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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耕地生态经济系统角度，指出耕地供需动态平衡实质上是指耕地经济量和生态量的供需动态平衡；

并根据耕地供需动态平衡的多尺度特征，提出衡量耕地供需动态平衡的多尺度标准。在这个框架下，从总量、均

量、质量、时间和区域等方面详细讨论了耕地供需动态平衡的基本模式以及在土地利用规划框架下的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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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耕地供需动态平衡问题，许多专家学者

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和研究［１～７］。所有这些研究多

是针对耕地经济量的供需动态平衡展开的，缺乏

对耕地供需动态平衡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

耕地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通过技术中介

及人类劳动过程耦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８］。耕

地生态经济系统的重要产出有两方面：① 经济产

出，主要用经济产量如耕地农产品产量、耕地主要

农产品———粮食产量等来描述；② 生态产出，主要

表现为耕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效用，可用生

态量来表示，如可采用能表征耕地生态服务功能大

小或强弱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能表示耕地生态系

统稳定性（状态）的耕地土壤流失量和能反映耕地

生态系统调节功能大小的绿当量来表示［９，１０］。

１　耕地供需动态平衡的多尺度标准

尺度的通常涵义就是标准，即衡量事物（特

征）的标准。这里讨论的多尺度标准是针对耕地

供需动态平衡状态呈现出的多种特征，可以有经

济尺度和生态尺度，也可以有数量尺度（总量尺

度、均量尺度）、质量尺度、时间尺度和区域尺度

（空间尺度）。耕地供需动态平衡的尺度是对其状

态（特征）在数量（经济量或生态量，总量或均量）

上、质量上、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测度。无论是哪种

尺度都有尺度大小或标准高低，即范围或程度

（ｅｘｔｅｎｔ）和分辨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两方面的意义
［１１］。

范围是指平衡状态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持续范围；

程度是指平衡状态在数量或质量上的水平；分辨

率是指平衡状态（特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能被有

效辨识的最小范围。

２　耕地供需动态平衡的基本模式

２．１　供需平衡

耕地供需动态平衡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

与人口对耕地经济（产）量和生态（产）量的需求相

对应的耕地需求与具有一定（经济、生态）产出水

平的耕地供给之间的平衡。耕地供给主要取决于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耕地的农产品和生态服务

功能的产出水平，包括耕地的利用效率和利用水

平等，而耕地需求则主要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和质

量及其对农产品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消费水平。

２．２　总量平衡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指的是一定区域内，在人

口规模、农产品消费水平、耕地生态服务消费水

平、耕地农产品产出水平和耕地生态（量）产出水

平一定的情况下，耕地随时间变化，总量保持不变

的耕地“增减平衡”。耕地增加的途径主要有后备

资源的开发、农地整理、村镇居民点整理和废弃地

复垦等；耕地减少的原因主要由非农建设占用、农

业结构调整和自然灾害损毁等作用所致。这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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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是同等质量的耕地增减情况。

