壤、气候、农田基础

设施是影响当地农业生产的四大要素。

指标因子与现状耕地质量等别数据相关

系数分析表明，耕层土质、土壤酸碱度、

日照时数和地下水位是影响农业生产的

关键因子，与《“双评价”指南》推荐的

普适性坡度、积温和降水因子有所不同。

从评价结果来看，精细化空间数据

支撑的评价结论能够更精确地支撑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

界的划定。

综上，以《“双评价”指南》为技

术方法基础，依据农业生产条件因地制

宜选择评价指标，并以精细化的空间数

据作为支撑，能够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

适宜性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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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评价方法及实证研究
□　胡紫薇，王亚华，张小林，袁　源，胡　睿

[ 摘　要 ] 文章以厘清当前不同部门人口与用地统计口径的差异，建立“多规合一”视角下“人地”空间对应的城镇人均用地指
标，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技术支撑为目的，比较和分析各部门城镇人均用地指标的差异及存在问题，基于“明差异—统口
径—建指标”的研究思路，提出“城镇范围人均建设用地”这一效率指标。同时，以泰兴市为例，测算 2015 年各乡镇人均城镇
用地规模，并结合乡镇实际情况划分不同类型，进而提出适时修订现行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的计算方法与规划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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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Method of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Index and Its Empirical Study in Urban Areas in the New Era/
Hu Ziwei, Wang Yahua, Zhang Xiaolin, Yuan Yuan, Hu Ru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statistical standard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se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to establish an improv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dic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By spati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paper 
propose an improv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dicator based on the research idea of “clarify difference-unify standard-establish indicator”. 
And for an empirical study,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in each township of Taixing in 2015 is calculated, as well as type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dicator of per capita urban land should consider and accept the spatial 
coherency between statistical standard of population and land. Further, current evaluation method and spatial planning standard is 
suggested to revise following this conclusion.
[Keywords] Multiple-plan integration,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ce plan, Per capita urban land, Statistical standard, Efficiency 
indicator

0 引言

人口在城乡的分布格局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

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则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依据，是预

测城市用地需求的基础参数 [1]。不同国家对于城市人口

和城市建设用地的界定标准不一，因此人均城市用地的

概念和内涵也不尽相同 [2]。在划分城市建设用地时，欧

洲国家普遍将建设用地的规模和连续性作为首先考虑的

因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侧重于考虑人口密

度和人口规模。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除了考虑上述因素，还将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和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列入划分依据 [3]。在城市人口统计方面，发

达国家的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和密度上；而发

展中国家由于城市化水平偏低，许多乡村的人口较为密

集，因此不应将人口密度和规模作为城乡人口划分的唯

一标准，现实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依据是否从事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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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判断城乡人口的属性。谈明洪等

