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卷 第 1期

2011 年 1 月

地 理 研 究
GEOGRAPHICAL RESEARCH

Vo l 30, No 1

Jan , 2011

收稿日期: 2010 07 20; 修订日期: 2010 10 19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 2008BAB38B02 3)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40971107)。

作者简介: 陈百明 ( 1951 ) , 男, 浙江上虞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类型、评价、利用、规

划及土地生产潜力研究。E m ail : chenbm@ igsn rr ac cn。

张凤荣 ( 1957 ) , 男, 河北沧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评价, 土地利用规划、持续土

地利用管理、土壤地理学研究。E m ail: zhangf r@ ca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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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土地利用研究在与土地管理实践的密切结合中扩展了学术影响, 提

高了学科地位。在土地利用的调查与监测、综合属性评价、规划与设计、变化与机制、工程

与技术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基于发展态势的分析, 本文提出应加强土地利用的基础理论

研究、重视土地利用的方法体系研究、拓展土地利用的研究视角和深化研究内涵、强化土地

利用的数据积累和整合能力等; 根据国家在参与经济宏观调控、建设 两型社会 、保障食物
安全等三方面对土地利用研究提出需求的基础上, 阐述了土地利用研究的 4 个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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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 ( IGBP) 和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文计划 ( IHDP) 联合提出的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研究计划把土地利用定义为: 人类对土地自然属性的利用方式、目

的和意图, 是土地的经济和社会属性。也就是人类为经济社会目的而对土地进行长期或周

期性经营的过程, 所以土地利用既受自然条件的作用和制约, 又受经济、技术、社会条件

的影响, 土地利用状况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的自然、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共同影响的

产物。

2 土地利用研究进展

从国内外土地利用研究现状来看, 土地利用研究都是在与土地管理实践密切结合中得

到不断发展
[ 1]
。由于土地利用研究重视实际应用和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 从而扩展

了学术影响, 提高了学科地位。

2 1 土地利用的调查与监测

开展土地利用研究的前提是土地利用调查, 而土地利用调查的基础是土地利用的分

类, 以及在调查基础上实时监测与快速更新。

2 1 1 土地利用分类与调查 目前在国内外的土地利用分类研究中, 都是根据土地利用

特点及土地利用的产品或土地功能的差异划分土地利用类型
[ 2, 3]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有:

耕地、林地、牧草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区等。土地利用还可进行层次分类, 如第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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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地利用特点和主导功能划分; 第二级按土地利用的主导产品或具体功能划分; 第三级

按集约水平划分等; 具体划分层次一般依据研究尺度而定。许多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开展了

大规模的土地利用状况调查, 在 20世纪 80年代前已基本完成, 现在已没有政府主导的大

规模的调查工作。因此, 国外有关土地利用调查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如何利用遥感技术通

过波段组合和处理和分类算法等技术提高土地利用分类精度的研究, 以及应用于宏观尺度

的土地利用分析。我国在 1996年全面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在制订包括

8大类、46个二级类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 基本查清了全国土地利用状况, 包括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分布和权属 (所有权) 状况。时隔 10年后, 2006年国务院下

发了 !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 主要任务包括: 开展农村土地调查, 查清

全国农村各类土地利用状况; 开展城镇土地调查, 掌握城市建成区、县城所在地建制镇建

成区的土地状况; 开展基本农田状况调查, 查清全国基本农田状况; 建设土地调查数据

库, 实现调查信息的互联共享。目前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已经完成全部县 (市) 的调

查与入库工作和逐级汇总, 形成了以 2009年 12月末同一时点的全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

成果。这次土地利用状况调查全部以高分辨率的正射遥感影像为调查的底图, 采取室内地

类判读与地面校核和权属确定的方式, 首次全面实现了 RS 与 GIS 的结合, 建立了国家、

省、地、县四级集影像、图形、地类、面积和权属于一体的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数据库及

