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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泸定县耕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 采用多项式拟合和多元逐步回归法构建了泸定县耕地需求影响分析数学模型 , 据此
预测到2020 年泸定县耕地保有量至少为5 339 .75 hm2 , 提出了泸定县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以期在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的前提下实现泸定县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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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Stock of Cultivated Landin Luding Count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ts Protection and Use
LI Zhe et al  (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Chengdu , Sichuan 610059)
Abstract  Based onth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Luding County , the multi nomial fitting and stepwise method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influence analysis about cultivated land i n Ludi ng County .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nd related analysis , the
stock of cultivated land in Luding County would be 5 339 .75 hm2at least in 2020 , then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bout protection and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Luding County were proposed to keep the dynamic balanc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uding Coun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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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占有量极为贫乏的国家之一, 面

对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耕地保护往往

陷入两难处境, 有效解决耕地占用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是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需要在综合权衡

各类用地的耕地占用需求和粮食保障的耕地需求之后 , 确定

耕地的保有量[ 1] 。川西高原地区( 甘孜、阿坝、凉山州等经济

欠发达地区) , 由于资金匮乏与技术落后, 在耕地需求量预测

上存在以下问题: ①耕地保有量的预测多采用粮食需求预测

法。该方法是在确保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对耕地保有量的预

测, 未结合当地国民经济与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 导致当地

的耕地保护目标很难实现[ 2] ; ②在建立预测模型时, 往往根

据经验选择影响因子 , 人为影响较大。实际问题的要素间可

能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性, 因而给预测模型的估计带来不合

理的解释。同时要素的一次性引入易导致计算量增大 , 运算

效率降低, 精度不够等问题。

综上所述 , 川西高原地区过去在耕地保有量预测上准确

度不高, 不仅造成了耕地的浪费, 而且在耕地日益紧缺的情

况下, 还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为此, 笔者基

于泸定县耕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试图通过耕地需求

与社会经济发展多元回归分析找到耕地保有量较为准确的

预测方法, 为实现泸定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1  泸定县耕地利用现状

泸定县位于四川省西部二郎山西麓 , 甘孜州东南部, 界

于邛崃山脉与大雪山脉之间, 幅员2 165 .35 km2( 其中不含争

议区面积198 .48 km2) , 折合216 534 .75 hm2 。根据对泸定县

2003 年土地利用现状遥感解译数据及国土资源局提供的相

关资料 , 得出泸定县2005 年土地利用结构( 表1) [ 3] 。

从表1 可以看出, 泸定县耕地面积小, 仅占全县总面积

的2 .39 % 。2005 年全县总人口为79 215 人, 人均占有耕地面

积仅有0 .065 hm2 。泸定县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区, 耕地分布

的地域差异性明显,90 % 以上耕地分布于大渡河及其支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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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海拔2 200 m 以下的河谷和中低山带, 这些地方正是泸

定县人口、城镇、及其它建设项目集中配置的地区。显然, 随

着泸定县社会经济的发展, 耕地保护形势日趋严峻[ 3] 。

  表1 泸定县2005 年土地利用结构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比例∥%

农用地 耕地 5 183 .99    2 .39

园地 189 .39 0 .09

林地 122 560 .04 56 .60

牧草地 49 492 .06 22 .86

其他农用地 764 .27 0 .35

小计 178 189 .75 82 .29

建设用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803 .75 0 .37

交通用地 384 .97 0 .18

水利设施用地 12 .86 0 .01

小计 1 201 .57 0 .56

未利用地 未利用土地 21 602 .07 9 .98

其他土地 15 541 .35 7 .18

小计 37 143 .42 17 .16

合计 216 534 .75 100

2  泸定县耕地保有量预测

2 .1  研究方法  由于耕地保有量受多种因素影响, 笔者采

用多元逐步回归法建模。在 MATLAB 的逐步回归( Stepwise)

工作环境下, 首先将1997 ～2005 年的耕地面积与可能影响其

变化的各个因子的数据以矩阵形式输入, 筛选出最优因子 ,

然后对单因子进行预测 , 建立回归模型 , 通过对模型显著性

检验与精度估计, 判断其显著性, 最后将相关数据代入回归

模型计算, 得出规划期内各年份的耕地保有量[ 4] 。

2 .2  模型的建立 根据1997 ～2005 年泸定县耕地数量变化

分析, 退耕还林、自然灾毁和建设用地占用是造成耕地数量

变化的主要因素。但是泸定县≥25°的陡坡耕地已全部退耕

还林, 因此不再将其作为影响耕地保有量的重要因子。建设

用地的增加与经济社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由表2 可以看

出,GDP 和总人口的增长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对泸定县

耕地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然 , 经济的快速发展、城

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将对耕地数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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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初步选用城镇化水平( X1) 、总人口

