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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价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化利用水平是优化农村居民点格局、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重要基础。本文以经济欠发达地区——山东省曹县为研究区，从土地集约、经济集聚、空间集中3
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计算集约利用指数，划分高、中、低3个等级。结
果表明：曹县低、中、高集约水平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39.54%、39.81%、20.65%，
以中、低集约水平为主。高集约居民点用地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周边及县域西北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
集中分布趋势显著；低集约居民点用地所在区域大多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居民点散乱。研究
结果可为曹县开展农村居民点用地挖潜、合理布局乡村空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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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aluation for the level of intensive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mpiling national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esearch took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Cao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construct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ntensive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nsive use of land,
economy and space, calculated the index of intensive use, and classified it into three grades: high,
medium and lo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nsive us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at low,
medium and high 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39.54%, 39.81% and 20.65% of the total, and was
mainly at medium and low level, and high-intensity settlemen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central county and areas with bet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county, and were with a significant concentration trend; most of the low intensity settlements were located in the areas where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not good, and the settlements are scatter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evidence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xploitation and rational rural space distribution of Ca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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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农村人口的居住载体，其空间分布格局是区域自然、社会、经济、人文条件的综
合表征[1]。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经济基础薄弱，缺乏一定的产业支撑，大
量人口向城市流入，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方式更粗放，布局更散乱，村庄空心化严重[2]，制约村庄
可持续发展，拉大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评价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化水平，提出
集约用地对策是亟待研究的科学课题，对推动欠发达地区的人地关系协调，缩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有重
要意义。
已有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评价研究大多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如北京市[3] [4]、山东省济南
市[5]、浙江省嵊州市[6]，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水平的研究还待完善。学者们构建了包
括区位条件[7]，集约利用潜力[8]，土地利用结构、强度、效益状况[9]在内的指标体系进行农村居民点用
地集约利用评价，但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化利用水平的理解角度较单一。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
平高低不仅体现在以上方面，空间上是否集中、土地利用是否集约、经济水平是否集聚都是集约利用水
平的体现，评价过程中还可将景观格局指标、经济发展指标考虑在内。
鉴于此，本文以经济欠发达地区——山东省曹县为研究区，以村庄为评价单元，考虑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户均宅基地面积等传统指标的基础上，引入经济指标，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
点用地分布的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零散分布普遍，引入景观格局指标突出农村居民点用地
分布的斑块特征。将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化水平视为土地集约、经济集聚和空间集中 3 个维度的综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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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并提出建议，以期实现欠发达
地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曹县地处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市西南部，位于山东省和河南省两省交界处。耕地 203 万亩，辖 22 个
乡镇、5 个街道办事处(图 1)。属于欠发达的农业县，产业结构发育不完善，农村居民点数量多，分布零
散，集约化用地水平不高。县域自然和区位条件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近年来曹县发展淘
宝产业，有力推动经济发展。2018 年曹县辖 1176 个行政村(居)，近年来部分村庄已合并，新农村社区建
设广泛开展。本文以 2018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为数据源，排除城中村，以 1134 个村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作为评价对象进行集约利用评价。计算得到曹县 2018 年村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城郊村 168 m2、非
城郊村 188 m2，户均宅基地面积——城郊村 387 m2、非城郊村 473 m2。可见其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
水平低，浪费现象普遍。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2018 年曹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地籍数据库、
曹县统计年鉴、曹县公安局人口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所获数据等。

Figure 1.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域

3.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评价方法
3.1. 研究思路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多，土地资源紧张，农村居民点用地分散，利用效率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
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化水平是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重构的重要因素。本文遵循评价指标可操作性、可比性、
科学性、独立性原则，从土地集约、经济集聚、空间集中 3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曹县农村居民点
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运用赋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数据处理，层次分析法赋权重，加权求和法计算农
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指数。运用自然断点法划分土地集约、经济集聚、空间集中及综合集约等级，
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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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区经济欠发达，因此在考虑土地集约指标基础上，还需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集
约利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特征是用地集约化水平的体现，将景观格局指标纳入指标体系可反
映居民点斑块分布的微观特征。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计算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ntensive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表 1.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土地集约

农村居
民点用
地集约
利用指
数

经济集聚

空间集中

权重

0.360

0.350

指标层

指标计算和含义

权重

方向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总人数

0.400

适度

户均宅基地面积

宅基地面积/总户数

0.400

适度

建筑密度

建筑基底面积和/村庄面积

0.200

+

人均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行政村人口数

0.391

+

地均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行政村面积

0.391

+

耕居面积比

耕地面积/农村居民点面积

0.218

+

居民点分布密度

用核密度指数表征村庄在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

0.511

−

景观形状指数(LSI)