管理系统。该成果将为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土地资源和实行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依据。

2 1 2 土地利用的动态监测 目前国内外的土地利用动态监测都是以3S技术为基础, 充

分发挥航天、航空遥感与地面调查互补优势, 实现土地利用的多尺度、多频率、多角度、

高精度和高效快速监测。我国在这方面更注重从宏观尺度掌握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和发

展趋势, 从微观尺度把握新增建设用地的合法性, 点面结合和 天地结合 的监测方式,

为中央政府掌握建设用地扩张的真实情况提供服务。目前, 国土资源部门应用 SPOT 5等

米级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对 93个 5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主城区和国家级开发区的新增建设用

地数量及其占用耕地、非耕地情况实施了 1 # 10000精度的监测, 监测成果在土地监管、

土地利用基础数据更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用 RS和 GIS技术全面完成了全国耕地

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支持了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规划。

2 2 土地利用的综合属性评价

在土地利用的评价方面, 从 20世纪 70年代偏重于土地自然属性的土地适宜性评价、

土地潜力评价, 到 80年代的土地承载能力评价以来, 逐渐转向注重土地综合属性的土地

利用可持续性评价、生态安全评价与集约性评价。

2 2 1 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评价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 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基

本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城乡差别较小, 因此, 土地利用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 关注可持续性。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引进国外的土地利用可持续评价, 一度

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依据 FESLM 的基本框架, 系统地阐述了在生产性、安全

性、保护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五个准则下的土地利用可持续性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并以

典型区域为例进行了可持续利用分析[ 4~ 6]。有些学者对土地利用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的理

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当前面临的问题是选择评价指标、界定阈值等环节的科学依据不够

充分, 特别是对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得出的结果进行解释时显得说服力弱或主观意

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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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 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其案例研

究是其主要研究内容。目前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主要以指标体系构建为主, 开展区域

性的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
[ 7]

, 通常运用 AHP 法、综合评分法、物元分析法等, 对土地

利用的生态安全状态进行量化计算和动态综合评价。同样存在选择评价指标、界定阈值等

环节的科学依据不够充分, 常常与其他的评价差别不大, 生态安全的特色不够鲜明。

2 2 3 土地利用的集约性评价 当前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建设用地方面, 针对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等开展研究 [ 8]。国土资源部先后颁布

了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技术方案∀、!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技术方案∀ 和 !建

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评价规程∀ 等行业标准。当前建立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是热点之
一, 各种评价方法, 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DEA 方法在研究中采用较多, 同时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压力 ∃ 状态 ∃ 响应模型、协调度模型等也引入到集约利用评价中。由

于土地利用的功能及禀赋的差异性, 很难形成普适的集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确定

集约度的理想值更难, 需通过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解决实践问题。

2 2 4 土地利用的多功能评价 土地利用实质上是实现土地资源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

和生活功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 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由于在土地

利用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利益主体, 不同利益主体追求土地资源功能的侧重点不同, 因此土

地资源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为更好地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 需要协调土地资源的各

种功能, 所以开展土地利用的多功能评价已成为新的研究方向。近期的一些研究, 一般在

界定多功能性的基础上, 选取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功能指标体系, 建立指标与多功能性

之间多维度关联矩阵;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评估各种功能, 得出各项功能中哪些功能

提高? 哪些功能下降? 及提高或下降的幅度; 有些还计算总功能的实现率等。这些分析研

究对于在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充分考虑多功能的全面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 3 土地利用的规划与设计

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是针对农地的 山水田林路 的规划设计。进

入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导致建设占用耕地迅速增

加, 危及国家粮食安全。1986年国家开始要求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一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是 一保耕地、二保建设 (用地) 。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核心

是保证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 特别重视土地开发整理增加耕地工作。第三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中, 节约和集约用地 成为主题。经过前两轮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新一轮土地利用
规划修编工作的实践及研究, 土地利用的规划研究形成了指标加分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模