( X2) 、GDP( X3) 、灾毁地( X4) 等作为影响耕地面积( Y) 的主要

因子, 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Y= b0 + b1 X1 + b2 X2 + b3 X3 + b4 X4

式中:b0 、b1 、b2 、b3 、b4 为待定参数。

  表2 泸定县历年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

年份
GDP

万元

城镇人口

人

总人口

人

城镇化水平

%

耕地面积

hm2

1997 18 606 12 759 74 473 17 .13 7 575

1998 20 039 12 935 75 041 17 .24 7 611

1999 20 477 13 063 75 734 17 .25 7 585

2000 19 057 13 311 76 536 17 .39 5 268

2001 22 685 13 546 77 099 17 .57 6 781

2002 27 451 13 813 77 279 17 .87 5 570

2003 28 480 14 685 77 537 18 .94 5 392

2004 32 547 15 696 78 033 20 .11 5 386

2005 37 288 16 173 79 215 20 .42 5 184

  采用 MATLAB 逐步回归( Stepwise) 工作环境进行因子筛

选( 图1 ～2) , 发现由 GDP( X1) 、总人口( X2) 与城市化水平

( X3) 组成的模型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和较小的均方差 , 并且

变量个数较少, 显著性较高 , 误差控制在3 % 之内 , 所以是最

合适的模型, 于是生成模型如下:

Y= 10 711 .6 - 0 .002 X1 - 0 .01 X2 - 1 047 X3

图1 均方差

图2 逐步回归工作界面

2 .3 单因子预测

2 .3 .1 城镇化水平与 GDP 预测。泸定县近年来的城市化水

平不断提高, 用表2 中历年城市化水平数据作出城市化趋势

图( 图3) 。从图3 可以看出, 历年城市化水平与年份成某种

函数关系 , 于是考虑用非线性模型进行预测。数学理论已证

明, 任何连续函数可用足够高阶的多项式任意逼近, 笔者选

择采用多项式拟合法[ 4] 。设一个一元二次多项式为:

y = ax2 + bx + c ,

式中: y 为城市化水平, x 为预测年限( 1997 年, x = 1 ;1998 年 ,

x = 2 ; ⋯⋯) ;a、b 、c 为待定参数。

令 x1 = x2 , x2 = x , 上式化为二元线性回归方程, 经计算

得到城市化水平的预测方程为:

y = 0 .08 x2 - 0 .36x + 17 .50 ;

相关系数为:r = 0 .98 > α0 .01 = 0 .75。

经检验说明: x 和 y 的相关性是显著的, 可以用此模型

进行预测。经计算, 理论上2010 、2020 年泸定县城镇化水平

分别为 :

y2010 = 0 .08×142 - 0 .36 ×14 + 17 .50 = 27 .89( %) ;

y2020 = 0 .08×242 - 0 .36 ×24 + 17 .50 = 54 .14( %) 。

图3 泸定县城市化水平预测分析

  考虑到泸定县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段, 受地

理、区位等诸多因素影响, 今后城镇化增长速度可能小于理论值,

故2020 年城镇化水平取[27 .89 ,54.14] 的中间值,即41 .02 %。

用表2 中历年GDP 数据做出GDP 趋势图( 图4) 。从图4

可以看出 , 历年 GDP 水平与年份也成某种函数关系 , 同样采

用多项式拟合法进行预测。经计算泸定县2020 年 GDP 水平

为186 210 万元。

图4 泸定县GDP 预测分析

2 .3 .2  人口预测。采用自然增长法, 利用公式: W= W0

(1 + a) n ,式中: W, 规划目标年规划区的人口数量; W0 , 规划基

期年规划区的人口数量; a , 规划基期年至规划目标年人口平

均增长率; n , 规划年数; 根据泸定县历年总人口统计, 计算出

W0 = 79 215 , a = 0 .8 % 。所以预测2020 年泸定县的人口数量

为: W2020 = 79 215×(1 + 0 .8 %) 15 = 89 272( 人) , 取8 .93 万人。

2 .4  预测结果 将GDP( X1) 、总人口( X2) 、城镇化水平( X3)

的预测 值代入 模型 Y = 10 711 .6 - 0 .002 X1 - 0 .01 X2 -

1 047 X3 , 计算得到泸定县2020 年的耕地保有量( 含近年来已

退耕还林的耕地面积)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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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20 = 10 711 .6 - 0 .002 ×180 000 - 0 .01 ×89 300 - 1 047