２．３　质量平衡

耕地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耕地的农作物单

产水平、耕地生态单产水平以及种植制度等因素，

而耕地农作物单产水平和耕地生态单产水平主要

取决于耕地的质量，耕地的质量是土地的自然属

性、社会经济属性、区位条件、管理和投入水平等

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考虑耕地产出

时应区分出具有不同产出水平的耕地（量）。

由于耕地产出不变包括耕地经济产出不变和

耕地生态产出不变，耕地质量动态平衡又可分别表

示为耕地经济质量动态平衡（以耕地经济产出描述

的耕地质量动态平衡）和耕地生态质量动态平衡

（以耕地生态产出描述的耕地质量动态平衡）：

犘１－犘０ ＝０：犘１ ＝犡１·犔１，犘０ ＝犡０·犔０　（１）

式中，犘１为新补耕地农产品产出量；犘０为原耕地

农产品产出量；犡１为新补耕地农产品单产水平；

犡０为原耕地农产品单产水平；犔１为新补耕地面

积；犔０为原耕地面积。

犘犲
１
－犘犲

０ ≥０：犌１·犔１ ≥犌０·犔０，

犈１·犔１ ≤犈０·犔０，犘犲１ ＝犳（犌１，犈１，犔１），

犘犲
０
＝犳（犌０，犈０，犔０） （２）

式中，犘犲
１
为新补耕地生态产出量；犘犲

０
为原耕地生

态产出量；犔１为新补耕地面积；犔０为原耕地面积；

犌１为新补耕地绿当量；犌０为原耕地绿当量。

在耕地生态质量平衡中，对耕地产出不变的

理解应为耕地生态产出至少不变，或应增加。无

论是以哪种模式保持耕地总量不变，或耕地总量

减少，或耕地总量增加来实现耕地经济产出不变

的质量平衡，都应尽可能保持耕地生态产出至少

不变，或应增加。由于耕地生态产出很难像耕地

经济产出一样找出一个统一的量来衡量，而用两

个量来衡量，即绿当量和土壤流失量为两个作用

相反的量，故耕地生态质量动态平衡的情况复杂

些，不确定性大些。下面分三种情况来讨论耕地

生态质量平衡。

１）犔１＝犔０ 时，若犌１≥犌０ 且犈１≤犈０，则犘犲
１

－犘犲
０
≥０。根据耕地经济产出不变、耕地质量相

似为前提判断，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２）犔１＞犔０ 时，若犌１≥犌０（可能性小），犈１≤

犈０，则一定有犌１犔１≥犌０犔０；

若犈１≤犈０，且一定存在一个变化倍率０＜δ

≤
犈０
犈１
，使得０＜

犔１
犔０
－δ≤１，则犈１犔１≤犈０犔０；

若犈１≤犈０，且一定存在变化倍率δ＞
犈０
犈１
，使

得
犔１
犔０
－δ＞１，则犈１犔１＞犈０犔０。

由于耕地生态产出量犘犲 与耕地绿当量犌 和

耕地土壤流失量犈 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

所以耕地生态质量平衡不确定性大。

３）犔１＜犔０ 时，若犌１≥犌０（有可能性），犈１≤

犈０（可能性大），则出现犈１犔１≤犈０犔０ 的可能性大；

若犌１≥犌０，且一定存在变化倍率０＜δ≤
犌１
犌０
，

使得０＜
犔０
犔１
－δ≤１，则犌１犔１≥犌０犔０；

若犌１≥犌０，且一定存在变化倍率δ＞
犌１
犌０
，使

得
犔０
犔１
－δ＞１，则犌１犔１＜犌０犔０（可能性大）。

上述讨论都是从增补耕地的结果方面来分析

耕地质量动态平衡的，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

从增补耕地的源头方面（增补耕地土地来源）和耕

地减少（耕地变更为其他用地）来分析耕地质量动

态平衡，也就是将耕地生态经济系统放到地区更

大的生态经济系统中去考虑，将耕地生态经济系

统与其他生态（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整体，根据系

统经济量和生态量来分析非耕地生态（经济）系统

与耕地生态经济系统互为变更所带来的生态经济

（环境）质量变化，即分析生态经济系统变更前后

的经济质量和生态质量的平衡（系统功能稳定状

态），这也是耕地质量动态平衡的又一重要内涵。

系统变更前后的经济量分析主要包括土地生

产力（单位面积第一性生物产量）分析和用地效益

（土地生产率，单位面积总产值）分析。较之变更

前的生态经济系统，变更后的生态经济系统的土

地生产力和土地生产率应与之持平或有所提高，

这是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

系统变更前后的生态量分析主要包括系统的

调节功能：蓄洪能力分析、绿当量分析和表征系统

对外界抵抗力的土壤流失量分析等。较之变更前

的生态经济系统，变更后的生态经济的系统调节

功能（蓄洪能力）至少应持平，或应提高；系统的绿

当量至少应持平或有所增加；而土壤流失量则至

多应持平，或有所减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系统

变更不会带来整个地区包括系统本身的生态质量

的失衡，这点对非耕地生态经济系统与耕地生态

经济系统的互为变更尤为重要。

运用上述系统变更质量平衡的生态尺度（标

准），可对非耕地←→耕地系统的互为变更行为进

行合理性分析。根据系统变更前后的蓄洪能力、

土壤流失量和绿当量进行定量分析，可判断围湖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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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田、开垦坡耕地、伐林补耕等都属于不良的系统