式。在第二轮规划中, 主要包括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理复

垦开发四个指标; 新一轮规划修编中则进一步区分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 包括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有量、建设用地总量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等约束性指标和相关预期性指标, 体

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特点。初步建立了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的体系 [ 9]。

在内容上体现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

划等) 和土地利用规划设计三级。在空间上体现为不同范围或管理层面的土地利用规划,

即国家、省、地、县、乡五级, 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办法和规程。

2 4 土地利用的变化与机制

我国自 20世纪 90 年代跟踪 LUCC 研究以来, 土地利用变化一直是热点研究问题。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和变化机制以及对土地利用的响应研究是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主



4 地 理 研 究 30 卷

题。近年来已经从分析变化驱动力和驱动机制, 转向空间模拟研究; 从单方法模拟研究转

向多种方法结合的模拟研究; 从重视自然因素的驱动力到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因素对土地利

用变化的影响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响应对策。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发

展[ 10~ 12] , 涌现出许多建模方法和技术。此外有关土地利用变化与全球环境变化关系的研

究也时有出现。许多学者关注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效应, 选择典型区域, 开展土

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规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 13]
。目前国外主要研究土地利用变

化和景观过程中模型的互动和反馈机制; 研究区域则更关注生态脆弱地区和城乡交错区。

已经把土地利用置于整个地球系统的框架内来考虑其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旨在通过对人类

与其生活环境系统之间各种反馈作用的综合理解, 实现人类与环境系统的可持续性。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手段基本上都是应用 RS 和 GIS技术。国内的研究

则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土地利用变化, 偏重于如何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 同时兼

顾生态环境的保护。

2 5 土地利用的工程与技术

在土地利用的工程与技术方面, 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基本完成了土地整理工程, 近

年来这方面成果不多, 主要是做一些开发效应的追踪研究。我国土地利用的工程和技术研

究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取得显著进展。20世纪末为了保证粮食安全, 国家实施耕地占补

平衡的政策, 开发耕地后备资源。进入 21世纪, 鉴于耕地后备资源越来越少, 以及耕地

后备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问题, 开始将土地开发逐步转向土地整理, 并开始重视土地复

垦。近年来已开始探讨土地整理、开发的生态化技术和损毁土地的生态复垦技术, 并取得

一定进展[ 14~ 16] 。近来又提出土地综合整治的概念, 特指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

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目标和用途, 采取行政、经济、法

律、工程技术等手段, 对田、水、路、林、村综合调整和改造, 以增加耕地面积, 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活动。

2 5 1 农用地整理 从重视土地整理的增地效益及提高农地质量到开始关注农用地整理

的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 对土地整理的生态景观设计技术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更多学者从

增地与增产效益方面的工程技术, 开始探讨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方面的

技术体系, 试图为不同土地整理方向与整理模式提供技术支撑。

2 5 2 建设用地整理 由于依靠开发耕地后备资源补充耕地越来越困难, 农用地整理增

加耕地潜力十分有限, 政府已经关注通过整理和复垦闲置废弃的建设用地来补充耕地和增

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 建设用地整理的技术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及相应的工程技术等方面。

2 5 3 工矿区土地复垦 工矿区土地复垦的技术性特点突出, 所以在土地复垦工程技术

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 目前更多的学者将土地复垦技术与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相结合, 更加

关注与生态恢复模式、生态景观格局相关的技术体系的研究。

2 6 土地利用区划与分区

不同土地利用区域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土地利用需要开展区划研究, 揭示土地利用的地

域分异、特征及形成过程。受地域分异制约的土地利用组合状况大致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方

式。我国的自然环境具有南北纬度差异大, 沿海与内陆差别显著, 地形东西高差悬殊以及

季风强盛等特点, 水平地带的分异由于地形与季风等影响而较复杂。纬向分异、经向分异

与地貌的综合影响作用使得大尺度分异的特点非常突出, 不同地域内各影响因素所起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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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有较大差异。当前有关土地利用区划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很多, 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不