学者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城市人均用地进

行研究，发现我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的内

涵要小于其他国家，且城市人均用地标准

较低 [4-5]。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许学

强 [6]、周一星 [7]、王维志 [8] 等学者就开始

探讨我国城市发展中最基本的人口与用

地标准的问题，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

上，尝试提出了城乡划分与人口统计的

新思路 [9-10]。21 世纪以来，学者们则更多

地关注城市实体地域的划分 [11-12]、区域人

口流动、人口与用地的耦合关系 [13-14] 及

人口与建设用地时空变化规律 [15]。

虽然学界做了很多研究，但是我国

在实际操作中，统计部门人口普查口径

不断调整，原国土、规划、住建部门城

镇用地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因此各个部

门编制规划时对人均城市用地的概念界

定及计算结果并不一致。我国至今尚未

形成统一的、空间对应的人地统计口径，

这无疑降低了现行规划中用地效率指标

的执行效力。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改革

的背景下，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多

规合一”和用途管制职责意味着要化解

过去各个规划在编制对接、实施落地中

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部

门缺乏综合协调、规划效率和效力受到

制约等问题 [16]。基于“多规合一”视角，

在对目前已有的城镇范围划定方法与城

镇人口统计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

文从人地空间对应出发，尝试测算城镇

人均建设用地并制定合理的用地效率指

标与用地标准，为“多规合一”视角下

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1 城镇人均用地指标评价方法研究

原国土和规划部门关于城镇人均用

地有不同的指标测算方法，对城镇用地

范围的确定也存在不同口径，本文基于

“明差异—统口径—建指标”的研究思路，

梳理不同部门的指标计算方法，统一人

口与用地口径，确立空间上人地对应的

指标评价方法 ( 图 1)。

1.1 明差异—不同部门指标计算
方法

原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中均包含了城镇用地效率指标，其中

原规划部门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指标为人

均城市建设用地，原国土部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中的对应指标为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二者在指标含义、计算方法上均

存在显著差异 ( 表 1)。

1.1.1 原规划部门—人均城市建设

用地
我国的城乡规划经历了 1990 年和

2011 年新旧两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

设用地标准(以下简称“90标准”和“2011

标准”)，其中“90 标准”首次提出了人

均城市建设用地这一概念，并在“2011

标准”中得以延续。“2011 标准”在用

地分类体系、规划指标控制等方面进行

了优化和改进，但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计

算方法基本保持一致，即城市 ( 镇 ) 内的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除以该范围内的常住

人口数量，公式为：城市 ( 镇 ) 人均建设

用地面积 = 城市 ( 镇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城市 ( 镇 ) 常住人口 [17]。

依据上述公式，城区内的建设用地

通过城区范围内各类城市建设用地加和

求得，而“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常住

人口”却难以准确、简便地统计。城市

人口统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口径，

含义相近的人口概念有“城市非农人

口”“城市常住人口”“城市建成区人口”

等，加之城区范围大多跨行政区而存在，

尚未形成清晰的“城市人口统计区”范

围 [18]，一般采用城市 ( 镇 ) 城区所在行

政区的常住人口，该城区人口很难在空

间上与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完全对应，由

此计算出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与实际情

图 1  研究思路

部门 依据 指标名称 计算方法

原规划部门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
用地标准》

城市 ( 县城 ) 人
均建设用地

城区建设用地面积 / 城区常住
人口

原国土部门 2001 年《全国土地分类》 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

( 城市＋建制镇＋独立工矿 )/
城镇人口

2007 年《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人均城镇用地 ( 城市＋建制镇 )/ 城镇人口

表 1  人均用地指标计算方法对比

明差异

原规划部门 统计部门

统口径

人口普查与抽
样调查

常住人口

建指标

常住人口 城市 + 建制
镇 + 村庄

各类基础设施实际建设
连接到的居 ( 村 ) 民委
员会所辖区域

城镇范围内人均建设用地

范围

户籍人口

城市建设
用地

建成区规模

城镇 ( 工
矿 ) 用地

经常性统计月
报或年报

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现状图

城市 ( 县城 ) 建
设统计年报

年度土地变更
调查数据

公安部门

规划部门

住建部门

原国土部门

人均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

原国土部门

人均城镇 ( 工矿 )
用地

人
口

用
地



28

况存在误差。

1.1.2 原国土部门—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和人均城镇用地
2001 年颁布的《全国土地分类》是

第一个全国城乡统一的土地分类系统，

其中“独立工矿”的含义包括居民点以

外的各种工矿企业、采石场、砖瓦窑、

仓库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建设用地，此

时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的计算公式为：人

均城镇建设用地 =( 城市＋建制镇＋独立

工矿 )/ 城镇人口。2007 年又颁布了《土

地利用现状分类》这一国家标准，此标

准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所依据的统一

的、系统的土地分类系统 ( 以下简称“二

调”分类 )[19-20]，该分类体系将原分类中

的“独立工矿用地”依据其依附关系分

别归并到城市 (201)、建制镇 (202) 和村

庄 (203) 用地分类中，采矿、采石、采砂

( 沙 ) 场、盐田、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

及尾矿堆放地保留为“采矿用地”，使

得“城市”与“建制镇”的含义不仅仅

局限于城镇居民点，还包含了与城镇居

民点集中连片的商服、住宅、工业、仓储、

机关和学校等单位用地，因此在“二调”

