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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的耕地自然质量条件和稳定的立地条件是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重要基础条件。目
前对基本农田的研究多偏重耕地自然质量条件评价方面，而对耕地立地条件研究较少，基本农
田被频繁调整，稳定性差。论文以东港市为研究区域，在保障耕地自然条件良好、均一的基础
上，从耕地立地条件角度探讨基本农田划定问题，由耕地区位条件因素和耕作便利条件因素构
建耕地立地条件评价体系，采用指数衰减法等计算立地条件因素影响作用分值，利用相关性分
析等数学模型分析立地条件因素对基本农田划定影响风险范围以及稳定区域，并以实证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1）立地条件是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本农田的稳定性影
响较大；2）区位因素对基本农田划定存在一定距离的负向型影响，该距离内被占用风险较大，
风险距离外区位因素影响为正向型，并呈同心圆状逐级衰减；3）辽宁省东港市立地条件评价结
果分 4 个等级，其中 1、2、3 级耕地立地条件较优，面积为 89 954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 86.3%，区
位较优，耕作便利，适宜划入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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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是高产优质耕地，是耕地中的精华。保障基本农田的数量和质量对保护耕
地和稳定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历来重视基本农田的保护工作，2008 年党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提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
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首次提出了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1]。2009 年国家下发了 《关
于划定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的通知》，正式落实了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工作。2012 年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不断夯实农业发展物质基础。2014 年国
土资源部明确提出 500 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周边要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逐级扩大到
各类城市和小城镇。2015 年国家首批对 106 个重点城市周边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
作。在国家政策层面，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
在学术研究方面，诸多学者也对永久基本农田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从基本农
田建设[2-4]到基本农田保护[5-8]、耕地质量评价[9-11]、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在基本农田划定中
的应用[12-14]及 3S 技术、模型等基本农田划定的方法研究[15-19]。学术层面的研究偏重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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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划定过程中的耕地质量保护与评价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学术研究成果为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划定思路[20-21]。
然而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具体执行和操作层面依旧存在一系列问题和偏差，基本
农田区位条件冲突，导致基本农田布局调整频繁，稳定性较差。基本农田是划定城市发
展边界的基础，城市周边基本农田调出，城市盲目无序扩张，基本农田对城市生态保障
功能弱化。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忽视了对耕地立地条件的考虑，
部分耕地生产能力较好，但其周围环境条件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建设适宜性。尽管此类耕
地被划入基本农田保护范围，仍然面临被频繁调整和占用的风险，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加
快，城镇周边和道路两侧的优质耕地是被占用风险最大的区域。因此，基本农田划定在
考虑耕地质量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考虑区位等立地条件。开展耕地立地条件评价，探讨
耕地立地条件因素对基本农田划定的影响，测算立地条件中基本农田划定的风险距离，
能够更好地协调建设需求与基本农田保护之间的矛盾。本研究拟以辽宁省东港市为研究
区域，通过建立耕地立地条件评价体系，开展基本农田划定中的耕地立地条件评价，探
讨耕地立地因素影响条件，以期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提供技术方法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东港市地理坐标为 123°22′～124°22′E，39°45′～40°15′N，隶属辽宁省丹东市，地
处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岸，东临鸭绿江，地势北高南低，地理位置优越。东港市辖 15
个乡镇、3 个街道办事处，3 个农场，2 个省级开发区，总人口 63.33 万。土地总面积为
239 447 hm2，全市农用地面积 160 295.61 hm2，其中：耕地 104 452 hm2，园地 8 639 hm2，
林地 41 834 hm2，其他农用地 5 369 hm2。建设用地面积 28 179 hm2 （图 1）。东港市是辽
宁省重要的粮食种植区，东港市耕地自然等别分布在 7～14 等，主要集中在 12～14 等，
其面积为 84 716.4 hm2，占东港市总耕地面积的 81.4%，耕地自然质量条件较好，区域差
异性较小。耕地利用等别分布在 3～14 等，主要集中在 10～12 等，面积为 68 974.9 hm2，
占总面积的 66.2%，耕地利用水平相对较低，区域差异较大，对东港市基本农田的划定

