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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模型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多目标线性规划（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ＯＰ）与约束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模型。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进行了模

型的优化运算，并将结果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实现了土地资源数量结构优化与空间布局优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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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７３

　　传统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大都仅限于对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进行优化，而缺乏对土地利用

数量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有效统一。本文运用

ＭＯＰ模型对土地资源数量结构进行优化，进而将

数量优化结果作为ＣＡ模拟的约束条件对空间布

局进行优化，从而达到土地资源数量结构优化与

空间布局优化的有效统一。

１　基于 犕犗犘犆犃的土地利用优化

模型设计

　　 ＭＯＰ模型由模型变量、约束条件和目标等３

部分构成，多目标模型包括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３个目标，通过 ＭＯＰ求解土地利用

数量结构优化［１］。

１．１　变量设置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规程》以及研究区实

际情况、资料获取的可行性等设置变量，选取了耕

地、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

利用地作为分析的变量。

１．２　目标模型的构建

在目标的选取上，本文选取了经济效益目标

和生态效益目标。而社会效益目标很难量化，主

要通过具体的指标构建约束条件，进而影响整个

ＭＯＰ模型的运算及其科学性。

１）经济效益模型为：

犅（犡）＝∑
７

犻＝１

（犓犻·犠犻·犡犻） （１）

式中，犓犻表示各类用地效益系数，为一常数；犠犻表示

各类用地的相对权重；犡犻表示各类用地面积（ｈｍ
２）。

２）借鉴文献［２］的自然生态位模型对生态效

益进行量化。生态效益模型为：

犖犻＝
（犈犻＋犅犻）／犚犻

∑
狀

犻＝１

（犈犻＋犅犻）／∑
狀

犻＝１

犚犻

（２）

式中，犖犻为第犻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效益；犈犻为

第犻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的生态效益；犅犻为

第犻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的潜在生态效益，

通过计算该种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的多年

变化率得到；犚犻为第犻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

上的劳动力投入。

１．３　构建约束条件

选取全市土地面积总量、人口总量、耕地保有

量、林地覆盖率等作为约束条件，包括８个约束条

件，合并后为８个等式或不等式，约束目标年为

２０２０年。

１．４　犆犃模型

ＣＡ模型的特点是时间、空间、状态都离散，

每个变量都只有有限个状态，而且状态改变的规

则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表现为局部特征。ＣＡ 模型

可以表示为［３］：

犛（狋＋１）＝犳（犛（狋），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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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犛表示元胞有限、离散的状态集合；狋、狋＋１

表示不同时刻；犖 表示元胞的邻域；犳表示局部空

间的元胞转化规则。

将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及景观格局的相关

原则转化为ＣＡ的局域转换规则，利用ＣＡ的演

化模拟能力进行逐步模拟，并在每次模拟结束后

检核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的约束条件和景观格

局的相关条件。根据检核结果，动态调整ＣＡ的

局域转换规则，进行下一轮的模拟，将两种模型进

行有效的整合。

２　实例分析

为了检验 ＭＯＰＣＡ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进行了数量结构优化及空间

模拟，文中所用图件及数据全部来自《嘉鱼县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修编（２００６～２０２０）》项目。通过对

模型的检验，反复修改模型结构，使其尽可能地接

近现实，提高模拟精度。针对嘉鱼实际情况构建

约束条件，共设置了７个变量：犡１（耕地）、犡２（园

地）、犡３（林地）、犡４（其他农用地）、犡５（建设用

地）、犡６（水域）、犡７（未利用地）。

２．１　经济效益表达式

由式（１）可知，确定经济效益表达式的关键是

求取各类用地效益系数（犓犻）与相对权重（犠犻）的乘

积。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法作为单产预测的方法。

以耕地单产预测计算为例，根据嘉鱼县耕地种植制

度及各农作物产量预测，得出２０２０年水稻单产为

１００８３．５５ｋｇ／ｈｍ
２，按照水稻市场价格３．２元／ｋｇ可

得水稻产出效益为３２２６７．３６元／ｈｍ２。其他农作

物的单位面积效益产出按照该方法也可以得出。

根据各农作物面积比例获取相对权重，将各农作物

单位产出值与相对权重加权求和，得到耕地的用地

效益系数为１２６００元／ｈｍ２。同理，按照此方法依

次得到其他用地的效益系数 犡２～犡７分别为

１４０８０、１３００、４２０８、３０８３９５、１７５２、０。据此可得，

嘉鱼县土地经济效益的表达式为：

犅（犡）＝１２６００犡１＋１４０８０犡２＋１３００犡３＋

４２０８犡４＋３０８３９５犡５＋１７５２犡６＋０

２．２　生态效益

根据相关研究者在不同区域内对不同生态系

统类型生态服务价值计算的结果［４７］，结合实验区

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正，获得实验区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根据耕地中各地类

