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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顾及土地利用监测评价结果的村镇土地利用调控模型。该模型整合空间单元划分、调控

单元判别、空间配置于一体，运用模拟退火算法，实现了多目标控制下的空间优化调控。实例验证了此模型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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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根据土地利用监测与评价结果反馈，对

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进行调控，是村镇土地管理

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已有学者开展

了空间布局调控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１３］。但

现有研究大多仅考虑单个地块的自然属性，缺乏

多目标的全局优化引导，且在方案的空间落实上

缺乏针对性。因此，本文结合ＧＩＳ与模拟退火算

法，构建了村镇土地利用空间优化调控模型。

１　村镇土地利用调控模型

本文提出的调控模型充分顾及土地利用监测

评价结果，利用模拟退火算法实现多目标的空间

优化调控。

１．１　空间单元划分

土地利用调控的基本操作单元应尽量达到相

对均一，同时顾及后续的空间分析计算与结果表

达。本文选择格网法，将调控区划分成统一大小

和形状的规则格网 （通常为正方形），以此作为基

本空间单元。

１．２　调控单元判别

调控单元集合由两部分组成：① 在土地用途

或质量方面存在违背规划方案要求、土地质量下

降等不合理行为的空间单元；② 包括可调整用

地、开发复垦整理区等在内，用于补充各类用地的

空间单元。从调控区中判别调控单元是保证调控

具有针对性的关键，本文将相关专家经验知识利

用产生式表示方法［４］进行表达，借助ＧＩＳ的空间

分析功能实现调控单元的判别推理。判别规则表

示为：

ＩＦ犆犻ＴＨＥＮ犇犻ＷＩＴＨ犘犚（犆犻，犇犻）

式中，规则前件犆犻为空间单元的条件属性集合，

来自于包括土地利用动态监测、质量评价以及规

划等在内的各专题图层；规则结论犇犻为判定的调

控单元类别；犘犚（犆犻，犇犻）为规则的优先级，解决同

一单元符合多项判别规则的问题。

１．３　调控方案空间优化配置

调控方案空间优化配置的核心是为每个调控

单元分配不同的用途。调控的结果除了确保满足

规划调控指标中对用地数量结构的约束外，还需

平衡以下目标：① 为每个调控单元尽可能分配最

适宜的用途；② 使得调控区整体具有较高的空间

紧凑度［５］；③ 合理控制总体用途转换成本。

对于每个调控单元，除了考察其自身状态外，

还需考察其与８邻域空间单元的协调。综合目标

函数描述如下：

　　ｍａｘ犌＝狑１·犛＋狑２·犅＋狑３·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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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
狀∈犖
∑
犿∈犕

