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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复耕流程，划分了农村居民点城镇化、内部改造与迁村并点３种整理模式，统

筹区域农户意愿与经济条件两大影响因子，分标准定量评价不同整理模式下的现实整理潜力。综合考虑坡

度、耕作半径、耕地连片度、居耕比等影响因子，以ＧＩＳ空间分析为平台，构建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下

的耕地潜力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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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主要采用政

策指标测算法、闲置宅基地抽样调查法、建筑容积

率法和综合评价法等方法［１７］，很少考虑区域之间

多因素变化的外部差异性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内

部模式性。对农村居民点整理补充耕地的潜力评

价研究尚不足，且在空间上将农村居民点整理区

作单一化的模式处理，在过程上也只考虑了居民

点整理区补充耕地这一方面，而忽视了居民点置

换区占用耕地的规模。本文在分区、分模式、分标

准的基础上，设计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复耕流程，构

建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下的耕地潜力评价

模型，并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１　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与复耕流程

１．１　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理需要分区、分模式、分标准逐

步实施。分区是指农村居民点整理既要体现行政

区划的社会经济性，又要把握研究区农村居民点

整体布局的空间特征性；分模式是指在分区的基

础上，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布局特征的农村居民点

可分别采取迁村并点引导型整理模式、城镇化规

划型整理模式与内部改造控制性整理模式；分标

准是指在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两大影响因

子———农户意愿与经济条件的基础上，结合不同

区域的整理模式，分别赋予相应标准的权重，以突

出地域特征性与空间差异性。其中，根据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点总体布局特征确定

合理的整理模式是实现农村居民点科学整理的关

键。结合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实践活动，其整理模

式可划分为３大类：①城镇化模式。通过城镇规

划将城镇周边的农村居民点纳入到城镇发展体

系，完善配套设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② 内部

改造模式。在农村居民点现有布局的基础上，通

过村庄规划挖潜内部潜力，改善布局，提高农村居

民点集约节约用地水平。③ 迁村并点模式。将

地理环境较差与空间相对分散的农村居民点合并

迁建至地理环境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区域，形

成空间相对集聚、功能较齐全的新农村聚落。

１．２　农村居民点整理复耕流程

不同整理模式在区域经济条件与农户意愿的

共同作用下，产生相应的整理潜力，而农户意愿与

经济条件对于３种整理模式的作用程度存在较明

显的差异性。对于隶属于规划城镇化区域的农村

居民点而言，农户要求居民点整理的意愿较高，体

现了农户城镇化的内在需求，但同时农户在经济

上更倾向于较高的补偿与较好的安置条件，两者

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均衡的博弈。采取迁村并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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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农村居民点往往空间布局零散、交通不便、相

对被边缘化，这些区域的农户更倾向于进行农村

居民点整理，但经济条件成为其整理的最主要影

响因素。从整个区域来看，大多数农村居民点需

要通过内部改造不断提高其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

度，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内部改造往往涉及到农村

居民点使用面积的减少与房前屋后部分用地性质

的改变，农户积极性不高，农户希望更多政府性投

入与经济性补偿。

耕地的供给主要取决于农村居民点整理区的

数量和质量以及区域单元的土地利用结构与方

式。同时，潜在耕地自身的状态及所占耕地对补

偿的要求，决定了农村居民点复耕补偿的可能

性［８］。就以上３种整理潜力而言，城镇化整理模

式产生的潜力Ⅰ完全转化为城镇用地，在整理复

耕中可不予以考虑；内部改造与迁村并点模式所

产生的潜力Ⅱ与潜力Ⅲ在检验其与耕地条件匹配

度的基础上确定复耕潜力大小。此外，迁村并点

模式还必须考虑置换区即还建居民点的面积与布

局，置换区可能会占用一部分耕地，由此产生了迁

村并点模式对耕地的一补一占，在此基础上综合

评价以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转化为耕地的现

实规模。

２　耕地潜力评价模型构建

２．１　农村居民点整理区数量和质量

农村居民点整理自身潜力的大小，直接决定

其可补充耕地的后备资源数量，是耕地潜力评价

模型构建的基础。但居民点整理潜力的确定，并

不意味着其作为耕地供给规模的确定，整理潜力

中有多少可转化为耕地，还取决于居民点整理区

的自身土地质量。当然，影响土地质量的可变因

素较多，比如排灌条件、交通条件、土层厚度等，由

于资料可得性与时空动态性的限制，很难对所有

因素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从农村居民点整理区

转化为耕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质量主要影响

因子可归纳为３个方面：地形、耕居邻近度与耕地

连片度。

地形因子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和转化方向

的重要因素，从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来看，坡度较

大的居民点是整理的重要对象，也是居民点整理

的重要潜力来源；而从补充耕地的角度来看，坡度

较大的区域又不适合作为耕地，这就使得该区域

整理出来的潜力只能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从而

影响了补充耕地规模。耕居邻近度则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居民点整理区可转化为耕地的内在状