衡量村庄形状的几何复杂程度及边界曲折度

0.489

−

0.290

1) 土地集约：选择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户均宅基地面积、建筑密度 3 个指标表征农村居民点用地分
布的土地集约水平。《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 版)》对山东省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标准做了
界定。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率越小，建筑密度越大，土地集约化水平越高。3 个指
标均可依据矢量数据和村镇地籍数据经计算表达。
2) 经济集聚：选择人均财政收入、地均财政收入、耕居面积比 3 个指标表征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
经济集聚水平。曹县经济欠发达，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尤为显著。人均财政收入和地
均财政收入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集聚水平越高。耕地与居住用地面积比值越大，耕地分布越
广，居住用地集聚性水平越高，建设用地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经济集聚水平越高。3 个指标均可
依据矢量数据、社会经济调查数据、人口数据经计算表达。
3) 空间集中：选择居民点分布密度、LSI 指数 3 个指标表征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空间集中水平。
LSI 指数刻画村庄形状特征，将斑块形状与相同面积正方形相比描述形状狭长情况，值越大代表村庄形
状越不规则，边界曲折度越大，空间集中水平越低。居民点分布密度借助核密度值体现，其值高低表示
研究对象在空间上集聚程度大小，值越大则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越密集。LSI 指数利用 Fragstats4.2 软件
计算，核密度数值利用 ArcGIS10.2 软件处理。
核密度用以描述居民点用地分布密度，表现其在空间维度的集聚程度。计算公式如下[10]：
Fa =

1
 x − xi 
a
∑ m
ab i =1  h 

(1)

式中， Fn 为居民点用地分布密度即核密度值，h 为平滑参数，m 为核密度的函数值，a 为村庄的样本数
量，x 与 xi 之间的差值代表各村庄农村居民点用地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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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I 指数用以衡量农村居民点用地图斑形状的几何复杂度，值越大代表居民点用地图斑边缘长度越
大、越曲折，景观越复杂。计算公式如下[11]：

LSI =

q

(2)

4 S

式中，q 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边长，S 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面积。

3.3. 指标权重确定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底蕴等多因素影响。层次分析法是一种主观方
法，通过指标体系两两因素对比来判断各指标的重要程度，确保单排序和总排序都经过一致性检验。本
文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咨询专家意见，确定各指标权重值(表 1)。

3.4. 评价指标量化
《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 版)》规定山东省城郊村和非城郊村的新增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户
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城郊村 90 m2、非城郊村 100 m2；户均宅基地面积——城
郊村 166 m2、非城郊村 200 m2。考虑曹县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浪费较普遍的现状，适度
提高标准值，以使评价指标具有价值。结合研究区实际，确定城郊村和非城郊村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标
准分别为 155 m2 和 170 m2；户均宅基地面积分别为 332 m2 和 400 m2。计算各个村庄农村居民点用地 2
个指标的超标率，在[0, 1]之间赋值(表 2)。
Table 2. Grading standards for appropriateness index
表 2. 适度性指标赋分标准
赋分标准
评价指标
1

0.9

0.7

0.5

0.3

0.1

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率/%

(−∞ ,0]

(0, 20]

(20, 30]

(30, 60]

(60, 80]

(80, +∞)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标率/%

(−∞, 0]

(0, 10]

(10, 30]

(30, 60]

(60, 90]

(90, +∞)

建筑密度、人均财政收入、地均财政收入、耕居面积比、居民点分布密度、LSI 指数 6 个指标运用
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x*xj =

xij − min xij
max xij − min xij

(3)

逆向指标：

x*xj =

max xij − xij
max xij − min xij

(4)

式中， X ij 为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前的原始数， x*xj 为进行标准化后的结果， max xij 和 min xij 代指评价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5. 综合评价
借鉴已有研究[12] [13]，根据各指标权重，运用加权求和法分别计算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土地集约、经
济集聚、空间集中和综合集约指数。运用自然断点法，将各评价结果分别划分为高、中、低 3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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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集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I =∑

m

w ×

(∑

n

a
=
a 1=
b 1

wab × xab

)

(5)

式中，I 代表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集约指数，wa 为准则层 a 的权重，wab 为准则层 a 中指标 b 的权重，xab
为量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4. 结果与分析
4.1. 评价结果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评价分级标准和结果统计见表 3，土地集约指数、经济集聚指数、空间集中指
数和综合集约指数空间分布特征见图 2~5。
Table 3. Grading standards and result statistics of intensive evalu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表 3.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评价分级标准及结果统计
集约利用水平

低

中

高

土地集约

经济集聚

空间集中

综合集约

分值范围

[0.105, 0.482)

[0.058, 0.243)

[0.055, 0.393)

[0.124, 0.432)

