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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objective demand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nature, with
many land remediation projects as the basis of practice, with soi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the land engineering theory has gradually been formed. It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of social progress, including: degraded land use engineering, contaminated land restoration, low-yield land upgrading, construction of land conditioning, and information land construction. The proposal of this theory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ociety,
and ec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e important issue before us is how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land engineering theory so as to guide our production practice more scientifically.

Keywords
Land Engineering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Land Engineering Theory, Perfect Land Engineering
Theory

土地工程理论研究及发展措施
李

娟1,2,3,4

1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西安
陕西省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西安
3
国土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4
陕西省土地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2

文章引用: 李娟. 土地工程理论研究及发展措施[J].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2018, 6(2): 11-15.
DOI: 10.12677/ulu.2018.62002

李娟

收稿日期：2018年3月18日；录用日期：2018年3月27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4日

摘

要

在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需求下，以诸多土地整治工程为实践基础，以土壤学、工程学为理论
条件，逐步形成了土地工程理论。它是社会进步的历史产物，包括：退化土地利用工程、污染土地修复
工程、低产土地提升工程、建设土地整备工程、信息土地建设工程五个方面。这一理论的提出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
将土地工程理论充实、完善，以便于更加科学的指导我们的生产实践。

关键词
土地工程理论，土地工程理论意义，完善土地工程理论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膨胀，土地的需求量日益加大。一方面，人
口增多，需要保证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需要占用大量的耕
地，但是日趋脆弱的生态系统不允许人类对土地进行肆意的开发利用。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土地
资源，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1]。
截止 2014 年全国土壤荒漠化、
沙化面积分别占国土面积竟高达 27.2%、
17.9% [2]；又如重金属、有机物、放射性物质造成的土壤污染，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3]
显示土壤总的超标率也达到了 16.1%；再如城市建设、交通建设造成城市周边耕地逐年减少，在 1997~2005
年间耕地就以 20.3 × 104 hm2/年的速度被建设占用，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此数据可想而知，等等。所有
这一系列的土地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人们也很快的意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在国家占补平衡政策的引导下开展了大量的土地整
治工程，主要进行了退化土地利用、污染土地修复、低产土地提升、建设土地整备、信息土地建设[4]等
五个方向的工程建设。并以此为实践基础，以土壤学、工程学为主要理论条件，逐步形成了土地工程理
论。长安大学土地工程专业的设立、招生标志着土地工程学科的建立、土地工程理论的日臻成熟[5]。
本文将从土地工程理论的内容，提出的影响、意义，如何发展土地工程等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
充实、完善土地工程理论，便于更加科学的指导我们的生产实践提供帮助。

2. 土地工程理论内容
2.1. 退化土地利用
退化土地是指在人类干预下生物生产潜力或使用价值显著下降的土地[6]。主要包括沙地、荒漠地、
盐碱地、废弃河道、废弃宅基地等等非农业用地。因此，退化土地工程就是对这些类型的土地进行开发、
整治。退化土地工程理论则是以解决土地生产力为主而形成的复配成土技术、客土置换技术、增减改良
盐碱地技术等理论，在土地整治、开发造田的过程中形成并指导着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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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污染土地修复
污染土壤修复是指应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消除或降低污染土壤对环境的影响。污染土地修复
按土地类型可分为污染农田修复、污染场地修复；按污染物类型可分为无机污染修复、有机污染修复[7]。
目前，绿色与环境友好的土壤生物修复技术、联合杂交的土壤综合修复技术、原位土壤修复技术、环境
功能修复材料的筛选应用技术以及设备化的快速场地污染土壤修复技术[8]等诸多技术的不断探究与实
践，使得污染土地修复工程理论逐步完善，也为其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2.3. 低产土地提升
低产土地提升是为了满足某区域内主要作物高产稳产生长需求，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
采取工程措施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9]。主要包括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农业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等。

2.4. 建设土地整备
建设土地整备是指付出一定的投资(土地开发建设费用)，通过工程手段向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工矿、
能源、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旅游、军事等提供建设用地。主要施工方向包括清表工程、平整
工程、配套工程等。

2.5. 信息土地建设
信息土地建设是指在土地复垦、土壤修复、土地规划等等与土地相关的实践工程过程中使其数字化，
应用监测、仿真、计算等方式实现土地工程信息化。比如：3S 技术、土地信息实时在线监测、远程智能
操控平台、大型土地工程建设模拟等[10]。正是这些技术的完善才使得土地工程走在了科技的前沿。

3. 土地工程理论提出的意义
土地工程理论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是在满足土地整治市场、支撑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提高专业水
平应用科学从事行业工作等等诸多需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1]。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生态
方面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土地工程是稳定国内外局势的前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逐渐变为资
源的竞争。俗话说地生万物，土地作为各种资源之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地工程是提升土地资源竞
争力的重要方式，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2]、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稳定国内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二、土地工程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虽然我国现在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飞速前进，但是农
业的基础地位从未改变，作为农业基础的土地显得尤为重要。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如火如荼进行的今天，
土地工程在土地供给侧结构改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土地整治由数量的增长向质量的提升转
变；促进土地使用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促进农业生产由人力型向机械化型转变。为经济高速发展提
供了不竭的动力。
三、土地工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城乡一体化的保障[13]。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优质的土地是高
产的前提。土地工程正是将沙地、荒漠地、盐碱地等等这些退化土地整治成为高标准农田，将污染土地
修复成可利用土地等等，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土地工程还将一些土地开发、整理
为建设用地，建立信息化土地，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奠定基础。
四、土地工程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以土地为载体的土壤是连接无机界和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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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纽带；是地球上物质循环、能量迁移与转化的重要场所[14]。土壤在为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输送动力
的同时，也在净化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而土地工程则是应用工程手段提升土壤质量、科学整治土地，
保证土地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绿色的土壤环境。

4. 如何发展土地工程
从当下需求的合宜性来看，土地工程的研究对增加土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经济发展，生态和谐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开展土地工程研究，可以有效的发掘未利用
土地的潜力，增加土地利用多样性，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效破解城乡建设用地的保障难题。土地工程
针对未利用土地和低效利用土地进行研究，应作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长远战略目标和促进人地关系和谐
发展的重要手段。土地工程是解决耕地占补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并能有效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土地工程对于新增洁净建设用地的贡献也是经济和谐发展的基
础。从长远看，土地工程着眼于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现代化建设，能有效减少新一轮新农村建设
中的“过程性浪费”，并引导和动员农民直接向城镇集中，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社会的建设速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升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但是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
应该从以下四方面逐步完善土地工程理论、发展土地工程行业[15]。
一、问题是导向。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都是以实践为基础、问题为导向的，土地工程也不例外。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以工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归纳总结、不
断提高对土地工程的认识。从而更加规范土地工程理论、更加科学指导土地工程实践。
二、创新是关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源于创新。在大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新兴
行业的我们也要不断创新，从工程一线开始，从小事开始。只有这样我们对土地工程才能有更深入的认
识，从而逐步掌握行业核心技术。
三、人才是根本。创新需要人才，发展需要人才，土地工程的未来更需要人才。我们应该培养更多
的人才来满足土地工程项目建设的需求，满足土地资源管理工作的需求，满足土地工程学科建设的需求，
满足土地工程理论完善的需求。
四、交流是途径。土地工程是一个融合土壤学、工程学、生态学、水土保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交
流是必不可少的，在交流中探讨问题，在探讨中完善理论。另外，土地工程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国内的
研究毕竟局限，因此更应该注意国际合作交流，去粗取精。
抓住问题、注重创新、培养人才，土地工程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加快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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