态，这就类似于元胞自动机中的邻近转换规则，与

居民点整理区邻近的耕地规模越大，整理区转化

为耕地的可能性越大；相应地，与居民点整理区邻

近的其他类型用地规模越大，则整理区转化为该

类型的概率也越大。此外，耕地连片度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该区域土地质量的整体水平，只有土

地质量较好、光照与水份适宜的区域才适宜大量

耕地的发展，间接说明了其邻近居民点整理区的

土地质量，进而影响整理区转化为耕地的可能性。

２．２　农村居民点整理区耕作半径

耕作半径通常指从聚落居民地到农耕作业区

的空间距离（空间半径）。用这个半径，以村落为

圆心画一个圆，圆周便是这个村落中农民所能耕

作的最大范围。为保证足够的劳动时间和效率，

就必须有合理的耕作半径，合理的耕作半径不仅

是农民降低劳动强度的主要途径，也是提高单位

面积产出的主要手段［９］。

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分散，

离中心居民点的距离也相差较大，这些整理区即

使满足耕地的质量要求与空间布局，但如在农户

惯常的耕作半径之外，则其转化为耕地的概率就

会大大降低。可见，整理区转化为耕地的概率在

空间上随着离中心居民点距离的增加而降低。一

般而言，农民花费３０ｍｉｎ出行耕作是可以接受

的，以步行时速５ｋｍ计算，则最大的耕作半径为

２．５ｋｍ。当然，随着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

业机械化逐渐代替人力，其耕作半径也相应扩大，

具体情况要结合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从而

适当扩大耕作半径，提高耕作效率。

２．３　农村居民点置换区规模与布局

迁村并点模式总体上包括搬迁区与置换区两

部分，前者可通过挖潜增加一部分耕地，后者则通

过规划新建居民点而占用一部分耕地，一增一减

的差值为通过迁村并点模式补充耕地的现实潜

力。置换区的规模与搬迁区大小存在一定的对应

关系，布局上更加合理，呈现出集聚化、有序化的

趋势。单个置换区占用耕地的数量因具体情况的

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保护耕地的角度出

发，总体上可以用每个评价单元规划期间的居民

点与耕地的比值作为置换区占用耕地的评价因

子。为体现评价的时序性与动态性，以规划目标

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

地现状的比例作为修正因子，确定居民点置换区

占用耕地规模。

因此，首先科学评价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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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的整理潜力，即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实际可

挖潜出的用地数量，其整理潜力主要取决于经济

条件与农户意愿，由此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

的测算模型：

犛＝∑
犻＝１

犛犻－犅狋·犘（ ）狋 · 犠犻·狑１犻＋犈犻·狑２（ ）犻

（犻＝１，２，３） （１）

式中，犛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犛犻为犻种整

理模式的农村居民点现状面积；犅狋为整理区规划

目标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犘狋为整理区规

划目标年农业人口总数；犠犻为整理区犻种整理模

式的农户意愿评价分值；犈犻为整理区犻种整理模

式的经济条件评价分值；狑１犻、狑２犻为分别为犻种整

理模式的农户意愿权重与经济条件权重，且０≤

犠犻、犈犻≤１，狑１犻＋狑２犻＝１。

在此基础上分析整理区转化为耕地的适宜

度，该适宜度主要由地形与耕作半径共同确定，然

后，以每个评价单元内耕居邻近度和耕地连片度

两者之和的平均值作为修正因子。迁村并点模式

还需考虑置换区占用的耕地面积，从而最终确定

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转化为耕地的现实规

模，构建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下的耕地潜力

评价模型：

犛犪 ＝

０，城镇化模式

∑
狀

犼＝１

犛犼·犱犼·（犳犼＋犮犼）／２，内部改造模式

∑
狀

犼＝１

犛犔犼·犱犼·（犳犼＋犮犼）／２－犛犣犼·
犛犑犼
犛犌犼
·犅犜犼
犅｛ ｝
犼

，

　　