图1

研究区位置及土地利用现状

Fig. 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and the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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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影响较大。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主要数据来源：1） 2009 年东港市第二次国土资源调查数据，提取东港市城镇、村
庄、道路和河流水系等地类信息；2） 2004—2012 年东港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提取两
个土地规划时间节点的耕地变更信息；3） 2012 年东港市农用地分等数据，提取耕地评
价单元各类自然、利用等别属性信息。主要采用 GIS 工具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
1） 耕作距离及耕地利用变化数据。利用 GIS 中的 near 工具分别获取东港市耕地图斑
到中心城区、重点城镇、一般城镇、各级公路和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基于 2004 及 2012 年
东港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利用 GIS 中的 erase 工具对未变化的耕地图斑进行叠加擦
除，最终获取被占用的耕地图斑信息，并采用 near 工具测算减少耕地与相关距离。
2） 路网密度、相邻土地类型数据。数据来源于东港市线状农村道路分布图和各地类
分布图。利用 GIS 获取各个乡镇的农村道路长度和相邻耕地图斑公共边长，分别与东港
市各乡镇面积及耕地周长相除后得到路网密度及相邻土地类型量化值。
3） 连片度数据。以 2012 年东港市农用地分等中的耕地图为底图，采用 GIS 的 buffer
功能，对耕地图斑生成 10 m 缓冲区，将缓冲区与原耕地图斑通过 merge 进行合并，然后
通过 dissolve 去除重叠图斑，将合并后的图斑进行面积重新提取，得到缓冲后的连片耕地
面积数据即为评价单元的连片度。
1.3 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是最基本的评价对象，具有内部属性均一性特征。本文采用叠置法划分评
价单元，以 2012 年东港市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选择地形图、土壤图和行政区图等基
本图件进行叠加，共划分评价单元 30 743 个。

2 研究方案和方法
2.1 耕地立地条件因素选取和影响分析
2.1.1 耕地立地条件因素选取
本研究中耕地立地条件因素划分为 2 种类型，包括耕地区位条件因素和耕作便利条
件因素 （图 2）。其中：
1） 耕 地 区 位 条 件 因 素 ，
主要包括中心城镇因素和道路
因素。
中心城镇因素影响体现在
利于耕作和建设占用方面。一
方面中心城镇市场健全、需求
大，趋近城镇的区域农产品和
生产资料流通越快，利于农业
生产；另一方面建设用地的扩
展对耕地的稳定性造成了压
力，导致邻近城镇周围的耕地
存在潜在被占用的风险，稳定

图 2 基本农田立地条件评价指标体系
Fig. 2 Index system for Site condition evaluation of the basic 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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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
道路因素反映了耕作区的交通便利度，道路附近区域对外交通发达，农产品和生产
资料运输便利；同时道路交通便利性也促使其两侧成为建设用地选址的首选地区，对农
耕活动造成了负向影响，邻近道路两侧的耕地面临极大占用压力，存在流转的风险。
因此，测算出中心城镇因素和道路因素影响耕地的优势范围和风险范围是分析区位
因素对耕地影响的关键内容。
2） 耕地的便利条件因素，包括农村居民点因素、相邻用地类型因素、路网因素和连
片度因素。
农村居民点因素。农村居民点与耕地的距离反映农民进行农耕日常的便利性，以耕
地到村庄的距离表示。耕作距离越小，农业经营效率越高，越利于增加农民保护耕地的
积极性。
相邻土地类型因素。耕地周边环境影响耕作活动的开展及耕地用途的稳定，体现了
耕地与周围用地环境的相容性，以地块相邻耕地的公共边长与地块周长的比值表示。比
值越大，相邻土地类型对耕作促进作用越大，可持续性的阻碍影响越小。
路网因素。路网密度是重要的交通条件因素，表示为田间农村道路的密集度。高密
度的田间道路通达性好，便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展开，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连片度因素反映耕地的集中规模性。连片度大，有利于机械作业，耕作集约性高，
农业经营管理效果好。相反，连片度小的耕地细碎，则会降低耕作效率和生产力。
2.1.2 耕地立地条件因素作用分值计算
1） 耕地区位条件因素作用分值计算
·耕地区位条件因素影响距离测算
耕地区位因素对耕地分别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确定不同类型因素影响距离是进
行各因素作用分值计算的基础。耕地区位条件因素影响距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优势
影响的最大作用半径距离，另一类是邻近区位因素的被占用风险距离。
耕地影响作用半径距离测算。各级城镇和道路的影响范围需覆盖整个研究区域，中
心城镇因素影响为点状辐射形式呈同心圆状向外扩散，作用半径距离可根据研究区各级
城镇的个数与研究区总面积来确定；道路因素影响以线状辐射形式扩散，根据研究区内
各级道路的总长度与研究区总面积来确定其最大作用半径距离。
风险距离测算采用模型分析确定。建立耕地减少速率与区位因素距离关系模型，通
过拟合关系分析，确定区位因素对耕地影响的风险距离范围。模型表达式为 Y=aXb，其
中：Y 为耕地的减少速率，是以区位因子为中心每 100 m 为缓冲区，各个缓冲区内减少耕
地面积与该缓冲区内耕地面积的比值；X 为耕地到区位因素的距离，运用 GIS 软件中的
near 工具计算得出耕地单元到各个区位因子的距离。
利用 SPSS 软件建立各区位因素
表 1 耕地被占速率与距离关系模型
Table 1 Relation model between farmland occupied rate and distance 的耕地被占速率与距离的关系模型如
表 1 所示，模型拟合关系如图 3 所示。
风险因子
拟合性
模型
拟合结果显示在模型的拐点对应
中心城区
R =0.95
Y = 0.957X
距离内耕地减少速率随距离增大，急
Y = 0.226X
R =0.74
重点城镇
Y = 0.120 6X
R =0.73
一般城镇
剧下降，表明该区域对耕地扰动频
Y = 0.029 5X
R =0.85
道路
繁，受区位因子影响被占用风险较
2