狊狀犿·狓狀犿　（狊狀犿 ＞０） （２）

　　　　犅＝∑
狀∈犖
∑
犿∈犕

犫狀犿·狓狀犿 （３）

　　犆＝犆ｍａｘ－∑
狀∈犖
∑
犿∈犕

犮狀犿·狓狀犿 （４）

ｓ．ｔ． ∑
狀∈犖

狓狀犿·犪狀 ＝犃犿　（犿∈犕） （５）

∑
犿∈犕

狓狀犿 ＝１　（狀∈犖） （６）

狓狀犿 ∈ ０，｝｛ １ 　（狀∈犖，犿∈犕） （７）

式中，犖 为调控单元集合；犕 为用地类型集合；犌

为综合目标；犛为适宜度目标；犅为空间紧凑度目

标；犆为用途转换成本目标；狊狀犿为将调控单元狀

配置为用地类型犿 的适宜度得分；犫狀犿为调控单元

邻域聚集度变量，用调控单元狀的邻域中用途为

犿 的调控单元个数表示；犆ｍａｘ为所有调控单元均

按最高成本进行转换的总转换成本；犮狀犿为调控单

元狀由当前用途转为用途犿 的成本；犪狀为调控单

元狀的面积；犃犿为调控中所需要的地类犿 的用地

规模；狓狀犿为决策变量，若将调控单元狀分配用途

犿 时狓狀犿＝１，反之则为０。

１．４　模拟退火算法

为方便求得该问题的全局优化值，本文采用

模拟退火算法求解［６９］。

将模拟退火算法应用到调控方案的空间优化

配置中，其核心思想是利用晶体状态模拟调控布

局方案，即将每个调控单元抽象为晶体中的一个

粒子，为其分配的土地用途代表粒子的状态。以

式（１）作为晶体的能量函数犈，粒子的状态随温度

改变，晶体能量随着温度的降低趋于极值，其中粒

子亦达到平衡状态。粒子的最终状态即代表了调

控方案的近似最优解。算法过程如下：

１）根据用地结构约束，为调控单元随机分配

用地类型，形成一个初始可行解，计算其能量值作

为犈犮初始值。

２）给定初始温度狋０、终止温度狋犳，以及每个

温度狋犽 值下的迭代次数犔，循环计数器犽＝１。

３）执行如下操作犔次：① 为保证搜索过程

中所有方案均满足约束，随机选择两个调控单元

进行地类交换；② 计算新解的能量值犈狋，以及能

量差Δ犈＝犈狋－犈犮；③ 如果Δ犈≥０，接受新生成的

解；反之，则按概率ｅ
（犈狋－犈犮

）／狋犽 接受新生成的解；

④ 当新解被接受后，使用犈狋更新犈犮。

４）温度降为狋犽＋１＝狋０／（１＋α犽），令犽＝犽＋１，

重复步骤３）、４），直到狋犽＜狋犳。

２　实例研究

２．１　研究区概况

选择浙江省西北部某乡镇作为研究区进行实

例研究（见图１）。研究区总面积约１０４ｋｍ２，属丘

陵地区，年平均气温１６℃，降水量１４６０ｍｍ。该

镇人口约５．８６万人，经济发达，境内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自然资源。经济的发展也为该镇带来了

建设用地增长过快、用地粗放、土地污染等问题。

图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Ｓｉｔｅ

２．２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中使用的图件包括２００９年土地利用现

状图，２００９年研究区监测评价获取的耕地适宜性

评价结果图、园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图、林地适宜性

评价结果图、综合污染监测、建设用地安全评价以

及相关土地利用规划图等，所有图件均采用比例

尺１∶１００００。根据研究需要，将土地利用类型在

２００９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中原有分类基础上合并

为耕地、园地、林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

（包括空闲地和裸地等），并根据课题相关研究成

果确定了下一年度用地结构目标及各类用地之间

的转换成本等。

综合考虑空间单元中属性一致和计算数据量

等因素，将空间单元划分为５０ｍ×５０ｍ大小的

格网单元，按照“面积占优”原则进行属性采集。

基于前述调控模型研究，本文选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

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的Ｃ＃语言结合ＥＳＲＩ公司提供的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９．２组件开发了一个程序实例，实现了

基于规则库的调控单元判别以及调控方案配置等

核心功能。

２．３　结果与讨论

２．３．１　调控单元判别结果

针对研究区土地利用中可能出现的违规用

地、土地退化、粗放用地等问题，结合收集的数据，

按照§１．２中规则表达模型，构建规则库，从研究

区内４１５５２个土地利用格网单元中提取１６３３个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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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调控单元（见表１），约占总数的３．９３％。所