同尺度的研究工作, 提出各自的土地利用区划方案 [ 17, 18]。我国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土地利

用分区主要根据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划性质, 确定不同的要求。国家、省级的分区体现战略

性和指导性, 为确定土地利用战略和要求服务; 地市级分区体现政策性, 确定不同的土地

利用政策导向和需求; 县、乡级分区体现实施性, 用于土地用途管制, 确定不同的土地用

途管制规则。

3 土地利用研究发展态势

3 1 加强土地利用的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的土地利用研究在紧密结合国家需求, 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力地支持了土地管理工作
[ 19, 20]

。但是, 目前大多数土地利用

研究还是以应用性为主, 基础理论研究探讨较少, 亟需在应用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基础

理论研究, 形成自己的核心基础理论。现阶段, 土地利用研究所依据的基础理论大多是从

别的学科借鉴来的, 尚未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以问题为导向的土地利用研究, 经常将研

究焦点集中在土地利用政策的解释上, 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科学问题的提炼, 难以得出具有

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原理的研究成果, 削弱了解决土地利用问题的指导作用。由于

缺乏原始创新性成果, 造成集成创新的能力不够, 限制了土地利用研究的发展。尽管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是我国土地利用研究的传统优势, 但是只有从应用性研究中, 有意

识地积累数据资料, 通过归纳与总结, 寻找科学问题, 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找出规律性的

现象, 凝练出科学原理, 发展成基础理论, 才能形成土地利用领域的概念、术语、理论和

方法, 建立符合土地利用研究自身特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增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

的能力, 也才能够从深层次上指导土地管理的实践。

3 2 重视土地利用的方法体系研究

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数学方法在土地利用研究中的应用不断对土地利用研究方法

与手段产生重大的影响。随着数学与计算机技能的普及, 土地利用研究中已经形成定量化

研究风气[ 21~ 23] 。但另一方面, 又出现缺乏逻辑定性思维, 滥用数学统计方法的倾向。当

前在评价方法上, 应用数学模型方法开展研究的成果很多, 多是选择若干因素, 应用某一

模型来计算得出一个结果, 但缺乏深入分析和了解模型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有些研

究从统计年鉴取得一些数据, 或用年代久远的受当时条件限制调查准确度并不高的数据,

将这些数据利用 GIS叠加在一起, 用 特尔菲 方法, 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算出一些数

值, 既缺少对数据来源的交代和数据校核, 又使得结果分析流于空泛。今后的关键问题是

要搞清楚不同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这才可能对相关数据有甄别能力, 对

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有解释与验证的能力。一定要明确只有定性正确才能够指导定量

研究的准确性。定量研究不能够代替定性分析, 土地利用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采用从

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来研究土地利用问题。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与本质上机理上的

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3 3 拓展研究视角和深化研究内涵

由于土地利用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促使了学科的渗透交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人

文因素出发研究土地利用问题, 利益相关者、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的引入, 土地利用的经

济机制也成为热点。土地利用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更多的关注, 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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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中越来越体现了生态学的思想[ 24]。

在土地利用变化与机制研究中, 对变化过程和驱动力分析日趋深入, 从重视自然因素

对土地格局的影响到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响

应对策, 从单方法模拟研究转向多方法结合的模拟研究, 大大提高了研究的质量和

深度[ 25] 。

在土地利用工程与技术的研究中, 从以往对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保护、土地退化防治

的研究, 扩展到了数量、质量和生态的并重, 而且越来越注重生态保护。同时, 也已经意

识到非工程技术措施在土地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从

人地关系角度去研究土地利用的工程与技术问题 [ 26]。

土地利用研究中一直关注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 27]

, 当前又根据城

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 研究征地过程中的农民权益、耕地保护与发展权, 以及耕地生态功