所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设置权重，然后根据各农

作物已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值乘以其权重加和，即

可得到嘉鱼县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值，如表

１所示。

表１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效益值／（元／ｈｍ２）

Ｔａｂ．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ｔｙｌｅｓ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涵养水源 ４１７０９．６ ２９８７２．８ ５４９００ ７２８６４ ０ ９１０８０ １３８０９．６

固碳释氧 ４２１２６ １５７５１２ ２５９０８０ ０ ０ ０ ９６５４０

净化空气 ６４０６３．２ ５８９７８．８ ９２０２８ ３８０６５．９２ ０ ４７５８２．４ １３９４５．２

保持水土 ７１９５４．４ ４７７９２．４ ８２０４４ ０ ０ ０ １２７５８．４

合计 ２１９８５３．２ ２９４１５６ ４８８０５２ １１０９２９．９２ ０ １３８６６２．４ １３７０５３．２

２．３　构建约束条件

１）土地总面积约束。各类用地面积之和应

等于土地总面积，即犡１＋犡２＋犡３＋犡４＋犡５＋犡６

＋犡７＝１０１８４２．４。

２）人口总量约束。按照农村、城市平均人口

密度回归预测，全市土地承载人口不低于规划期

预测人口数量，即农用地和城镇用地承载的人口

应控制在２０２０年规划人口之内。犪２１∑犡犔＋犪２２

·∑犡犆≤犫２。式中，犪２１为农用地的平均人口预测

密度；犪２２为城镇用地的平均人口预测密度；犫２为

市域规划总人口；犡犔为农用地面积，犡犆为城镇用

地面积。即犪２１（犡１＋犡２＋犡３＋犡４）＋犪２２·犡５≤

犫２。根据趋势外推法和人口增长率预测法得出嘉

鱼县２０２０年农业人口总数为１７４５５２人，非农人

口数为２４７１４８人。根据嘉鱼县２０２０年农用地、

建设用地控制规模面积，可以获得农村人口密度

为３．３３人／ｈｍ２，城镇人口密度为２１人／ｈｍ２。

３）耕地保有量约束。根据嘉鱼县规划修编

的要求，截至２０２０年，耕地保护率不得低于现有

耕地面积的８５．３％，即犡１≥２６６９５．８０。

４）生态平衡约束。根据嘉鱼县建设发展“滨

水旅游经济城市”的要求，截至２０２０年，林地覆盖

率不得低于１０％，即犡３≥１０１８４．２。

５）水域面积约束。为保护嘉鱼县良好的滨

水旅游环境，满足发展“三湖连江”旅游景点的战

略要求，水域面积变动幅度较小，不低于现有面积

的９０％，即犡６≥１４１８３．５１。

６）建设用地情况约束。城市用地、建制镇用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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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独立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一般大于现状，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随着土

地整理进程的加快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将会降

低，建设用地总量肯定是增加的。

７）供应能力约束。根据嘉鱼县土地开发整

理规划以及本轮规划修编调整，从目前算起到

２０２０年，嘉鱼县未利用地开发面积可达４１８７．０７

ｈｍ２，随着土地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及开发技术水

平的提高，这一数量还会提高。因此，犡７应满足：

９７６９．８３≤犡７≤１３９５６．９。

８）模型要求约束：犡犻≥０，犻＝１，２，…，７。

２．４　ＭＯＰ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在测得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的基础上，可得出 ＭＯＰ的目标为：

犣＝ｍａｘ（犅（犡）λ１＋犖犻λ２）＝ｍａｘ［（１２６００犡１＋

１４０８０犡２＋１３００犡３＋４２０８犡４＋３０８３９５犡５＋

１７５２犡６＋０）λ１＋（２１９８５３．２犡１＋２９４１５６犡２＋

４８８０５２犡３＋１１０９２９．９２犡４＋０×犡５＋

１３８６６２．４犡６＋１３７０５３．２犡７）λ２］

　　区域土地资源数量结构优化一般应根据区域

实际设计多种数量结构优化方案。考虑到嘉鱼县

的发展定位，权重设置为λ１＝０．６，λ２＝０．４。根据

上述 ＭＯＰ模型的表达式以及模型的约束条件，

求得土地资源数量结构优化结果见表２。嘉鱼县

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现状见表３。

表２　实验区土地资源数量结构优化结果

Ｔａｂ．２　Ｏｐｔｉｍｉｃ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合计

面积／ｈｍ２ ２６６９６ ７７６６ １３２３９ １０５６８ １９６２０ １４１８４ ９７７０ １０１８４３

面积比例／％ ２６．２１ ７．６３ １３ １０．３８ １９．２６ １３．９３ ９．５９ １００

表３　２００６年嘉鱼县土地利用现状结构

Ｔａｂ．３　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２００６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合计