变更行为，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等属于合理的系

统变更行为。这是因为：围湖造田，特别是过分的

围湖造田，将改变地区的蓄洪能力，使生态环境的

调节功能降低，易导致洪灾的发生，加强了对耕地

生态经济系统的不利作用，因此耕地生态经济系

统的生态功能也相对减弱，耕地系统生态环境质

量也降低了，即变更前后系统的生态环境质量失

衡了；土壤流失量与坡度、坡长、作物和植被覆盖状

态、土壤状态等因素相关，坡度越大，土壤流失量越

大。相同条件下，农作物耕作地的土壤流失量要大

于青草覆盖的土地，壤土的土壤流失量要大于粘土

的土壤流失量，因此在坡耕地上耕作极易产生土壤

流失，尤其是顺坡直行耕作，并且土壤流失量随坡

度的加大而加剧；伐林补耕使得系统的绿当量降低

了，生态服务功能包括保持水土等环境功能减弱

了，即系统变更前后的生态质量失衡了；退耕还

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等都是针对原耕地系统的

生态质量太差，将系统变更还原成非耕地生态系

统，以提高绿当量和蓄洪能力，减少土壤流失量。

显而易见，用绿当量、蓄洪能力、土壤流失量等指

标来定量表征系统变更前后的生态（系统）质量变

化以及进行系统变更行为的合理性分析是非常有

利于建立土地利用变化调控模型和确定调控量

的。

２．４　均量平衡

耕地均量动态平衡可理解为一定区域内在一

定的耕地产出率（经济产出率和生态产出率）和人

均农产品、人均生态服务消费水平条件下，耕地总

量的变化与人口规模的变化相对应且保持人均耕

地（标准亩）不变状态下的耕地供需动态平衡。若

随着时间的变化，农产品（粮食）、生态服务需求因

人口增加而增加，而在产出水平不变前提下要保

持这种均量平衡，则必须使耕地总量有相应增加，

这样才能保证人均占有耕地量不变，进而保持人

均拥有农产品（粮食）不变，实现耕地供需均量动

量平衡。

２．５　时间平衡

从理论上讲，耕地供需动态平衡应保证任一

时刻都处于平衡状态，但实际上，耕地的供需变化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无论怎样，耕地的增减变

