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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预留法、灰色系统法以及粮食需求法等耕地保有量的预测方法, 并以桂林市资源县为例进行实例研究 ,得出了资源县耕地
的最高、最低和可能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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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paper , some predictive methods such as the total supply amount , GM( Grey Model ) and food demand were discussed . And took Ziyuan
County of Gui lin city as a case , the highest , lowest and possible quantity of cultivated land reserved were calcu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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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不仅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 也是整个农业生产的

基础。但近年来由于建设用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灾

害损毁等占用, 我国耕地正以较快速度减少和损毁。在某一

时期、某一区域内为了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 耕地保有量必

须达到一定数量。并且合理的耕地保有量也是确定全国及

各级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耕地保护任务和责任的前提。因

此对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有量的预测十分必要。

1  预测方法

1 .1  预留法  预留法是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土地利用适

宜性评价的基础上, 根据土地生产潜力、土地开发整理规划、

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建设用地扩张规模等进行分析, 对

规划年限内耕地的供给能力进行合理预测。其基本思想是

根据社会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 结合各部门用地需求 ,

考虑规划期间耕地减少和增加的各种可能性, 进行增减相抵

后得到规划期间耕地保有量。耕地减少主要去向为耕地转

用, 主要包括建设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3 大因

素; 耕地增加的主要来源为耕地补充, 主要包括土地整理、土

地开发和土地复垦。计算公式为 :

S = S1 + S2 + S3 + S4 + S5 - S6 - S7

其中, S 为耕地总需求量 , S1 为现有耕地面积, S2 为土地开

发增加耕地面积, S3 为土地整理增加的耕地面积, S4 为土地

复垦增加耕地面积, S5 为建设占用耕地面积, S6 为生态退耕

面积, S7 为农业结构调整面积。

依据上述公式可以先预测出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

在预测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时, 可用部门预测法、回归分

析法, 然后用权重法得出结果。在用回归分析法时, 要先根

据要素间的关系得出散点图, 依据散点图建立不同的方程 ;

然后根据资料得出耕地减少与补充预测量 ; 最后, 运用上述

公式计算出耕地保有量的值。

1 .2  粮食需求法 即通过粮食作物需求量预测耕地的需求

量, 然后根据耕地的供给量分析供需平衡, 确定耕地保有量。

首先预测区域内的人口数量, 可用机械增长法、自然增长法

等。根据预测出的人口数量和我国粮食消费标准以及农业

部等部门得出的全国人均粮食需求量预测粮食需求量 , 并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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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粮食需求量预测3 种不同增长方式( 高、中、低) 的粮食播

种面积。运用公式种植粮食需要耕地= 粮食播种面积/ 复种

指数、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需要耕地= 种植粮食需要耕地/

粮经比、实际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需要耕地= 粮食和经济作

物生产需要耕地×粮食自给率, 可以预测出种植粮食需要的

耕地、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需要耕地及实际粮食和经济作物

生产需要耕地的数量。其中, 低增长方式预测出来的指标就

是耕地最低保有量。

1 .3  灰色系统预测模型  控制理论中的灰色系统分析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分析工具, 在科学研究中应用相当广泛。灰色

系统是指既含已知又含未知或者非确知信息的系统, 是充分

利用灰色系统的已知信息来求解控制问题的方法。与传统

预测模型相比, 它建立的数字分析模型不仅适用样本数量较

少、波动较大的数列, 而且淡化了误差积累, 可用于未来时段

系统的预测。其基本思想是: 通过时序数据累加的生成模块

建立起来的 , 滤去原始序列中可能混入的随机量, 从上下波

动的时间序列中寻找某种隐含的规律性。对于 GM( 1 ,1) 模

型的拟合精度, 常采用后验差检验。用后验差比值C 及小误

差概率P 来确定模型的精度等级。

2  规划耕地保有量预测实例

2 .1 预留法

2 .1 .1 建设用地预测。

( 1) 部门预测法。由表1 可知, 用部门法预测出的规划期

内(2004～2020 年) 该县重点建设项目占用耕地量为673 .50hm2 ,

其中2005～2010 年358 .50 hm2 ,2011～2020 年315 .00 hm2 。

(2) 回归分析法。运用SPSS 软件建立3 次函数: Y2 =

2 290 .87 - 64 .687 47 x - 15 .061x2 + 1 .302 8x3 。式中 , x 为预

测年 , Y2 为是预测的建设用地面积( hm2) 。

该模型的相关系数 R = 0 .973 , 说明回归估计中两个样

本( 预测年和建设用地面积) 有很大的相关性。用回归方程

求得的预测值为: 阶段年 2010 年建设用地量为 3 819 .32

hm2 ,2005～2010 年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848 .47 hm2 ; 目标

