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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耕地占补平衡的内在实质要求出发 , 在对耕地补偿过程进行定性 、定量 、定位分析的基础上 , 提出基

于五元组的耕地补偿模型 ,开发了相应的程序 , 并在 GIS 环境下进行了实例分析 , 为在土地利用规划框架下

实现耕地供需动态平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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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人口大国 ,土地的紧缺已成为国家极

大的隐忧。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 ,占用耕

地在所难免 ,但必须有效利用 ,同时必须采取积极

措施 ,补偿占用的耕地 ,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 ,即实现耕地总量不

减少是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提出的 ,它包含了耕地数量 、耕地质量 、

人均耕地占有量以及耕地在时间 、空间上(区域)

的表现。但在目前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实施

过程中 ,往往仅仅是数量上的平衡 ,而忽视了补偿

耕地的质量及空间位置等要求 ,扭曲了平衡的真

正内涵 ,导致耕地存量隐性减少 ,违背了该战略使

存量耕地的产出能力总量及其人均水平只能增加

不能下降的实施初衷 ,无法达到保障粮食安全的

目的。随着耕地问题的日益严峻 ,很多学者也对

耕地平衡包括耕地占补平衡进行了一些研究探

讨 ,但普遍缺乏对耕地质量及其空间分布的考虑 ,

特别是缺乏从数量 、质量 、空间位置及规划要求等

这一整体出发来研究耕地占补平衡问题。当前 ,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际操作中还缺乏科学可行的

方法手段 。

本文针对耕地占补平衡现有方法的不足 ,提

出基于五元组并以未利用地 、园地 、林地为补偿目

标对象类 ,在 GIS 环境下进行了实例分析 ,为国

家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技术

支持 。

1　五元组耕地补偿模型设计

耕地占补平衡 ,其实质是要求补偿与所占耕

地相当的耕地 ,不但要具有相当的产出能力的耕

地 ,而且要具有相当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

效益 ,不是简单数量上的占一补一 ,而是在一定空

间尺度下的“占一补几”问题 ,这个“几”主要由耕

地的质量 、位置等相关因素决定 ,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 ,而这也正是在占补平衡中的操作难题 。

实施耕地补偿的目的是促进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 ,实质是保证人口对耕地产出农产品需求相对

应的耕地需求与耕地供给之间的平衡 ,在需求一

定的情况下 ,维持相应的供给量。耕地的供给主

要取决于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耕地的利用效率

和利用水平 ,相同数量 、质量的耕地在不同的空间

位置上(往往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

利用效率 、利用水平具有较大差别 ,因此对耕地补

偿的研究就必须考虑数量 、质量及空间问题 。此

外 ,补偿占用耕地必然导致相应的用地变化 ,用地

的变化则受区域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利用规划以

及生态环境要求等约束。由此可见 ,耕地补偿的

核心是要在空间上寻找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已占耕

地相当的潜在耕地 ,而又不会对规划造成负面影

响。潜在耕地的状态是由其所在的空间位置 、数

量大小 、土地质量好坏 、土地利用现状类型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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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规划的要求(包括生态环境要求)来决定的。

潜在耕地自身的状态及所占耕地对补偿的要求 ,

决定了补偿的可能性。据此 ,可以建立潜在补偿

耕地五元组模型 ,即

CLCM ={L , N , T , Q , P}

式中 , CLCM 是耕地补偿模型(cultiv ated land

compensat ion model);L 为土地位置(location),是

对空间位置的分析 ,主要含邻近性 、连片度以及与

居民点的距离 、交通便利度等信息;N 为土地数

量(number),以其与所需补偿耕地面积差量 、比

值来衡量;T 为土地利用现状(type),是对可能的

耕地补偿单元的现状条件约束 ,一般优先考虑未

利用地 , 然后考虑园地 、林地;Q 为土地质量

(quality),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①从土地利

用现状考虑其自身质量状况 ,按土地宜耕适宜性

评价结果高低为优先级;②从规划角度来看 ,分

析影响土地质量的那些可变因素 ,比如排灌条件 、

交通条件 、土层厚度等 ,进而分析其作为耕地需要

达到的水平 ,以及进行土地质量改良的成本问题;

P 为土地利用规划(planning),是从规划控制要求

方面对可能的耕地补偿单元的约束 ,涉及规划控

制指标 、补偿单元在规划中所设计的用途 ,以及从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着手分析规划对生态环境质量

的要求。

通过综合分值模型 ,计算目标补偿地块综合

分值 S :