2

-0.819 9

2

2

1

-1.042 1

1

4

2

4

-0.289 3

3

2

3

-0.410 4

3期

钱凤魁 等：基本农田划定中的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研究

图3

451

耕地减少率与区位因子距离拟合关系图

Fig. 3 The fit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land occupied rate and location

大，为低分值区域；拐点外耕地减少速率趋于平缓，耕地的减少情况基本不随距离变
化，表明该区域耕地数量稳定，受来自城镇和道路的扩张压力较小，被占用的风险性较
低，作用分值由区位因子优势性影响确定。因此，拐点对应距离即为各个因子影响的风
险距离。
·耕地区位条件因素作用分值计算
城镇、道路对耕地的影响模式为：区位影响风险范围内的耕地被占用风险大，立地
条件差；风险范围外围区域区位优势影响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级减弱，达到因素最
大影响距离后，衰减为 0，其作用分值的确定适用于扩散法。结合区位作用半径距离和
风险距离分析的结果，对作用进行分级赋值[22]，区位因素作用分值测算如表 2 所示。
2） 耕作便利条件因素作用分值计算
居民点因素对耕地的作用方式是单纯的扩散方式，直接采用扩散赋值法，通过指数
衰减模型计算单元因子作用分值。
相邻土地类型因素作用中，量化数据比值最大为 1，说明地块周边相邻土地均为耕
地，利用集约且用途稳定；比值最小为 0，说明地块周边无耕地相邻，不利于耕作活
动，易被其他用地吞并。作用分值可直接通过量化比值百分化获取。
连片度因素和路网因素属于面状因子，作用分值确定过程中，由于耕地利用等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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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便利因素隶属函数

Fig. 4 Membership function of farming convenience factors

表2

区位因子影响作用分值量化

Table 2 Quant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locational factors
因子或评价指标
中心城镇影响

扩散半径

中心城

d0 =

重点城镇

风险范围 d f /m
5 800

S
n∙π

3 500

一般城镇
道路影响

相对距离

因素作用分值衰减模型

di - d f
r=
d0 - d f

di＜d f
ì10
ï
fi = í f0(1 - r) d f ≤ di ≤ d0
ï
di＞d o
î0

1 500

县级以上道路

d0 = S/2L

200

县级道路
注： d0 为影响因素扩散半径；S 为研究区总面积；f0=100； di 为耕地距影响因子的距离；L 为该区域内线状影响因
素长度；n为该区域内点状影响因素个数； d f 为影响因素的风险范围； fi 为因素作用分值。