年2020 年建设用地量为5 438 .45 hm2 ,2011 ～2020 年间建设

占用耕地面积为1 054 .38 hm2 。

  ( 3) 权重法。由于部门预测法比较客观的反映实际用

地需求量 , 所以取权重0 .8 , 用回归分析法做出的建设用地

预测值与实际建设用地相近, 取权重为0 .2 , 用权重法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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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作为预测结果 Y3 = Y1 ×0 .8 + Y2 ×0 .2。其中 Y3 是按前

两种方法权重综合的面积。可得出2005 ～2010 年423 .54

hm2 ,2011 ～2020 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438 .28 hm2 。

  表1 资源县2005～2020 年建设占用耕地预测 hm2

2005～2010 年2011 ～2020 年 规划期内

地类  占用耕地 占用耕地 占用耕地
居民点用地 合计    195 .50   175 .00   370 .50

市城区  
县城  40 .00 85 .00 125 .00
制镇  
集镇村庄 155 .50 90 .00 245 .50

独立工矿 55 .00 40 .00 95 .00
特殊用地 2 .00 2 .00 4 .00
交通用地 合计  65 .00 60 .00 125 .00

铁路  
公路  65 .00 60 .00 125 .00
其他  

水利 水电  38 .00 35 .00 73 .00
其他  3 .00 3 .00 6 .00

总计 358 .50 315 .00 673 .50
年均 59 .75 31 .50 42 .09

 注 : 资料来源于桂林市资源县统计局。下同。

2 .1 .2 耕地减少与补充预测。根据资源县提供的资料以

及总结上述建设用地的预测指标 , 得出资源县耕地减少与

补充预测如下( 表2) :

  表2 资源县耕地减少与补充预测 hm2

指数 类型    

2005～2010 年

规划指标

总量 年均

2011～2020 年

规划指标

总量 年均
耕地减少量 建设占用   423 .54 84 .708 438 .28  32 .04

生态退耕   0 0 0 0
农业结构调整 15 .7 3 .14 35 .59 3 .56
合计    439 .24 87 .848 473 .87 35 .6

耕地补充量 土地开发   238 .77 47 .75 155 .8 15 .58
土地整理   24 .60 5 .92 16 .00 1 .60
土地复垦   5 .40 1 .08 11 .88 1 .19
合计    268 .77 54 .75 183 .68 18 .37