分类下城镇总面积的计算公式为：城市 +

建制镇，相应的人均城镇用地计算公式

为：人均城镇用地 =( 城市＋建制镇 )/ 城

镇人口。

原国土部门的土地调查是全域覆盖

的，可以按照行政单元准确汇总出各地

类面积，但其城镇和村庄用地的划分依

据主要是国有和集体的权属性质而非实

际建设情况，因此往往存在依据实际建

设情况应划分为城镇用地，而地类仍属

于“村庄”的现象，造成了城镇建设用

地统计的误差。

1.2 统口径—统一人口与用地的
评价范围和统计口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制度层面上

明确了由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及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职能，

但在技术和数据层面，“多规合一”工

作仍存在诸多困境，而统一“人口”与“用

地”口径是规划编制的关键和基础。

1.2.1 厘清人口统计范围与口径
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公安

和统计部门，其中公安部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登记户籍人

口，统计部门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并且逐年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实践证明，

仅统计户籍人口难以反映地区人口流动

情况及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因此针对不

同时期的经济水平与城乡融合情况，我

国对城乡人口统计方法进行了多次调整。

总体而言，2000 年之前的历次人口普查

采用的是户籍口径，从 2000 年第五次全

国人口普查开始，人口统计采用常住口径。

国家统计局于 2006 年制定的《关于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指出，以

国务院关于市镇建制的规定和我国的行

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确认的居民

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为最小划分单元，

以实际建设为划分依据，将我国的地域

划分为城镇和乡村 [20]。其中“实际建设”

是指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0 城镇 110 城区 111 主城区

112 城乡结合区

120 镇区 121 镇中心区

122 镇乡结合区

123 特殊区域

200 乡村 210 乡中心区 — —

220 村庄 — —

表 2  2006 年统计部门城乡分类和代码

部门 用地名称 依据 含义 视角 是否全覆盖 更新机制

原国土
部门

城镇用地 《土地利用现
状分类》(GB/T 
21010—2007)

城市指城市居民点，以
及 与 城 市 连 片 的 区 政
府、县级市政府所在地
镇级辖区内的商服、住
宅、工业、仓储、机关、
学校等单位用地

用途为
建设用
地，土
地权属
为国有
土地

是 年度土地
变更调查

建 制 镇 指 建 制 镇 居 民
点，以及辖区内的商服、
住宅、工业、仓储、学
校等企事业单位用地

住建部
门

建成区 《城市 ( 县城 )
和村镇建设统
计报表制度》

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
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
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
备的区域

成片开
发、基
础设施
配套

否，覆盖城
区、镇区

统计年报
制度

原规划
部门

城市建设
用地

《城市用地分
类与规划建设
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城市内的居住用地、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工业用地、物流
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
地、绿地与广场用地

城市人
口与用
地平衡

否，覆盖城
区、镇区

规划修编

表 3  原国土部门、住建部门与原规划部门城镇范围内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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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其他设施，城镇范围即为政府驻地