S =∑
n

i=1
S i ·W i

式中 , n 为 5;S i 为各元分值;W i 为各元权值。

分值的大小反映了其作为补偿单元的优劣程度。

模型能较好地体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内涵所

在 ,把用地现状 、规划要求 、数量 、质量 、空间位置

抽象为五元组 ,通过对五元组的综合评价 ,判断目

标作为耕地补偿对象的优劣。各组元自身也有相

应的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其状态 ,它是土地自然

属性条件(有效土层厚度 、PH 值 、剖面构型 、有机

质含量 、地形坡度)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综合

反映 。整个模型通过多层次结构来综合反映补偿

对象的状态 ,其实现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综合的

转换规则及多层次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根据这一模型 ,耕地补偿的实现就是根据对

所占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分析 ,提出补偿耕地的要

求 ,通过空间分析和处理 ,以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

利用规划为约束条件 ,在土地数据库中 ,查找出若

干满足条件的地块 ,并对这些地块进行模型优选

分析 ,最终确定潜在补偿耕地的位置。

2　耕地补偿流程

空间具有多尺度性 ,对于耕地补偿来说 ,也是

在多尺度空间范围内实现的。一般情况下 ,耕地

占补平衡首先是在同一尺度范围内考虑平衡问

题 ,若在当前尺度范围内无法落实占用补偿 、实现

耕地动态平衡 ,则在更高一层的尺度范围内搜寻

潜在耕地补偿对象 ,实现占补平衡 。

在一定空间范围内 ,对被占耕地实施占用补

偿 ,其过程分为数据准备和控制指标的确定 ,通过

五元组模型两层作用 ,确定候选补偿耕地地块的

状态 ,依据综合分值或某些特定要求从候选补偿

耕地地块中选出最终的补偿耕地地块。

图 1　耕地补偿流程图

F ig.1　F low Char t of Cultivated Land Compensation

耕地补偿处理的流程如图 1 。其中 ,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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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详细准确的土地利用现状信息 、土地利