面积/hm²

8556.83

22,778.51

12,785.15

15,223.02

占比/%

22.22

59.16

33.21

39.54

分值范围

[0.482, 0.722)

[0.243, 0.489)

[0.393, 0.498)

[0.432, 0.529)

面积/hm²

15,861.17

8907.23

17,572.75

15, 326.36

占比/%

41.20

23.14

45.64

39.81

分值范围

[0.722, 1.000]

[0.489, 0.935]

[0.498, 0.781]

[0.529, 0.860]

面积/hm²

14083.19

6815.45

8143.29

7951.81

占比/%

36.58

17.70

21.15

20.65

Figure 2. Level of land intensive
图 2. 土地集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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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Level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图 3. 经济集聚水平

Figure 4. Level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图 4. 空间集中水平

Figure 5. Level of comprehensive intensive
图 5. 综合集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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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果分析
土地集约指数范围是[0.105, 1.000]。低、中、高土地集约水平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为 8556.83、
15,861.17、14,083.19 hm²，分别占居民点总面积的 22.22%、41.20%、36.58%，以中集约水平为主。高、
中、低集约水平斑块零散分布。县域中心、西北部区域和各镇驻地周边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水平较高，
它们大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生活条件便利，适宜条件优越，建筑密度较大，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户均
宅基地面积较小，分布较紧凑，集约化水平较高。县域南部最外围区域低集约水平居民点用地分布较集
中。土地集约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分布在县域中心的倪集街道、曹城街道、阎店楼镇、大集
镇和县域西北部的庄寨镇、桃源集镇、韩集镇。
经济集聚指数范围是[0.058, 0.935]。低、中、高经济集聚水平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为 22,778.51、
8907.23、6815.45 hm²，分别占居民点总面积的 59.16%、23.14%、17.70%，以低集聚水平为主。经济集
聚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明显，集聚性较强，准确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集约评价结果相似性
较高。高集聚水平居民点用地分布在县域中心和县域西北部；中集聚水平居民点用地分布在高集聚区域
外侧，环绕高集聚区域分布，也有一部分零散分布在镇驻地周边地区。经济集聚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点
用地主要分布在曹城街道、磐石街道、清荷街道、王集镇、庄寨镇，均有一定的支柱产业。
空间集中指数范围是[0.055, 0.781]。低、中、高空间集中水平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为 12,785.15、
17,572.75、8143.29 hm²，分别占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的 33.21%、45.64%、21.15%，以中集中水平为
主。空间上看，中心城区附近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集中水平高，各镇驻地和县域西北部农村居民点用地
分布密度也较大。中空间集中水平居民点用地分布在高等级和低等级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
空间集中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分布在清荷街道、倪集街道、磐石街道、庄寨镇、桃源集镇。
综合集约指数范围是[0.124, 0.860]。低、中、高综合集约水平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为 15,223.02、
15,326.36、7951.81 hm²，分别占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的 39.54%、39.81%、20.65%，以中、低集约水
平为主。集约水平最高的居民点用地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周边和县域西北部的庄寨镇。庄寨镇是曹县的
经济发展强镇，较强的经济实力带动了乡镇企业发展，吸引了较多劳动力，集约利用水平高。中心城区
周边区位条件优越、适宜性条件好、经济发展较好，农村居民点用地集中分布也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
受到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条件限制，县域南端边远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集约水平较低，农村
居民点用地之间相对分散，集聚程度低，村庄发展受限，空间结构稳定性不足。综合集约水平较高的农
村居民点用地主要分布在曹城街道、倪集街道、王集镇、孙老家镇、侯集回族镇、庄寨镇。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本文针对研究区经济欠发达、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分散、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的实际情况，从土地集
约、经济集聚、空间集中 3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化水平，划分集约利用等级，
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基础。
本文结论如下：1) 曹县土地集约水平以中集约为主，不同等级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散乱，高、
中、低集约水平交叉分布；2) 经济集聚水平空间分布特征显著，以低集聚水平为主，与综合集约评价结
果相似度较高，证明经济发展情况对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程度较大；3) 空间集中水平以中集中水
平为主，高集中水平居民点用地集中分布，中集中水平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在高水平和低水平居民点用
地之间；4) 综合集约水平以中、低集约为主，中心城区附近的曹城街道、磐石街道、倪集街道、清荷街
道、王集镇和县域西北部的庄寨镇、桃源集镇等经济强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等级高，县域周边地区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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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中、低集约水平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区应注重盘活空闲地，活化闲置宅基地利用，可将其规划为公
园绿地或公共设施用地以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推动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实行，严格控制用地规模，适当新
建多层建筑楼；继续控制好宅基地利用规模，完善宅基地管理和使用制度，健全宅基地退出及有偿使用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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