2 .1 .3  预留法确定的耕地供给量预测。根据 S = S1 + S2 +

S3 + S4 + S5 - S6 - S7 , 以及2004 年耕地保有量为15 922 .56

hm2 , 可得:2010 年耕地供给量为15 922 .56 + 268 .77 - 423 .54

= 15 767 .79 hm2 ;2020 年耕地供给量为15 767 .79 + 183 .68 -

438 .38 = 15 513 .09 hm2 。

2 .2  粮食需求法

2 .2 .1 粮食需求量预测。根据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我国粮

食消费标准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研究, 全国人均粮食需

求量 ,2010 年为380 kg ,2020 年为400 kg 。根据资源县2010

年和2020 年总人口的预测,2010 年的粮食需求量为6 400t ,

2020 年的粮食需求量为68 000 t 。

2 .2 .2 粮食播种面积预测。根据国内外专家对我国未来

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增长速度的预测, 有高、中、低3 个方案,

其年均增长分别为2 .0 % 、1 .5 % 、1 .1 % 。

根据《资源统计手册( 2004 年) 》,2004 年资源县粮食播

种面 积为 9 360 hm2 , 粮 食产量 为 49 739 t , 粮食 单产 为

5 314 .00 kg/ hm2 。以2004 年为基期年, 预测阶段年2010 年

和目 标年 2020 年 的粮食 单产 分别为 : 2010 年, 高 增 长

5 984 .43 kg/ hm2 、中增长5 810 .56 kg/ hm2 、低增长 5 674 .51

kg/ hm2 ;2020 年, 高增长 7 294 .98 kg/ hm2 、中增长 6 743 .39

kg/ hm2 、低增长 6 330 .53 kg/ hm2 。粮食播种面积预测结果

是: 2010 年, 高 增 长10 665 .13 kg/ hm2 、中 增 长 10 984 . 26

kg/ hm2 、低增长11 247 .61 kg/ hm2 ;2020 年 , 高增长9 345 .206

kg/ hm2 、中增长10 109 .62 kg/ hm2 、低增长10 768 .94 kg/ hm2 。

2 .2 .3  种植粮食需要耕地预测。

种植粮食需要耕地= 粮食播种面积/ 复种指数

(1) 复种指数预测。根据统计资料, 预测 2010 年和

2020 年的复种指数分别为1 .74、1 .81 。

( 2) 种植粮食需要耕地预测。根据上述公式, 可以得到种

植粮食需要耕地面积的预测结果:2010 年, 高增长6 129 .384

hm2 , 中增长6 312 .794 hm2 , 低增长6464 .143 hm2 ;2020 年, 高增长

5 163 .097 hm2 、中增长5 585 .427 hm2 、低增长5949 .693 hm2。

2 .2 .4  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需要耕地预测。由表3 可知,

  表3 1998～2004 年资源县粮/ 经/ 其他作物播种面积情况表hm2

年份
农作物

播面积

粮食作物

播面积

经济作物

播面积

其他作物

播面积

1999 22 750 .00   11 315 .00 2 058 .00   9 377 .00

2000 22 523 .00 11 267 .00 2 136 .00 10 121 .00

2001 23 148 .40 10 518 .67 2 248 .13 10 381 .60

2002 23 748 .00 10 165 .00 2 282 .07 11 299 .87

2003 24 320 .60 9 386 .60 2 982 .73 11 951 .27

2004 26 397 .00 9 360 .00 4 132 .00 12 905 .00

  表4 资源县1996～2004 年耕地面积情况 hm2

年份 耕地 灌溉水田 望天田 水浇地 旱地 菜地

1996 15 371 .69 11 087 .65 22 .70 0 .00 4 258 .12  3 .23

1997 16 678 .97 11 075 .85 22 .70 0 .00 55 772 .53 3 .23

1998 16 663 .61 11 065 .67 22 .68 0 .00 5 572 .03 3 .23

1999 16 691 .79 11 062 .95 22 .67 0 .00 5 602 .90 3 .27

2000 16 692 .75 11 057 .25 22 .04 0 .00 5 610 .19 3 .27

2001 16 700 .80 11 054 .65 21 .78 0 .00 5 621 .17 3 .20

2002 16 587 .60 10 970 .19 21 .65 0 .00 5 592 .56 3 .20

2003 15 975 .19 10 485 .99 21 .65 0 .00 5 464 .36 3 .20

2004 15 922 .56 10 431 .94 18 .46 0 .00 5 426 .95 45 .20

2004 年粮食与经济作物及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关系

为35∶65 。根据1999 ～2004 年统计数据 , 该比值呈不断减少

的趋势。预测到2010 年要调整为33∶67 ,2020 年要调整为

31∶69 。由此得到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需要耕地面积预测

为:2010 年, 高增长12 444 .51 hm2 、中增长13 491 .45 hm2 、低

增长14 582 .41 hm2 ;2020 年 , 高增长11 492 .05 hm2 、中增长

13 086 .40 hm2 、低增长14 714 .30 hm2 。

2 .2 .5 实际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需要耕地预测。全国粮

食自给率有高中低 3 个方案 : 高方案为 100 % , 中方案为

95 % , 低方案为90 % 。则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需要耕地面

积预 测 结 果 为: 2010 年, 高 增 长12 444 .51 hm2 、中 增 长

12 816 .88 hm2 、低 增 长 13 124 . 17 hm2 ; 2020 年 , 高 增 长

11 492 .05 hm2 、中增长12 432 .08 hm2 、低增长13 242 .87 hm2 。

即到2010 年资源县耕地最低保有量为13 124 .17 hm2 ; 到

2020 年资源县耕地最低保有量为13 242 .87 hm2 。

2 .3  灰色系统法   以1996 ～2004 年资源县的耕地资料

( 表4) 进行分析计算, 得预测模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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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 减少瓶内的溶氧量; 水蒸气不断溢出瓶外, 使瓶内气