用规划信息以及土地质量(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

信息 ,这三者既是模型实施的第一层次约束因子 ,

也是模型实施下一层次的参评因子;另外还需要

道路网等空间信息。控制指标主要是指区域森林

覆盖率及园地保有率等指标量 。

一旦占用耕地情况发生 ,或即将发生 ,首先是

对所占耕地从数量 、质量上进行分析 ,并明确占地

位置;然后 ,在一定尺度下 ,对土地利用现状图 、土

地评价结果图 、土地利用规划图作叠加分析 ,通过

五元组模型的第一层次的筛选 ,即提取出所有可

能的补偿地块形成候选耕地地块集 。建立第一层

约束的目的是为了剔除不存在补偿可能性的对

象 ,比如现状用地类型为建设用地的 ,或者该单元

规划用地类型为耕地的就不存在作为耕地补偿对

象的可能性 。因此 ,通过第一层次的粗筛选 ,可大

大减少模型下一层的运算量 ,提高有效运算率。对

于林地地块和园地地块 ,再分别通过判读其用途的

改变是否会影响区域森林覆盖率要求和园地保有

率作进一步的筛选。在候选的耕地地块集中 ,进一

步运用五元组模型的第二层次运算 ,即通过综合分

值模型计算各补偿对象分值 ,以分值来衡量各补偿

对象的优劣 。另外 ,根据区域特点和耕地补偿的一

些特定要求 ,比如可以再对土壤侵蚀强度 、绿当量 、

灌溉条件等特定因素作单一比较分析 。

最后 ,根据补偿要求比较综合分值或再结合

单一因子分析结果 ,找出最佳候选地块 。

3　模型的实现

GIS技术的发展为处理复杂的空间数据操作

提供了方便 ,组件式 G IS 能方便地集成到一般的

应用系统 。对于空间上的邻近性和交通条件便利

度等这些复杂系数的求解都可以通过组件 GIS

提供的功能 ,利用高级语言进行适当的应用扩充

来实现。笔者设计开发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调控

系统 ,为模型指标体系的确定和规则表的建立提

供了工具 ,通过利用高级语言来建立五元组耕地

补偿模型 ,借助组件 GIS 中的 MapObjects2.0实

现地图数据的可视化操作。通过把土地数量 、质

量 、现状用地类型及规划要求等信息定义为对应

空间位置上地块对象的属性来管理 , GIS 的这种

图形属性一体化特性 ,能够方便地为模型提供数

据基础(包括空间的 、非空间的),地图形式的表达

使得模型的处理过程更为直观明了 。

模型的指标体系及记分规则框架定义如下。

土地利用现状:目标对象为未利用地 、林地 、

园地 ,其分值分别以 a11 、a12 、a13表示 。

土地利用规划:目标对象为规划未利用地 、林

地 、园地 、建设用地 、其他农用地 ,其分值分别以

a21 、a22 、a23 、a24 、a25表示(如果规划地类为耕地 ,

则在模型第一层次就把它剔除掉 ,所以这里不包

含耕地)。

土地质量:以土地宜耕评价结果表示为高度

适宜 、较适宜 、勉强适宜 、不适宜 ,其分值分别以

a31 、a32 、a33 、a34表示 。

土地数量:以接近 、稍大于 、远大于表示 ,其分

值分别以 a41 、a42 、a43表示 。

土地位置:以好 、较好 、一般 、差表示 ,其分值

分别以 a51 、a52 、a53 、a54表示 。

其组元权重通过特尔斐法测定 , 记为 w1 、

w 2 、w 3 、w 4 、w 5 。综合分值记为 S =∑
n

i=1
aij · w i

,其中土地位置元和邻近性通过计算补偿单元到

所占单元的距离来表示 ,分值与距离成反比;连片

度是指与现有耕地在空间上的关联程度 ,通过缓

冲区分析计算其分值;交通便利度则通过候选地

块层与交通道路数据层以及居民点分布图层进行

空间邻近分析 ,计算离交通线路(按等级分)、居民

点中心的距离以及区域交通网密度 ,给出各地块

的交通便利度分值 。综合以上各单因子分值 ,通

过加权平均确定土地位置元的状态 。

4　实例分析

本文以海南省琼海某镇的数据作实例分析 ,

由地块权属来控制耕地占补平衡的空间尺度 。按

照琼海市中长期规划要求 , 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56.5%,该镇园地要达到 2 200ha 的要求作为控

制指标。各土地利用单元的土地质量指标值是进

行统一宜耕评价后得到的适宜性评价结果 ,土地

位置指标值事先通过 GIS空间分析确定 ,两者都

以定性的方式来描述 。本实例建立的指标体系及

记分规则如表 1。表 1 中 , S 为被占耕地面积 ,

0.8S ～ 1.5S 等表示面积区间;土地质量为土地

宜耕评价结果;土地位置为通过与道路层 、居民点

层进行叠加分析后确定的定性值。

被占用地块与土地利用规划图层进行叠加 ,

可以清楚地了解占地情况及其与规划之间是否存

在矛盾 。通过与土地利用现状图层的叠加分析 ,

可以按土地利用类型给出被占地块在现状用地中

的结构;通过与土地利用现状图层 、土地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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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体系及记分规则示例

Tab.1　The Example of Elements and Rule System

土地利用现状 未利用地 园地 林 地 — 权重

分值 100 80 60 — 0.15

土地利用规划 未利用地 园地 林 地 其他农用地

分值 100 80 60 — 0.15

土地数量 0.8S ～ 1.5S 0.5S ～ 0.8S , 1.5S ～ 3S >3S <0.5S

分值 100 80 50 20 0.20

土地质量 高度适宜 适宜 勉强适宜 —

分值 100 80 60 — 0.40

土地位置 好 较好 一 般 差

分值 100 80 60 30 0.10

图层和土地适宜性评价图层的综合分析 ,可确定

出候选补偿地块集。

图 2是系统中耕地补偿优选的最后一个运行

状态 ,其中单斜线填充(浅色)的表示可能补偿单

元 ,交叉线填充(深色)的表示目标补偿单元 ,提示

框中是经模型综合分析后 ,按总分值大小对评判

所确定出的补偿地块的排序情况。

图 2　耕地补偿优选

Fig.2　Generation of Cultiv ated Land Compensation

5　结　语

本文通过对耕地补偿内涵的分析研究 ,从技术

实现手段上 ,针对耕地补偿实施提出基于五元组的

耕地补偿模型 ,并对模型在 GIS环境下实现软件化 ,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在

具体的占补平衡实施方法上提出了解决方案。

当前 ,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确保耕

地总量动态平衡 ,但有很多地方确因土地后备资

源匮乏等原因无法在本地区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

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此 ,国家规定可以

采取易地补偿 ,这对本文提出的模型来说 ,补偿的

区域对象就不是简单的其自身所在的区域 ,而是

事先确定的某一区域 。另外 ,对于退耕还林 、还牧

引起的“耕地占用”不在本模型考虑范围 ,本模型

主要研究建设占用耕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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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merged tight ly wi th the st ructured data.Every visual variable' s pow er for dynamic

representation is different.It should be selected acco 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temporal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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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programmer.An experiment is taken under GIS envi ronment.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technique supporting fo 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balance betw een cultivated land demands

and supplies under land use planning .

Key words:cultivated land compensat ion;five-tuple array model;GIS;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demands and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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