有调控单元中，违规用地单元８５３个，占调控总量

的５２．２％，其中，耕地、园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占到

３４．８％、１４．５％和４０．３％，主要涉及违规毁林开

垦及占用耕地；质量退化单元９５个，占调控总量

的５．８％，其中受污染、利用不合理等因素造成质

量下降的耕地占４８．４％，不符合用地安全等的建

设用地占３３．７％；可调整用地单元均为可调整园

地，共２９２个，占调控总量的１７．９％；开发复垦整

理用地单元主要为居民点整理，共３９３个，占调控

总量的２４．１％。

表１　调控单元判别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违规用地 质量退化
可调整

用地

开发复

垦整理
合计

耕地 ２９７ ４６ ０ ０ ３４３

园地 １２４ ２ ２９２ ０ ４１８

林地 ３１ １５ ０ ０ ４６

建设用地 ３４４ ３２ ０ ３９３ ７６９

未利用地 ５７ ０ ０ ０ ５７

合计 ８５３ ９５ ２９２ ３９３ １６３３

２．３．２　调控方案空间配置

按照上述方法，为１６３３个调控单元分配耕

地、园地、林地、建设用地以及未利用地５种用途，

数量需求分别为３５３、１９６、２３６、８１６和３２个单

元。根据情景需要，将个体适宜度、空间紧凑度和

用途转换成本３个目标权重分别设置为０．４、０．３

和０．３。经过实验，模拟退火算法中的初始温度

狋０ 设为１００，终止温度狋犳 为０．０１，衰减因子α为

０．９８，每个温度狋犽 下迭代次数犔 为１５００。在整

个退火过程中，方案的综合目标函数值逐步提升，

经过约４８００００次迭代，综合目标函数值由最初

的３９１１．６提升到５３５３．４，并趋于收敛（见图２）。

同时，迭代的次数远大于调控单元的个数，优化搜

索已较为充分。

图２　基于模拟退火优化的目标函数收敛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Ｕｓ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将优化调控结果与２００９年现状图进行叠置，

分析调控方案的用地流向及其空间分布，以评估

模型结果。

在调控方案中，６８１个调控单元被重新分配

用途（见表２），约占所有调控单元的４１．７％。大

多数变化区域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和东南部，其余

零散分布在东北部。表２显示调控单元中用途转

换主要是耕地和园地，分别占总变化的４０．２３％

（２７４个）和 ３５．１％ （２３９ 个），而建设用地有

８６．５％未发生变化，体现了用途转换成本目标对

地类转换的控制。具体来看，调整的耕地中，约有

７８．１％由于退耕政策以及土地自然条件等原因调

整为林地和园地，另有约２１．９％被建设用地扩展

所占用。同时，为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主要通

过可调整园地以及居民点整理补充流失的耕地，

将占变化园地的７７％的１８４个单元和占变化建

设用地８５．６％的８９个单元调整为耕地。耕地占

补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适宜度目标的重要性，位于

坡度超过１０°或者土地质量较差的耕地被选出，

用于退耕或转为其他用途，而土地质量条件较好

的单元被优先选作补充耕地。此外，在空间紧凑

度目标约束下，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位于东南部

现有集镇周边，整理的居民点分布于西北部，提高

了建设用地区域的紧凑度，避免了优质农田的乱

占。耕地、园地等的紧凑度也在调控中获得不同

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管理以及

环境的保护。综上所述，该调控方案对土地单元

的空间安排符合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校正了不

合理的毁林开垦，维持了耕地占补的数量、质量不

下降，避免了建设用地盲目扩张，提高了土地的集

约节约利用。

表２　调控方案的用地流向

Ｔａｂ．２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现状用途
用地流向

耕地 园地 林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６９ １０ ２０４ ６０ ０

园地 １８４ １７９ ３ ５２ ０

林地 ６ ０ ７ ３３ ０

建设用地 ８９ ３ １２ ６６５ ０

未利用地 ５ ４ １０ ６ ３２

　　上述分析表明，调控方案空间配置模型中，适

宜度目标的设置在安排土地用途时，贯彻因地致

宜原则，充分考虑了土地自然属性；紧凑度目标实

现了空间约束，在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的集约节约

利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本目标不仅有利

于约束调控投入，还有效控制了用地流向，使得调

控更加符合地类转换的实际情况。该模型在安排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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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单元土地用途时，既考虑了个体自然条件，又

顾及了包括空间紧凑度在内的宏观目标，使得调

控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３　结　语

本文以村镇土地利用调控为研究对象，建立

了空间优化调控模型，一方面在具有针对性的调

控过程中，为多目标空间优化决策提供支持；另一

方面，智能化实现调控方案从数量到空间的落实，

增强了方案的可操作性。采用模拟退火进行解算

时，其运算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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