化差应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这样才不至于带来

严重的耕地供需失衡。在失衡程度控制在一定允

许限值内的前提下，通过“以丰补歉”，最终在一定

时期内（通常是在规划年限内）实现耕地的总量动

态平衡、均量动态平衡和质量动态平衡。因此，耕

地供需时间平衡可理解为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如

五年）内，虽某时段（一年）耕地供需变化量可能不

相等，即供需变化不同步，供需变化速率不相等，

但其变差控制在一定允许范围内的耕地总量动态

平衡、耕地均量动态平衡和耕地质量动态平衡。

２．６　区域平衡

区域平衡指的是空间平衡。耕地供需平衡的

规划控制是针对一定区域范围而言的，通常为行

政区。而区域又具有空间层次性，一定区域（如与

尺度２相对应）在其下一层次可划分为若干个子

区（如与尺度１相对应）。因此，耕地供需区域平

衡可理解为在一定层次区域范围内的耕地供需动

态平衡，且其下一层次的各子区可根据各自当地

的实际情况和土地利用的客观要求，因地制宜采

取自给有余、自给自足和区外补充等三种平衡模

式（图１），以及由这三种平衡模式构成的多区域

尺度耕地供需平衡体系（图２），充分体现出统筹

安排、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区内、区际平衡特色。

　　从图２中可看出，耕地经济量的供需平衡可

采取区域平衡的三种模式，充分体现出区际平衡

的特色；而耕地生态量的供需平衡只能采取区内

平衡模式，生态量不能调拨，不能采取区际平衡的

模式，因此应尽可能使每个区都有较高的耕地生

态产出，即尽可能使每个区的绿当量高，土壤流失

量低；人均耕地生态消费水平与单位面积生态产

出水平和人均耕地面积成正比。

３　多尺度耕地供需动态平衡的调控

模式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对系统的监测、分

析，还是调控，都应抓住影响系统平衡的供需两方

面来把握影响耕地供给和需求变化的驱动因素，

明确其变化发展过程，特别应重点把握耕地供给

的增减过程和供需平衡的基本特征和模式；在把

握平衡状态的分析中，应特别注意失衡状态（警

情）的分析。在讨论土地利用子系统———耕地系

统的供需平衡问题时，不能将其与整个土地利用

系统割裂开来讨论，而必须将其放到土地利用的

大系统中去整体把握、整体调控，与土地利用的监

测、土地利用的分析、土地利用的规划、实施与修

编（调控）相一致，确保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系统

（包括土地利用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基

础上实现耕地供需动态平衡（图３）。

１）目标平衡量的确定。目标平衡量可理解

为衡量目标平衡状态的量，主要包括总量、均量、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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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区域尺度耕地供需区域平衡模式

Ｆｉｇ．１　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ｏｎ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图２　多区域尺度耕地供需区域平衡体系

Ｆｉｇ．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ｏｎ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图３　尺度犻区域内土地利用规划及规划实施中的耕地供需动态平衡调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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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时间等综合表示的目标平衡量。在土地需

求量预测，特别是与规划目标年一定耕地产出水

平、一定人口规模、一定人均耕地农产品消费水平

预测相对应的耕地需求量预测，以及其他各类用

地（包括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园地、林

地、牧草地、水域等）需求量预测的基础上，结合土

地质量评价和用地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等）的分析，通过用地结构优化和用地

指标平衡，尽可能地全面考虑各类用地的调整情

况和调整前后的平衡关系，特别是参照规划基期

年耕地面积作出的期内耕地由于农业结构调整和

非农建设占用等减少的面积（行动量）和期内耕地

由于农业结构调整、废弃地复垦、居民点整理、农

地整理和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等行动增加面积（行

动量）的决策以及考虑自然灾害毁损、“三废”污染

和耕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可能带来的耕地减少或耕

地产出水平降低的不可预见量为前提，确定出耕

地目标平衡量，主要包括规划目标年耕地供需平

衡总量，即规划目标年耕地供需平衡总量，即与一

定产出水平或耕地质量相对应的耕地面积（耕地

质量平衡的基数）和与一定人口规模相对应的人

均耕地面积（耕地均量平衡的水平）。参照现状耕

地供需平衡状态（总量、均量、质量），力争出现在

人口增长和产出水平变化不大的前提下，耕地总

量有所增加的耕地均量平衡和质量平衡的模式，

即规划目标年的耕地平衡量（耕地面积）较基期年

有所增长，但这种模式实现的难度比较大。

２）通过允许误差约束条件下的耕地增减行

动（规划实施）达到目标平衡量。规划目标（用地

结构）确定后，通过各类用地的调整，特别是耕地

增减行动的实施逐步逼近目标，同时对低于一定

产出水平的耕地（如中低产田）规划设计出一系列

改造工程，如提高农业投入、土壤改良工程、农田

水利工程和污染治理工程等来提高耕地的质量和

耕地农产品供给能力，在目标年实现目标（用地结

构），确保耕地面积达到与一定产出水平相对应的

耕地目标平衡量。根据耕地增减变化总量可确定

出一定时期内（如年度内）的最大变化幅度，避免

出现某一时间段内耕地面积净减量过大，出现耕

地供需失衡。

３）动态监测、动态评价、动态预测、动态规划

与动态平衡。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如包括遥感

技术、测量技术在内的地面观测技术对影响耕地

供需平衡变化的所有因素，包括影响耕地农产品

供给能力的耕地数量、质量以及导致耕地数量、质

量变化的所有行动（作用）等因素和影响耕地需求

的人口规模、人均消费水平、用地效益、耕地产出

水平等因素进行定期、定点或随机地观测、诊断，

实时把握耕地供需平衡状态，进而进行在动态监

测基础上的土地质量、变化状态的动态分析评价，

特别是耕地农产品供给能力的评价，实现土地需

求，特别是耕地需求的动态预测，以及土地利用用

地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优化（动态规划），特别是在

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监测和分析的基础

上，对耕地目标平衡量（包括总量及其与之相对应

的均量、质量平衡状态）以及耕地增减行动和提高

耕地质量的工程等进行动态调整，最终实现在土

地利用结构优化、系统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多尺度

耕地供需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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