烅

烄

烆 迁村并点模式

（２）

式中，犛犪为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下的补充耕

地潜力；犼＝１，２，…，狀；犛犼为犼单元农村居民点内

部改造整理潜力；犱犼为犼单元农村居民点整理区

耕地供给适宜度，以犼单元地形、耕作半径均适宜

的农村居民点面积与该单元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比值为指标值；犳犼为犼单元耕地连片度，以犼单元

耕地斑块面积大于该单元耕地平均斑块面积的斑

块面积之和与该单元耕地总面积的比值为指标

值；犮犼为犼单元耕居邻近度，以犼单元耕地斑块和

农村居民点斑块的公共边长之和与农村居民点斑

块总周长的比值为指标值；犛犔犼、犛犣犼分别为犼单元

农村居民点搬迁区与置换区面积，两者的面积比

值与迁村并点区现状规模和规划规模的比值一

致，其差值为迁村并点模式中的整理潜力；犛犑犼为犼

单元农村居民点现状面积；犛犌犼为犼单元耕地现状

面积；犅犼为犼单元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犅犜犼

为犼单元规划目标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

３　实例分析

以湖北省嘉鱼县为实例，根据嘉鱼县２００５年

土地利用现状图，以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土地变更调查

资料为依据，更新已变化居民点图斑，得出嘉鱼县

２００７年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９．２工

作平台进行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以镇为单元，

提取坡度大于１５°以及距离中心村与主要公路２

ｋｍ以上的农村居民点，在这些居民点中选取斑

块面积小于单元斑块平均面积大小的图斑作为农

村居民点迁村并点整理区；将农村居民点现状图

层与嘉鱼县城市规划图层叠加，提取规划目标年

（２０２０年）城镇化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作为城镇

化区；其余农村居民点划为内部改造区，得出嘉鱼

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分区图（见图１）。城镇化

区、内部改造区与迁村并点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分

别为３７７．１３ｈｍ２、３７３１．６０ｈｍ２与２７８．６０ｈｍ２。

图１　嘉鱼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分区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ｏｆ

ＲｕｒａｌＲ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ＪｉａｙｕＣｏｕｎｔｙ

３．１　嘉鱼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

在划分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模式后，农村居

民点整理效果既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也受到农

户意愿的约束。两者之间的影响博弈本身就反映

了区域的自然差异与社会特征。选取体现区域农

户意愿与经济条件的特征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１），采用递阶模糊综合评价法
［１０］，通过特尔

菲法求得各层次因素的权系数向量。农户意愿与

经济条件在城镇化、内部改造、迁村并点３种整理

模式中的权重值分别为０．５０、０．５０，０．７５、０．２５，

０．２５、０．７５。单因素评价结果通过统计数据与专

家调查综合得出，分为优、良、中、差４个等级，得

出各评价单元的综合评价结果。根据各镇１９９７

６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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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农业人口变化趋势，预测２０２０年农业

人口数，按３种整理模式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比例

确定各镇不同整理区现状与规划农业人口。结合

人均农村居民点１５０ｍ２的国家标准确定各镇各

整理区的潜力值，再以评价结果为优良的数值占

总分值的比例为修正因子，最终确定农村居民点

各分区整理模式的现实潜力。

表１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与权重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目标层 因素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受教育程度犆１ ０．１２