能与生态补偿、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等问题。

3 4 强化土地利用的数据积累和整合能力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国外土地利用研究大多有长期的实验数据支持, 我国则缺乏定位

实验的数据, 甚至缺乏可信度高的统计数据。国外的研究偏重于在翔实数据支持下针对具

体的问题, 国内研究则在缺乏系列数据支撑的条件下罗列出一大堆指标, 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不够突出。也因为数据的限制, 常常只能开展静态的评价, 其结果一般还不能用于空间

上的比较, 所以必须重视数据积累和整合技术, 在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监测数据的基础

上, 研究如何实现土地利用多源异构数据的交换和互操作问题, 开发土地利用多源异构数

据交换标准、交换模式和交互操作技术, 不同尺度土地利用多源异构数据转换融合技术,

建立起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信息共享的通道, 使空间数据在不同空间数据模型之间自

由转换、交互操作, 形成多源数据整合的综合技术体系, 为土地利用研究夯实牢固的

基础。

4 土地利用研究的国家需求与重点领域

4 1 国家需求

我国人多耕地少, 食物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三者用地之间的矛盾将在今后相当

长的时期内十分突出。如何统筹耕地保护、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 以土地利用

的合理调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障食物安全、满足生态建设需要, 将是土地利用研

究面临的主要需求。

4 1 1 参与经济宏观调控对土地利用研究提出的需求 国家把土地政策定位为国家经济

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土地政策上升到了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这

给土地利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促使深化土地利用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探索土地利用变

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建立预测各类用地变化/需求的定量化模型, 发展土地利用变

化的模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 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决策技术; 开展土地利用相

关规划耦合技术; 发展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监测技术; 结合空间规划, 完善包

括宏观、中观到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探索目标规划与弹性规划反馈互动的动态

规划方法。研发土地利用预测、规划编制到实施管理的一体化信息技术;

4 1 2 建设 两型社会 对土地利用研究提出的需求 国家多次重申必须把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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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方面。2008年, 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提出 首先要

探索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 第二要加大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 探索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新途径和方法 。所以需要在节约集约利
用研究方面, 将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 对微观用地主体的评价与宏观区域土地利用

评价相结合; 经济学上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与生态学上的环境和生态风险评价相结合; 建

立多目标、多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结果的解析模型, 建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

决策支持系统。并探索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退化的自然、经济、社会机理和过程, 完善

和创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工程技术。

4 1 3 保障食物安全对土地利用研究提出的需求 从 1986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以来, 耕地保护一直是土地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 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文

件, 强化耕地与基本农田的保护。同时, 为了填补建设占用耕地的减少, 也开展了新时期

的土地开发整理工作, 以补充耕地, 实现占补平衡的目标。但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开

发后备资源受到各种限制, 保持数量平衡已越来越困难; 保持质量平衡更是任重道远。由

于种田比较效益差, 农民种田积极性低, 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如何确

定可行的耕地保护目标, 耕地占补平衡是否按等级折算, 是否适时开展跨省域的耕地占补

平衡, 采取何种经济措施给予耕地保护以公平补偿,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的约束机制和激励

机制, 都需要继续研究, 以实现耕地保护确保粮食安全的目标。

4 2 重点领域

4 2 1 土地利用的变化与机制领域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方向一直是热点问题, 也取得了

很好的进展。如模型方法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 将复杂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简

单、抽象和结构性的处理, 用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过程、驱动力、变化影响及变化趋势预

测等
[ 28, 29]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研究自然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作用,

特别是研究土地的自然禀赋对经济社会驱动力的制动作用, 以及经济、社会、技术发展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改造作用。前者需要加强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形成、演化、分布规律和

特性的科学认识。应该说, 由于有了更高精度和全覆盖的土地利用调查成果和遥感影像

图, 以及可以借鉴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有了更好的基础。对于

后者, 在揭示区域土地利用特征的基础上, 应用工程技术成果, 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 从技术经济角度开展深入研究, 使土地利用的变化方向科学可行,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4 2 2 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与效应领域 近年来已日益重视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与