面积／ｈｍ２ ３１２９６．３６ ５９８０．９５ ９３１５．７ １５０９６．７７ １０４３６．２１ １５７５９．４５ １３９５６．９ １０１８４２．３

面积比例／％ ３０．７３ ５．８７ ９．１５ １４．８２ １０．２５ １５．４７ １３．７１ １００

　　从表２、３可以看出，实验区土地资源数量结构

优化后，林地增加３９２３．３ｈｍ２，建设用地增加

９１８３．７９ｈｍ２，耕地面积减少４６００．３６ｈｍ２，其他

农用地减少４５２８．７７ｈｍ２，未利用地减少４１８６．９

ｈｍ２。耕地数量减少主要是由生态退耕、农业结构

调整及各类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展占用耕地引起的。

为了验证多目标下数量结构优化结果的优

劣，将其与传统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优化目标

的单目标优化方法进行比较。传统方法的数量优

化的目标模型为：

犳（狓）＝ｍａｘ∑
狀

犼＝１

犮犼狓犼 ＝１２６００狓１＋１４０８０狓２＋

１３００狓３＋４２０８狓４＋３０８３９５狓５＋１７５２狓６

式中，狓犼为各种类型土地面积；犮犼为利益系数（元／

ｈｍ２）；犳（狓）为产值（元）。变量设置以及其他约束

条件均与上述相同。计算得到的优化结果见表４。

表４　单目标土地资源数量结构优化结果

Ｔａｂ．４　Ｏｐｔｉｍｉｃ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合计

面积／ｈｍ２ ２６６９６ ７７６６ １０１８４ １０５６８ ２２６７５ １４１８４ ９７７０ １０１８４３

面积比例／％ ２６．２１ ７．６３ １０ １０．３８ ２２．２６ １３．９３ ９．５９ １００

　　对比表２跟表４可以发现，以经济效益最大

化为目标的传统单目标优化模型同多目标优化模

型模拟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林地面积减少幅度

较大，与优化地面积模拟结果相差３０５５ｈｍ２，所

占比重减少了３％；而建设用地面积却由１９６２０

ｈｍ２增加为２２６７５ｈｍ２，所占比重增加了近３％。

用 ＭＯＰ模型对土地资源数量结构进行优化更符

合当前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体现

了土地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２．５　基于犆犃的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

结合实验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其生态网络的构

成，提取出关键的生态节点、生态廊道和生态脆弱

区，如图１所示。图２为土地利用现状图。在此，

ＣＡ的局域转换规则为：① 城市建设用地不可逆

规则，即Ｉｆ犛狋＝建设用地ｔｈｅｎ犛狋＋１＝建设用地；

② 生态位规则，Ｉｆ犖犻＞犖犼ｔｈｅｎ犛狋＋１＝犝犻；③ 关

键生态地段用地规则，Ｉｆ犇（犆犻，犌犼）＜犽ｔｈｅｎ犛狋＋１

＝林地或草地；④ ＣＡ自身状态转换规则，是ＣＡ

模型自身要求的，本系统设置８向邻域确定元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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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转换规则。以上规则中，犛狋为狋时刻元胞

土地利用类型；犛狋＋１为狋＋１时刻土地利用类型；

犝犻为土地利用类型犐；犇（犆犻，犌犼）为元胞犌犼距离生

态关键地段犆犻的距离。本文中主要考虑“大集中小

分散”的原则，仅对土地利用斑块面积进行约束。

以嘉鱼县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现状格局为初始状态，

时间间隔为１４ａ，应用ＣＡ模型对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

格局进行预测，元胞状态为１００ｍ×１００ｍ，并以土

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结果作为模拟迭代的终止条

件，经过多轮迭代，得到如图３所示结果。

图１　关键生态地段

Ｆｉｇ．１　Ｃｒｕ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图２　土地利用现状图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ＵｓｅＭａｐ
　　　　

图３　土地利用优化图

Ｆｉｇ．３　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Ｍａｐ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方法综合

考虑了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较传统

的侧重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方法，更能体现区域

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要求。基于约束ＣＡ模

拟方法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方法，在利用土

地资源数量结构优化配置结果的同时，兼顾了土

地利用布局的生态学要求，为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提供了一种实用、可操作的方法，克服了传统基于

土地利用分区的空间布局方法过于粗略且缺乏具

体操作辅助手段、主观任意性大的缺陷，可以为区

域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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