×55 % = 8 882 .75 hm2。

减去近年来退耕还林面积3 543 hm2 , 预测到2020 年泸定

县的耕地保有量至少应为5 339 .75 hm2 。

3  实现泸定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对策与建议

目前泸定县的耕地保有量仅为5 184 hm2 , 即使不被建设

占用, 距2020 年耕地资源保有量预测值仍差150 hm2 左右。

事实上, 一方面求发展, 需要增加建设用地, 必然要占用和减

少耕地; 另一方面 , 为求生存保障而重视粮食生产, 必须保护

耕地, 特别是保证基本农田。占用耕地和保护耕地出现刚性

对立, 是现在和将来较长时期内泸定县土地利用中的一对主

要矛盾。为协调这对矛盾, 在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前提

下实现泸定县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与建议[ 5] 。

3 .1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

进行植树等行为, 切实做好基本农田“五不准”。经批准占用

基本农田的 , 建设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的规定履行耕地开垦义务 ; 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

地不符合要求的, 应当缴纳耕地开垦费;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 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

基本农田的数量不减少。

3 .2 切实贯彻节约集约科学用地  土地是民生之本, 发展

之基, 财富之母。土地是我们的“生命线”, 生产农产品需要

土地, 发展工业离不开土地, 城市建设更需要土地。所谓节

约集约用地, 主要包括以下3 层含义: ①节约用地, 就是各项

建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 , 千方百计地不占或少占耕地; ②集

约用地, 每宗建设用地必须提高投入产出的强度, 提高土地

利用的集约化程度; ③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 合理安排土地

投放的数量和节奏, 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 挖掘用地潜

力, 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土地集约利用, 是推进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实

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必由之路。节约集约用地, 是建设节

约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泸定县应坚定不移地按照“三个集

中”的原则, 切实贯彻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 引导工业向园区

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推行旧城改

造, 整合城镇存量土地; 积极整理农村宅基地, 改造旧村址 ,

治理“空心村”; 科学调整工业用地布局, 打造“节地型”企业。

3 .3  努力开发耕地生产潜力 泸定县现有耕地80 % 属于

中低产田, 生产力现状还较差, 水平偏低, 还有很大潜力可开

发。只要加大投入, 不断进行坡耕地的水土流失治理和培

肥, 大力发展水利设施, 改善排灌条件, 有望把1/ 3 左右的中

产地建设成为高产稳产地,1/ 2 左右的低产地改造成为中产

地, 产量和经济效益将有较大提高, 相当于在现有基础上增

加耕地面积, 开发了耕地潜力。

目前泸定县耕地中旱地多为一年一熟, 冬闲地占总耕地

的70 .1 % , 复种指数仅为147 .0 % , 比全省平均( 236 .8 %) 低89 .8

个百分点, 而泸定县中、低山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盆周山地条件

相差不大, 因而仍有潜力可开发。通过充分利用县内丰富的

光、热、水、气资源, 实行内涵型深度开发,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改革耕作制度, 因地制宜地加大间作、套种面积, 复种指数是可

以大大提高的, 从而极大提高全县耕地的开发利用潜力。

3 .4 加强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和农地整理 

( 1) 泸定县有大量的土地至今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加以利

用, 未利用土地成为泸定县重要的可供开发利用后备土地资

源。根据泸定县后备土地资源调查数据统计, 泸定县可开发

的后备土地资源为1 434 .38 hm2 。应根据泸定县资源环境、

社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以及资金投入的现实可

能性,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合理确定逐年开发比例 , 以保证

耕地资源的持续、稳定供给, 从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 2) 泸定县现有耕地地块规模较小, 布局散乱, 地块中分

布较多的其他闲散地, 应加强土地平整 , 农田灌排设施的配

套和土壤改良, 田、路、渠、林的合理布局, 从而增加耕地面

积, 改善土地利用条件, 增加耕地潜力。

(3) 通过牧草地改良和合理放牧, 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

积牧草地的载畜量, 从而达到节约牧草地的目的。可以因地

制宜地将节约出来的牧草地调整为园地和耕地, 从而增加耕

地面积[ 1] 。

4  结语

( 1) 通过对泸定县耕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分析

表明, 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是影响耕

地资源量的最主要因子, 可以依据耕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关系构建泸定县耕地保有量预测模型, 并预测2020 年泸定

县耕地资源保有量至少为5 339 .75 hm2 。

(2) 通过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切实贯彻节约集

约科学用地 , 努力提高耕地生产潜力, 加强后备土地资源开

发和农地整理等措施 , 保证在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前提下实

现泸定县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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