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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点的微观状况，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各居民点的

综合影响力，并据此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中心村、保留村及零星居民点（搬迁村）３类。引入城市地理学空间

分割方法，利用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各中心村的综合影响力范围，确定各搬迁居民点的安置去向，以维持原有

的社交范围和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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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建设用地缺乏统一规划，

农民建房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导致农村居民点用

地比重大，分布混乱、零散，且不成规模。农村居

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一直是农村土地利用问题研究

的重点。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社会经济学角度

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合理性［１，２］，国内主

要集中在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特征分析［３，４］、

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机制研究［５，６］以及农村居民

点整理潜力及模式研究［７，８］三个方面。现有的研

究多局限在优化模式的概念性分析层面，所用的

技术方法与ＧＩＳ的集成还较为松散，且从数据来

源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利用乡镇级数据进行区

域评价，没有具体到图斑这一微观层面［９］。从评

价流程来看，主要是对单一因子进行评价，没有进

行系统全面的评价；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居民点搬

迁安置主要考虑地形地貌等因素是否适宜，没有

考虑居民点的现状布局及各居民点之间的相互影

响作用，实践指导意义不强。本文通过考虑农村

居民点的微观状况，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

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确定各

居民点的影响范围，以明确各搬迁居民点的安置

去处，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１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宜城市地处湖北省中北部，地跨东经１１１°５７′

～１１２°５７′，北纬３１°２６′～３１°５４′。小河镇位于宜

城市西北部，东临汉江，南距宜城市区１５ｋｍ，北

距襄樊市区２９ｋｍ。小河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温度１５℃，年降雨量１０００ｍｍ左右，是

宜城 市 的 主 要 产 粮 区 之 一。辖 区 总 面 积

１７８３７．６９ｈａ，其中农用地面积１５３８２．０１ｈａ，占

土地总面积的８６．２３％；建设用地面积１７６３．８６

ｈａ，占 ９．８９％；未利用地面积 ６９１．８２ｈａ，占

３．８８％。辖区居民点数量多，规模小，且分布零散。

１．２　研究方法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一种空间分割方法，在城市地

理学中的应用研究主要有用常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和倍

增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确定学校的服务范围和用高阶

倍增的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确定商场服务区域和

用于界定经济客体的空间影响范围［１０］等。但因

常规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仅考虑距离远近这一因素，因

此更多的学者研究利用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界定中心

城市的影响空间［１１］。现有的研究均将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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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城市或内部经济体，其实各行政村之间、各

农村居民点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空间影响。刘

仙桃、覃瑜等［３，４］先后引入常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对居民

点的 布 局 优 化 进 行 了 研 究，但 均 只 是 借 助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进行数量上的计算和分析，并未真正

发挥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空间划分功能。农村居民点现

状格局的形成除了受地形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各

居民点之间的经济活动、生活习惯及社交活动的

影响，其分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周边居民点的布

局息 息 相 关。因 此，本 文 引 入 加 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１０，１１］，以划分各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影响范围，

为居民点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依据。

根据农村居民点的区位及其微观状况等条

件，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利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多因子加权叠加

确定各居民点的影响力级别，从而划分中心村、保

留村及零星居民点。在此基础上，根据已确定的

各中心村的综合影响力，利用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

分各中心村的空间影响范围，位于各中心村空间

影响范围内的零星居民点搬迁至该中心村内部或

周围，从而达到空间布局优化的目的（见图１）。

图１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

１．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宜城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

小河镇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２０１０年宜城市

统计年鉴及《宜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土地闲置率、近五年新建房率来源于

实地抽样调查。

２　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体系

的构建

　　参考国内外相关的研究
［１２］，结合平南县的实

际情况构建的平南县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

素因子的权重。

表１　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及权重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总权重

农村居

民点综

合影响

力

区位

条件
０．２０

道路通达度 ０．３０ ０．０６００

距水源距离 ０．３０ ０．０６００

距建制镇距离 ０．４０ ０．０８００

农村居

民点微

观状况

０．８０

土地闲置率 ０．２０ ０．１６００

现状规模 ０．５０ ０．４０００

近五年规模变化率 ０．１５ ０．１２００

近五年新建房率 ０．１５ ０．１２００

　　平南县地势平坦，坡度级别总体为一级，起伏

不大。道路通达度、距水源距离及距建制镇距离

均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９．２分别提取二调矢量图中的公

路及铁路、河流水面及水库、建制镇，然后利用缓

冲区分析进行分类，缓冲距离划分参考了《水土保

持技术规范》及相关研究［１２］。

考虑到居民点分布零散及缺少规划，具有相

同功能和相同生活方式的村落可能被分割成几

片，而其间空置的土地在未来几年内便会被住宅

占用，连成一片，因此，从未来发展的动态角度出

发，先将二调图中的居民点图斑进行融合，再将融

合后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５０ｍ 缓冲区分析

（即居民点周边１００ｍ以内），缓冲区内的图斑合

并成一个，其规模为其现状面积之和（为确保生成

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时图斑质心不移动，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２中用缓冲区外围以示意其所在地点，并将其