体不断减少。此时封盖 , 瓶内形成了一定的真空度。而在该

温度下, 涂在瓶塞的石蜡遇热熔解, 粘在瓶与瓶塞之间, 增加

了瓶塞和瓶的密封度, 即增加了玻璃瓶的密闭性, 使蕨菜能

更好地储藏。封瓶后, 迅速令瓶内的温度下降到室温, 能防

止余热对乌毛蕨叶绿素等组织的进一步伤害。

2 .3 食盐、柠檬酸质量分数配比的确定 试验表明, 质量分

数配比为0 .1 % 柠檬酸加1 .5 % 食盐溶液处理储藏保鲜所得

的蕨菜, 在感官检测和理化检测上, 都能得到较满意的效果。

感官检测结果显示 , 该种质量分数配比处理的蕨菜比其他质

量分数配比处理的要好; 理化检测结果显示,0 .1 % 柠檬酸加

1 .5 % 食盐溶液处理与质量分数配比为0 .2 % 柠檬酸加2 .0 %

食盐溶液处理储藏保鲜所得的蕨菜相差不大。但感官检测

结果显示 , 柠檬酸浓度增加到0 .2 % 时, 蕨菜口感过酸, 影响

蕨菜风味。因此, 在该试验所用的处理方法中 , 最优的食盐、

柠檬酸质量分数配比为0 .1 % + 1 .5 % 。

3  讨论

3 .1 材料的采收 为了便于采收, 应在开春后 , 乌毛蕨的幼

叶未展开之前, 铲除蕨菜周边的杂草, 除去枯叶, 让幼叶获得

更多的营养, 长得更粗壮。采收时间最好选在3 ～6 月份雨

后的晴天。采收时, 选取长相为株高20 ～25 c m、羽状小叶尚

未展开呈“抱拳”状、鲜嫩粗壮、无病害虫感染的植株。把嫩

叶从根状部2 c m 以上未老化处折断或用刀割断 , 整齐放入竹

筐或塑料袋中, 及时带回室内处理加工, 防止老化、变色, 确

保加工制品的质量。

3 .2  添加剂的选择 选用食盐和柠檬酸作为添加剂有很多

优点。①食盐添加后, 可溶解于食品的水分中, 减少水中溶

氧量, 抑制好气微生物的生长。当食盐水溶液接近2 % 时, 便

引起细胞脱水, 盐分则向细胞内渗透, 这样就造成了细胞的

死亡和细胞内酶的自行消化。进而使淀粉转化为糖, 蛋白质

分解为肽和氨基酸 , 口味增加。②柠檬酸的加入, 能显著降

低微生物的耐盐性, 也降低了溶液的pH 值。根据食品pH 值

范围( > 4 .5) 的特点, 蕨菜属于非酸性食品。当微生物生长

环境的pH 值约4～9 .5 时, 微生物即受抑制甚至死亡, 因此 ,

柠檬酸因降低了溶液的pH 值而起到了抑制微生物生长的作

用。③柠檬酸的酸味可掩蔽或减少某些异味, 对香味有增强

效果和合香效果, 且具有螯合金属离子的能力。因此在食品

中添加适量的柠檬酸, 可以抑制某些金属离子的不利影响。

④食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须调味品, 低浓度的食盐溶液

对人体无害 , 而柠檬酸具有可口的醇和酸的味道, 并能促进

消化液的分泌, 且我国规定: 柠檬酸可在各类食品中按“正常

生产需要”添加。因此在蕨菜加工过程中使用食盐和柠檬酸

对人体无害。

3 .3 储藏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在乌毛蕨的贮藏保鲜过程

中, 应避强光储藏 , 并应经常检查瓶盖是否密封, 有无漏气现

象以及储藏液体表层是否有病菌生长。如有发现 , 应及时清

除, 防止病菌进一步生长后感染其他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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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2 614 438 .125 229e - 0 .006 472t + 2 629 809 .815 229

式中 , r 为灰色模型预测的耕地面积 , t 为目标年与基期年

2004 年的差对于 GM( 1 ,1) 模型的拟合精度检验值。经精度

检验 , 对当前模型的评价为 :

C = 0 .426 0 好

p = 1 .000 0 很好

  用灰色模型求得的预测值为 : 阶段年2010 年耕地面积

为15 504 .20 hm2 ; 目标年2020 年耕地面积为14 532 .61 hm2 。

3  耕地保有量预测值的确定

预留法的预测结果是从耕地供给方面考虑规划阶段年

和目标年能提供的最大耕地数量。灰色系统法是利用历年

的数据进行预测 , 虽然该法建立数学模型对耕地保有量进

行分析预测的拟合优度很高 , 但预测结果并不能完全符合

实际。对耕地可能保有量的确定主要以预留法为主, 参考

其他方法进行调整, 分别取权重为预留法0 .7 , 灰色系统法

0 .2 , 粮食需求预测法0 .1 , 确定阶段年2010 年资源县耕地

保有量为15 450 .71 hm2 ,2020 年为15 089 .97 hm2 。得出耕地

保有量预测的结果( 表5) 。

  表5 资源县耕地保有量预测 hm2

耕地保有量 2004～2010 年 2010～2020 年

最低保有量 13 124 .17 13 242 .87

可能保有量 15 450 .71 15 089 .97

最高保有量 15 767 .79 15 51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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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材料与方法
清楚地交代出试验设计、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等。研究对象如品种、肥料、农药、土壤、病虫害等名称应交代清楚; 还应

交代试验必要的范围、重复次数及样本大小。对一般的研究方法注明出处即可, 如采用×××方法[ 2] ( [ 2] 为在参考文献中

的序号) 。对于有所改进或新的方法要详细叙述, 以便他人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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