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 ( 村 ) 民委员会所辖

区域。该规定于 2008 年经国务院批复。

至此，统计部门实现了在空间上具体到

村级行政区的城乡人口划分方法。在此

基础上，《统计用城乡代码表》明确了

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城乡统计范围，其

中城乡代码为 111 ～ 123 的居民委员会

或村民委员会所辖区域，统计为城镇；

城乡代码为 210、220 的村民委员会所辖

区域，统计为乡村。在上述两区域内的

常住人口，即分别统计为城镇人口与农

村人口 ( 表 2)。

1.2.2 明确城镇用地口径
有关城镇用地范围，除了原国土部

门与原规划部门形成的用地分类标准之

外，住建部门主要采用“建成区”的概念，

其范围一般是指城市实际建设用地所达

到的范围，即建成区外轮廓线所能包括

的地区 [21]。三个部门在用地名称、划分

依据、具体含义、覆盖范围和更新机制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 表 3)。

基于各部门城镇用地数据特点及国

土空间用途管控的考量，在当前已有的

各类用地数据中，原国土部门土地变更

调查数据具有全域覆盖、权属管理、年度

更新和延续性强等优势，最适合作为国土

空间规划及其人均建设用地的“底数”。

1.3 建指标—构建人地空间对应的
测算指标
1.3.1 明确指标评价范围

人口统计中户籍人口由公安部门进

行行政记录，常住人口由统计部门调查

取得，整体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且统

一的体系；而城镇建设用地范围的确定

目前各部门仍存在较大差异。现阶段首

先应当确立统一的标准，进而建立空间

上“人地对应”的用地效率指标。

综合上文的分析结果，采用统计上

划分城乡的方法，以民政部门确认的居

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

以实际建设为划分依据，将已建成或在

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连

接的居 ( 村 ) 民委员会所辖区域统计为城

镇范围，具体可参见《统计用城乡代码表》

中的城乡代码为“1**”的居 ( 村 ) 民委

员会，以该城镇范围作为统一的“人”“地”

评价范围，选取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及原

国土部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进而

研究该城镇范围内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1.3.2 确定指标评价方法
由于常住在城镇范围内的所有人口

均统计为城镇人口，其中也包含居住在

该范围内的、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地类为

“村庄”中的人口，在计算城镇范围内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时，理应将城乡代码

为“1**”的居 ( 村 ) 民委员会所辖区域

内的所有城乡建设用地一并纳入“城镇

用地”范围，使城镇用地统计范围由建

成区扩展到建成区涉及的居 ( 村 ) 委会辖

区范围，其地类由城市、建制镇拓展到

了部分村庄，从而全面客观反映了统计

上城镇范围内的建设用地规模，实现了

统计上城乡划分范围内“人”与“地”

的完全对应，并由此得到修正后的用地

效率指标—城镇人口统计范围内的人均

建设用地 ( 以下简称“城镇范围人均建设

用地”)，计算公式为：城镇范围人均建

设用地 = 城镇范围内建设用地 / 城镇人

口统计范围内常住人口。

2 泰兴市实证研究

2.1 研究区域概述与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泰兴市作为案例区域。泰

兴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

是江苏省泰州市下辖市，全国县域经济

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泰兴市行政区划面

积为 1　172　km2，现辖济川街道，黄桥、

虹桥、广陵、滨江、宣堡、古溪、曲霞、

河失、姚王、新街、珊瑚、张桥、分界、

元竹14个镇以及根思乡。截至2015年末，

泰兴市户籍总人口为 119.53 万，常住人

口为 107.72 万。

本文涉及大量人口与城镇用地统计

数据，分别来自原国土、原规划、住建、

统计等多个部门 ( 表 4)。

2.2 统一口径
以泰兴市为例，系统对比中心城

区范围内三部门城镇用地范围与规模

( 图 2)。其中，原规划部门城市总体规

划文本中泰兴市域空间利用现状图的基

序号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数据格式

1 泰兴市 2015 年变更调查数据 泰兴市原国土资源局 mdb 文件

2 泰兴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2—2030) 泰兴市原规划局 纸质文本

3 泰兴市 2015 年建成区范围 泰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纸质图件

4 泰兴市历年户籍与常住人口数据 《泰兴统计年鉴》 纸质文本

5 泰兴市城乡分类代码表 国家统计局网站 电子表格

6 泰兴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泰兴市统计局 电子表格

表 4  数据来源汇总

部门 用地名称
用地规模 /km2

泰兴市域 中心城区

原国土部门 城镇用地 45.82 16.74

住建部门 建成区 无统计数据 26.50

原规划部门 城市建设用地 57.22 24.09

表 5   三个部门城镇规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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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年为 2012 年，住建部门的“建成区”