面积之和赋进属性表），即为现状规模（见图２）。

图２　农村居民点现状图斑处理过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ｐＳｐｏｔ

近五年规模变化率主要为测算该居民点是否

活跃，计算公式为：近五年规模变化率＝（现状规

模－前五年该居民点规模）／前五年该居民点规

模。若值为正，表示该居民点在缩减；值为负，表

示该居民点在增加；值为０，表示该居民点并未扩

展，但有可能内部调整。该值的绝对值越大，表示

变化越大，越活跃。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９．２空间分析功

能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土地利用图进行叠加分析，

即可获得各图斑近五年的规模变化情况。土地闲

置率及近五年的新建房率均为抽样调查获得，未

调查到的图斑采用其邻近的图斑数据。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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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例分析

３．１　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

根据小河镇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农村居

民点图斑数３７１个，总面积１２１２２６７５．７０ｍ２，面

积最大为２０５３８９．９０ｍ２，最小仅４２３．１７ｍ２，分

布零散，总体仍呈现出沿建制镇、交通线路及河流

水系分布。经融合后，图斑数减为３１８个。缓冲

区分析并重构边界后，图斑数减为２３０个（见

图３）。

图３　农村居民点现状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

３．２　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

全镇中心村图斑数６２个，面积６３９．８５ｈａ。

该类型的居民点交通便利，靠近城镇或水源，基础

设施配套齐全，本身已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是附

近居民点经济活动的交流中心，也是将来发展的

聚集点，零星居民点的搬迁、还建及自身的扩展均

将向此类居民点靠拢。保留村图斑数９１个，面积

４２８．９７ｈａ，该类型的居民点现阶段的聚焦功能相

对较弱，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基础设施配

套不太完善，将来发展中可能会被中心村兼并，也

有可能发展成另一个中心村。零星居民点图斑数

７７个，面积１４３．４５ｈａ，属搬迁类居民点（见图４）。

该类居民点多为独立院户，分布散乱，且内部基础

设施缺乏；或具备一定的规模，但因远离交通城镇

等，原有居民已搬迁至新的住宅区，内部土地闲置

严重。

３．３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布局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

乏统一规划，农户随意占地建房，导致零星居民点

众多，侵占耕地，影响美观。部分地区存在一户多

宅现象，农户新建房后，老住宅并未拆迁，导致土

地侵占日益严重。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改

善农村居住环境，形成规模，而凌乱的格局不利于

配套基础设施，零星居民点的搬迁及闲置土地的

挖潜利用是有效途径之一。但零星居民点的搬迁

及还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居民点之间相互影

响，居民点内部相互制约，其搬迁除了适宜性考虑

外，还需考虑现有的居住习惯、生活方式及社交范

围等。因此，本文借鉴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根据各中

心村的综合影响力大小划分地理空间（见图４），

在各自影响力范围之内的零星居民点搬迁至该中

心村。这样既可减少居民点个数，消除杂乱无章的

布局现状，充分挖潜中心村内部闲置的土地，也能

解决还建后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管护以及保留

搬迁前的生活习惯及社交范围，方便统一管理。经

过搬迁零星居民点及挖潜中心村内部闲置的土地，

优化后的农村居民点图斑数为１５３个，均为生产生

活较为方便且成规模的居民聚集区（见图５）。从

优化结果来看，农村居民点的布局趋于规模化及有

序化。在未来发展中，相邻的中心村将发展成片，

最终形成小的集镇，影响并带动周边村庄的发展。

图４　农村居民点影响力评价及中心村综合影

响力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

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图５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结果

Ｆｉｇ．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４　结　语

本文从农村居民点自身的特点出发，引入近

五年规模变化率等评价指标，充分考虑农村居民

点的现状特征，并结合区位条件评价各居民点的

综合影响级别。在此基础上，参考城市地理学原

理，将各农村居民点当成各经济客体，利用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各自的影响空间，从而决定各搬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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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民点的安置去向，对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

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因农村

居民点的拆迁及安置情况复杂，并受到土地权属

及耕作半径等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各地需

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调整。此外，因各居民点

综合影响因素的选取与指标的构建存在一定的主

观性，如何克服居民点数量众多带来的指标获取

不全等问题，需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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