表3

耕作便利因素作用分量化

Table 3 Quantification of farming convenience factors
评价因子

指标值获取

作用分值 （隶属度函数公式或赋值模型）

连片度因素

利用 GIS 9.3 以 10 m 为缓冲区获取

路网因素

路网密度=田间道路长度/面积

相邻土地类型因素

相邻土地适宜性 K=相邻耕地的公共边
长/耕地地块周长
利用 GIS 9.3 软件的 near 工具计算距离

农村居民点因素

ìï0.1
fi = í0.016x
ï
î1

x ≤ 5.5
5.5＜x＜61
x ≥ 61

x ≤ 0.2
ìï0.1
fi = í3.3x - 0.555 0.2＜x＜0.5
ï
x ≥ 0.5
î1
fi = Ki × 100

{

fi = f0
0

(1 - r)

di ≤ d0
di＞d0

耕地的实际生产能力，它以自然质量等别为基础，通过对分等单元所在的土地利用分区
的平均利用水平进行修正而得到的，反映耕地的平均利用水平条件。因此，通过分析连
片度、路网密度与利用等别之间的关系，根据其实际数据制作各个因子数据与耕地的利
用等别间的散点分布图 （图 4），进而确定隶属度函数为单元因子作用分赋值。具体评价
因子的作用分值见表 2 和表 3。
2.2 评价模型的建立
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建立研究区立地条件评价模型：
C i =∑Wij Fij
n

（1）

j=1

式中： Ci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立地条件评价指标综合评价分值； Fij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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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j 个耕地立地条件评价指标的分

表 4 耕地立地条件因子权重

值； Wij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第 j 个耕地

Table 4 Weight of farmland site condition factors

立地条件评价因子的权重。
鉴于特尔斐法 （Delphi） 操作简
便、直观性强、应用范围广，因此，
采用该法来确定各参评因子的权重。

指标类型
区位条件因素
耕地便利因素

评价因素

权重

中心城镇影响

0.22

道路影响

0.22

农村居民点影响

0.13

相邻土地类型影响

0.16

最终得到的各参评指标权重如表 4 所

连片度

0.16

示。

路网密度

0.11

3 结果与分析
3.1 立地条件影响
区位因素对耕地影响分为区位优势的正向型影响和风险性的负向型影响。区位因素的
正向型影响距离因区位因子级别不同逐级减小，其中中心城区＞重点城镇＞一般城镇和县
级以上道路＞县级道路。城镇 3 个等级的影响距离分别为：27 620、15 270、7 660 m，道
路影响距离分别为：11 920、2 780 m，影响优势随距离增加不断衰减。区位因素的负向
型影响集中在风险范围内，受经济发展用地需求压力大，受区位因素的负向型影响而易
转变为非耕地用途，风险范围与城镇级别和道路级别呈正相关。通过对近 8 a 间耕地减少
速率与区位因素影响距离的模拟分析，确定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乡镇风险范围分别
为：5 800、3 500、1 500 m，道路风险范围均集中在 200 m。
从耕作便利条件来看，农村居民点距离对耕地影响为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分值以同
心圆状随距离增加而逐级衰减，其中居民点影响的距离为 277 m，远小于城镇的影响范
围，但却是耕作便利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基本农田划定的重要考虑因素。
3.2 评价结果
基于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运
表 5 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结果
Table 5 Farmland site condition assessment result
用 GIS 工 具 完 成 耕 地 立 地 条 件 评
价，评价结果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 级别 评价单元数/个 个数比例/% 耕地面积/hm 面积所占比例/%
21 339
20
6 253
21
标准化分级，分为 4 个等级区 （表 一级
32 834
二级
32
9 386
31
5、图 5）。
35 781
三级
34
9 457
31
一 级 区 内 耕 地 面 积 为 21 339
14 284
四级
14
5 251
17
hm2， 占 区 域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20% ，
耕地地块数为 6 253 块。位于东港市平原区域，受立地条件中的区位因素影响较大，立地
条件一级区内耕作便利条件优越，耕作距离较短，距村庄平均距离 160 m，农田通达性
好，集中连片度高，连片度平均为 10 948 hm2。在东港市耕地质量条件差异较小的前提
下，可将立地条件评价一级区域内的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作为永久基本农田核
心保护区域。
二级区内耕地面积为 32 834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 32%，地块数为 9 386 块，占总地
块的 31%。该区域耕地立地条件区位优势随着距离增加逐级减弱，耕地受中心城区区位
影响较小，受重点镇和一般乡镇影响较大。该区域耕地便利条件优势明显，距居民点平
均距离 190 m，连片度平均为 10 030 hm2。该区域耕地均位于城市发展的风险影响范围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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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适宜划入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可
作为永久基本农田的一般保护区。
三 级 区 内 耕 地 面 积 为 35 781
2
hm ，占全区总面积的 34%，地块数
为 9 457 块。该区域耕地立地条件区
位优势不明显，主要受到一般乡镇的
区位影响较大，耕作便利条件较低，
距居民点距离增加，同时受地形条件
影响，农田连片度降低，平均连片度
为 6 272 hm2， 耕 地 分 布 零 散 度 增
加。另外该区域内还包括区位风险范
围内的地块，也是未来城市规划发展
图 5 东港市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等级分布
的主要建设区，同样适宜划入基本农
Fig. 5 Distribution of farmland site condition classes in Donggang city
田保护范围，该区域可作为永久基本
农田有条件划定区域。
四级区内耕地面积为 14 284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 14%，地块数为 5 251。该区域耕
地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区域，立地条件中区位条件影响不显著，分布在衰减距离的极限
值，作用分值几乎为零，仅受到乡镇道路因素影响，耕地地块细碎化、零星态特征显
著，平均连片度仅 674 hm2，耕作便利条件较差。该区域不适宜划入基本农田保护范围，
可划入东港市生态保育用地。