效应研究, 包括揭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过程、生态环境功能以及由于土地利用引起的生

态环境变化和机理等, 政府部门也开始建立土地利用的生态管护机制; 提出 数量、质

量、生态 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思路。今后应该从总体上把各类土地利用系统看作人工生

态系统, 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视角深刻认识其中的物流、能流及其与环境的交换关系, 从

系统论的角度揭示土地利用过程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与效应, 进而从土地利用的数量、

质量与生态三者相互作用关系分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效应; 为实现土地利用的生态

健康、环境友好、功能优化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践应用依据。

4 2 3 土地利用的调查与监测领域 在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信息提取的应用研究中, 多

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被引入, 如决策树分类方法、基于知识的分层综合分类法等, 在信息辨

识精度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 [ 30~ 32]。今后土地利用的调查、监测技术主体还是遥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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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遥感监测精细分类、多源遥感数据集成、多尺度遥感数据转换以及多源遥感信息

快速提取是土地利用调查、监测的主要发展方向。融合光谱特征、纹理特征和空间特征与

地学知识, 基于遥感图像处理系统进行土地利用信息快速提取代表了新趋势。土地利用监

测也从单一的土地数量监测向土地质量、土地退化监测和土地生态监测等综合监测发展。

在数字化技术方向上, 要集成 3S技术和网络技术等, 开发形成满足不同比例尺的城乡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及其变更调查需求的技术体系和作业流程; 开发土地利用的数字填图系

统, 构建统一的数字土地利用平台, 实现对各种土地利用信息数据的自动采集、处理与建

库的一体化管理。建立数字化土地调查、监测技术与方法体系。

4 2 4 土地利用信息的开发和决策领域 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强烈的土地需

求将对土地利用的强度、方式、规模、布局等造成深远的影响。在各类土地利用基础数据

库已经建立的基础上, 与宏观经济决策模型相结合的土地利用信息的深度挖掘技术方法、

决策支持系统和智能化管理系统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同时要注重定量化和各种方法的集

成, 在以往 GIS 空间分析等方法的基础上
[ 33]

, 应更加重视应用农户访谈、问卷调查等社

会学的方法, 使研究更具有精确性和逻辑性, 以给管理决策者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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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and priority areas in land use research of China

CHEN Bai ming1 , ZHANG Feng rong 2

( 1 Inst itute of Geogr 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 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 llege o f Resources and Env 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 ricultur al Univ ersity ,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Land use research has enhanced the academ ic status and the academic impact w ith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pr act i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

r y. It has made gr eat progr ess in the invest igat ion and monito ring , comprehensive proper

ty evaluat ion, planning and design, change and mechanism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 gy

of land use. In the analy sis o f development trend,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 ions,

namely ,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theory , pay ing at tent ion to the methods sy stem, w idening

perspect ives and deepening the connotat ion, and st reng thening aggregat ion and integrat ion

capabilities in land use r esearch. In accordance w ith national demands fo r land use of par

t icipation in the econom ic macro control, const ruct ion of resource saving and env ir onment

friendly society, as w el l as guarantee o f food safety, the paper descr ibes four prior ity ar eas

on land use study.

The study of land use change and mechanisms should fo cus on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on the coupling, as w el l as economic, so cial, technolo gical development on

the t ransformat ion of land use. T he analy si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ef fects on land

use should put emphasis on the interact ion betw 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m

pact and the ef fects f rom land use quant ity , quality and ecolog ical factor s. T he investig a

t ion and monitor ing o f land use should be aided w ith digital survey and monito ring technol

o gy and methodo logy. The develop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of land use info rmat ion

should be combined w ith the macro econom ic decision model.

Key words: land use; research advances; development t rend; priority ar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