范围与原国土部门城镇地类均选取 2015

年数据。结果表明，中心城区范围内城

镇用地的规模存在明显差异，从大到小

依次为住建部门、原规划部门和原国土

部门，其中原国土部门确定的用地规模

远小于原规划和住建部门 ( 表 5)。

分析结果表明，原国土部门以城镇

地类 (201+202) 界定的城镇用地范围小于

真实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以新街镇为

例，其 28 个居 ( 村 ) 委会中被统计部门

纳入城镇人口统计范围的有 8 个，而原

国土部门的城镇地类仅涉及倪浒村委会

和南新街村委会 2 个，城镇用地面积为

74.13　hm2。对照遥感影像并结合实地调

查，上述 8 个村 ( 居 ) 委会的城乡建设用

地大多集中连片，沿主干道新广线、古

宣线分布，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相对完

善，理应全部纳入城镇用地 ( 图 3)，而

在变更调查数据中却被认定为村庄用地

(203)，因此有必要将上述村 ( 居 ) 委会内

的村庄用地也纳入城镇用地统计范围。

2.3 指标计算
依据新确立的指标计算出泰兴市

2015 年各乡镇城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表 6)，结果显示，泰兴市城镇范围内人

均建设用地为 164.64 平方米 / 人，较修

正前的人均城镇用地 (68.04 平方米 / 人 )

增加了约 100 平方米 / 人，大部分乡镇

集中在 150 ～ 250 平方米 / 人，济川街道、

黄桥镇较低，分界、滨江和河失镇等相

对较高。

修正后的指标计算结果较修正前更

图 2  中心城区范围内三个部门城镇用地范围对比 图 3  新街镇城镇人口统计范围与城镇用地布局 图 4  泰兴市城镇人口与建设用地布局图

乡镇

城镇范围内的城镇 ( 城乡 ) 建设用地 /( 平方米 / 人 )

城镇人口① / 万人

人均建设用地 /( 平方米 / 人 )

合计
城镇建设用地

村庄 (203)
人均城镇用地
(201+202)

城镇范围人均建设用
地 (201+202+203)