农户意愿 住房类型结构犆２ ０．２５

综合因素 犅１ ０．２５～０．７５ 年龄结构犆３ ０．２５

犃 家庭收入构成犆４ ０．３８

经济条件 地方财政收入犆５ ０．４０

犅２ ０．７５～０．２５ 农民人均收入犆６ ０．４０

乡镇企业总产值犆７ ０．２０

３．２　嘉鱼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复耕潜力测算

根据耕地潜力评价模型，结合ＡｒｃＧＩＳ９．２空

间分析功能，分别提取相应要素的量化指标。其

中，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耕地供给适宜区图层是以

嘉鱼县３３个中心村为中心、以２．５ｋｍ距离为耕

作半径建立距离缓冲图层，与小于２５°的坡度图

层进行叠置分析，在与单元农村居民点实现属性

连接的基础上计算相应单元适宜度。耕地斑块和

农村居民点斑块的公共边长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９．２中

的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Ｅｄｉｔｏｒ模块编程提取，计算耕居

邻近度，从而得出以镇为单元的不同农村居民点

整理模式下的耕地潜力（见表２）。

从全县来看，到２０２０年，３种农村居民点整

理模式在整理潜力与补充耕地潜力上存在较大差

异。通过城镇化模式可整理出８１．７９ｈｍ２用地，

但该潜力在用地类型上均转化为城镇用地，体现

的是建设用地内部的转换。内部改造模式是嘉鱼

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主要来源，通过对

３７３１．６０ｈｍ２的现状内部改造区整理可挖潜出

５６７．０３ｈｍ２用地，其中可用于补充耕地的潜力为

２６０．９３ｈｍ２。迁村并点模式通过对１３２．９２ｈｍ２

搬迁区与８７．６５ｈｍ２置换区的双向安排可整理出

４５．２７ｈｍ２用地，结合搬迁区与置换区耕地的一

增一减可补充耕地４３．９３ｈｍ２。从各镇来看，鱼

岳镇作为嘉鱼县的中心城区所在地，其城镇化整

理模式产生的潜力占到全县的４０．２７％；官桥、?

洲湾与渡普镇是农村居民点整理复耕的重点区

域，３镇通过居民点整理可补充耕地１７９．５１ｈｍ２，

占全县的５８．８８％。

表２　嘉鱼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复耕潜力／ｈｍ２

Ｔａｂ．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ＪｉａｙｕＣｏｕｎｔｙ／ｈｍ
２

镇名

城镇化模式 内部改造模式 迁村并点模式

现状

面积

整理

潜力

现状

面积

整理

潜力

补充

耕地

现状

面积

搬迁区 置换区

搬迁面积 补充耕地 置换面积 占用耕地

补充耕

地总量

陆溪镇 ８．７８ １．８５ ２８６．１０ ５７．６２ １１．４６ ６０．９１ ２４．５０ ４．８７ １１．０９ ０．９５ １５．３８

高铁岭镇 ５．２９ ０．２７ ４３２．８８ ２１．５０ ６．６７ ６９．９６ ２７．５６ ８．５４ ２３．７６ ２．３６ １２．８５

官桥镇 ２２．１６ ５．２３ ５６７．５６ １３３．５７ ５０．８６ ５８．４５ ３０．３３ １１．５５ １６．４９ １．４０ ６１．０１

鱼岳镇 ８１．２８ ３２．９４ ２３６．８８ ９０．９１ ４３．５３ １２．１５ ９．５０ ４．５５ ４．３２ ０．５６ ４７．５２

新街镇 ５５．９４ ６．６４ ４３３．６４ ４８．８８ ２４．８１ ３２．９１ １６．５１ ８．３８ １２．４１ １．０１ ３２．１８

潘家湾镇 ３３．８２ ０．８８ ７１０．３４ １７．１２ １０．９９ １９．５１ １１．４９ ７．３７ １０．９４ ０．９４ １７．４２

渡普镇 ６９．７３ １７．５０ ４０２．０３ ９５．８６ ５９．９６ ０．４３ ０．２２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１ ６０．０９

?洲湾镇 １００．１３ １６．４８ ６６２．１７ １０１．５７ ５２．６５ ２４．２８ １２．８１ ６．６４ ８．５４ ０．８８ ５８．４１

合计 ３７７．１３ ８１．７９ ３７３１．６０ ５６７．０３ ２６０．９３ ２７８．６０ １３２．９２ ５２．０４ ８７．６５ ８．１１ ３０４．８６

４　结　语

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的科学预测是评价

其复耕潜力的基础，单一模式评价农村居民点整

理潜力的传统方法缺少对农村居民点整体与局部

特征的系统分析，往往使评价结果与现实潜力相

去甚远，由此得出的耕地潜力值也不具可操作性。

本文构建的评价模型在空间上将农村居民点整理

区划分为不同的整理模式，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调

控性，又体现了农户整理的意愿性，同时考虑了农

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自然性与经济性。耕地适宜

度、连片度、耕居邻近度与居耕比的引入使得该模

型的评价结果尽可能与各评价单元农村居民点整

理复耕的内在潜力相匹配，并体现了区域空间特

征性与时间动态性，使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但模型在分区、分模式、分标准中影响因素的选取

与指标的构建存在一定主观性，如何用更客观的

小尺度数据或结合农户调查数据进一步提高模型

的实用性与客观性，是需要继续深化研究的主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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