4 结论
1） 耕地的立地条件因素是对农业生产力或农业活动有重要影响的非土壤质量因素。
本文探索性地从耕地立地条件角度开展基本农田划定的研究，构建了由耕地区位条件因
素和耕作便利条件因素组成的立地条件评价体系，选取了中心城镇因素、道路因素及农
村居民点因素、路网因素、相邻土地类型、连片度因素进行耕地立地条件影响分析，并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耕地立地条件进行了评价。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结果表明，基本
农田划定不仅需要考虑耕地质量条件，更需要考虑耕地立地条件，耕地立地条件是基本
农田永久稳定的重要保障。
2） 开展耕地立地条件评价划定基本农田，该方法在结果上既能保障土地规划所分配
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指标，又能为限定城市发展边界提供依据。因此本研究中以区位因
素和耕作便利因素表征耕地立地条件特征，充分考虑了区位的优势影响和风险影响，证
明了城市和道路周边风险距离内的优质耕地不一定要划入基本农田，可作为符合城市发
展规划的建设预留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保护与用地需求的矛盾，又对改变行政指
令方式的基本农田划定有一定借鉴作用。
3） 该方法灵活度较强，在耕地立地条件指标选择上能够充分考虑区域的差异性，既
可以建立县级尺度的指标体系，建立县级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等级分区，又可以设计乡镇
和村级尺度的指标体系，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结果更具有可比性，基本农田划定更具有科
学性和操作性。本文评价仅选择辽东山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作为试点研究，还存在一些问
题，如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有待研究，还应加入对土地类型的基础研究等。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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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研究重点是在多区域试点研究基础上，逐渐建立一套成熟的耕地立地条件评价体
系，为我国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和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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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Condition Assessment during Prime Farmland Demar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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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od quality and stable site conditions of farmland are important basic
qualifications of demarcating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The researches of basic farmland
concentrated more on farmland quality but less on farmland site conditions, which has made
the basic farmland be adjusted frequently and be unstable. Taking the Donggang City in
Liaoni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questions of basic farmland
demarcating from the point of farmland’s site condi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uaranteeing
the good and uniform quality of farmland. The research constructed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farmland site condition by location factors and farming convenience factors. It calculated the
quantified effecting values of farmland site condition factors with exponential decay model and
calculated the risk distance and stable region with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ite conditions are the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and have great effect on the stability of basic farmland; 2) the location factors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isk of farmland being occupied in certain distance, and have positive impact
beyond the risk distance with the effect attenuating gradually in concentric circles; and 3) the
farmland site condition in Donggang City is divided into four grades, the area of farmlands of
first grade, second grade and third grade is 89 954 hm2, accounting for 86.30% of the farmland.
They have better site location and farming convenience, thus are suitable for basic farmland.
Key words: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site condition; location; Dongg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