城市 (201) 建制镇 (202) 小计

泰兴市 10　146.88 1　987.85 2　205.43 4　193.27 5953.6 61.63 68.04 164.64

济川街道 2　751.64 1　583.51 114.48 1　698.00 1　053.65 26.12 65.01 105.35

黄桥镇 1　259.26 0 611.08 611.08 648.18 8.54 71.56 147.45

新街镇 406.62 0 74.13 74.13 332.49 2.14 34.64 190.01

广陵镇 279.91 0 115.98 115.98 163.93 1.42 81.68 197.12

宣堡镇 243.28 0 85.52 85.52 157.76 1.20 71.26 202.74

古溪镇 524.18 0 152.66 152.66 371.51 2.51 60.82 208.84

珊瑚镇 257.18 0 76.83 76.83 180.34 1.23 62.47 209.09

曲霞镇 230.38 0 72.60 72.60 157.78 1.05 69.14 219.41

张桥镇 527.10 0 128.82 128.82 398.29 2.36 54.58 223.35

虹桥镇 778.93 0 237.19 237.19 541.74 3.43 69.15 227.09

元竹镇 157.57 0 76.57 76.57 81.00 0.69 110.97 228.36

姚王镇 264.61 0 67.00 67.00 197.61 1.15 58.26 230.10

河失镇 262.77 0 69.71 69.71 193.06 1.05 66.39 250.25

滨江镇 2　009.47 404.33 251.33 655.66 1　353.81 7.98 82.16 251.81

分界镇 193.97 0 71.53 71.53 122.44 0.76 94.11 255.22

表 6  泰兴市 2015 年分乡镇人均城镇用地情况及修正结果

城镇建设用地

城市 + 建制镇

图例

图例

图例

建成区
中心城区
水系
市界
区 ( 县 ) 界
镇界

统计部门城镇
人口统计范围
城市
建制镇
村庄
道路
水系

统计部门城镇
人口统计范围
城市
建制镇
村庄
道路
水系
县驻地
镇驻地
市界
县界
镇界
村界

规划部门城镇用地 

国土部门城镇用地

住建部门城镇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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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客观地反映了城镇范围内的现状人均

用地水平，各个乡镇的用地特征和规律

也更加明显②。根据各乡镇的功能定位及

产业分布差异，将全部乡镇划分为四种

类型—城区、开发园区、新城港口以及

周边乡镇 ( 表 7)。其中，济川街道、黄

桥镇分别对应主副城区，人口密集，用

地效率高，呈现“地多人更多”的特征；

开发园区工业企业集中布局，呈“人多

地更多”的特征；新城区以及周边乡镇

“地多人少”，城镇人均建设用地较高。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在“多规合一”的背景下，针对各

部门城镇范围不一致、人口统计口径不

断调整的现状，首先要解决长期以来城

镇人口与城镇范围在空间上不对应的问

题，统一人口与用地统计口径。本文梳

理了我国现行的城乡人口划分方法以及

原国土、原规划和住建部门对城镇用地

的界定方法，剖析了人口与用地在空间

上不一致的原因，理清了“多规合一”

在“底数”层面的冲突和矛盾，为开展“多

规合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尝试建立了“人地对应”的

统计口径：城镇人口统计范围继续遵循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方法，采用统计部门

人口普查中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以村

( 居 ) 委会为统计单元；城镇用地采用原

国土部门的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城镇用

地由住建部门的城镇建成区或原国土和

原规划部门的城镇用地进一步拓展到该

城镇范围内的城乡建设用地，地类由城

市、建制镇拓展到城市、建制镇和村庄，

实现了各部门口径的统一以及“人”与

“地”空间上的完全对应。

最后，提出“城镇范围人均建设用地”

这一指标，使得原规划与原国土部门的

用地效率指标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统一，

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奠定了数据和指

标基础。新指标以现有人口统计数据和

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具有可操作

性和可对比性，便于复制和推广。泰兴

市的实证结果反映出各乡镇的差异性和

规律性，不同地区由于功能定位、产业

结构、人口分布特征的不同，城镇范围

人均建设用地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印

证了差异化安排建设用地指标的必要性。

3.2 讨论
自然资源部成立后，急需解决各个

规划在编制对接、实施落地中存在的矛

盾和冲突，首当其冲的是统一“底数”

与标准，从基础数据层面提高规划的效

率和效力 [22]。本文在尝试确立“人地空

间对应”的用地效率指标的同时，依据

用地指标差异，将研究区内的乡镇按照

产业、人口和用地现状等因素划分了不

同类型，为下一阶段国土空间规划差异

化地安排建设用地指标提供借鉴，也为

其他地区研究用地效率、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提供经验参考。此外，本文通过指

标变化前后的对比，侧面验证了谈明洪、

丁成日等学者关于“我国人均城镇建设

用地内涵小于其他国家，且城市人均用

地标准较低”的观点。人均城镇用地是

重要的用地效率指标，必将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建议统一城镇

人口和用地的统计范围与口径并建立统

一的指标，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现行人均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的计算方法与规

划标准。

[ 注　释 ]

①此研究基期年为 2015 年，由于人口普查
每十年一次，而每年人口抽样调查样本量
仅为千分之一，故本文依据 2010 年人口
普查数据和 2015 年城镇人口总量，推算
出 2015 年分乡镇常住人口数量。

②因根思乡全域为农村地区，其常住人口全

部统计为农村人口，故未在表格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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