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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科学评价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简称“两区”） 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是优化农业生产布局，遴选主要品种和优势产区，实现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精准化管理的重要手段。
［方法］ 以物—场模型为基础，构建基于耕地适宜性、耕地多功能协调性以及周围环境影响辐射场的“两
区”划定合理性评价模型；借助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对“两区”划定的合理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和分
析；综合考虑“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等级及空间集聚类型，采用矩阵组合法对“两区”划定合理性进行
优化布局。［结果］ 选取鹤峰县为研究区域，对其 2019 年“两区”划定结果进行分析，评价“两区”空间
布局的合理性，将评价结果划分为 4 种类型：高度合理区、中度合理区、一般合理区和较低合理区，并针
对不同类型区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通过定量化评价分析，鹤峰县“两区”划定结果整体上较为合理，其

中合理区面积占“两区”总面积的 91.58%。［结论］ 该研究为“两区”空间布局合理性评价提供了思路和
方法，可为“两区”空间布局优化、促进“两区”功能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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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简称“两区”，下同） 划定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一项

重大农业工程，是落实我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充足供给，
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2017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 文件，“两区”划定工作全面开展 ［1］。该指导意见明确要

求“两区”划定应遵循划优、划足和划实的原则，按照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优化农业种植布局，提高农民收入来确定“两区”的数量指标。划定标准主要以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
选择坡度平缓，相对集中连片，水土资源条件较好，农业排灌设施比较完备，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粮食
种植传统的高产优质耕地。同时，应优先考虑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划入“两区”。
但在“两区”划定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乏科学实用方法，大多凭靠经验划定，导致
规划方案制定的科学依据不充分；二是受限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各种规划冲突，“两区”划定的空
间布局存在以次充好、以劣补优、以分散代替连片的现象，导致高产优质的耕地未如实划入“两区”。因
收稿日期：2019-04-27
作者简介： 王丽 （1987—），女，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自然资源评价与土地利用
※通讯作者： 周勇 （1964—），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3S 技术应用与自然资源评价研究。Email：yzhou@mail.ccnu.
edu.cn

* 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0 年来江汉平原土地利用演变对流域水资源影响及生态环境响应”（41271534）；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可持续利用耕地分等定级指标体系、模型及信息系统集成”（40971218）；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重点项目“湘鄂皖赣区 （湖

南、湖北、安徽、江西） 耕地质量分等相关国家级参数验证、论证、指导”(2018-02-10)；农业农村部重点项目“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2018-05-10）

第1期

王

丽等：基于物—场模型的“两区”划定空间布局合理性评价

117

此，如何科学评价“两区”空间布局的合理性，提高“两区”划定的质量，对于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两区”划定开展了一些研究。吴荣光 ［2］ 等采用约束性 De⁃
launay 三角网模型批量实现“两区”地块的生成，提高了工作效率。游炯 ［3］ 等分析了多源农地空间数据

在“两区”划定中的运用，指出需要在具体的应用中甄别信息的可用性。蔡磊 ［4］ 等综合运用景观指数和
空间自相关算法，研究耕地破碎化的集聚特点，提出了“两区”破碎化耕地管护的建议。邓春秀 ［5］ 认为
“两区”数据库建设要与国土三调、耕地质量等别和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相衔接。然而目前关于“两区”
划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划定过程及方法的优化，对于其划定的合理性评价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文章
以湖北省西南山区鹤峰县为研究区域，借助物—场模型理论和方法，构建基于耕地适宜性、耕地多功能
协调性和周围环境影响场的评价模型，评价“两区”划定的合理性，综合考虑“两区”划定的合理性评
价等级及空间集聚类型，采用矩阵组合法对“两区”空间布局的合理性进行分类，为优化“两区”空间
布局、推进“两区”科学管护工作、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1

理论与方法

1.1

1.1.1

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构建
物—场模型是一种用于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问题的新理论与方法 ［6］，是指一个基本系统的功能，

由执行物、接受物和场 3 个基本要素组成 ［7］，如图 1a 所示。物质是指物体或过程，可以表示设施、社会

组织、技术系统、社会环境等；场一般用来表示物质之间的互相作用，用来连接物质；功能是指系统通
过 3 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所引起的效应。“两区”划定的效应可以看作是物—场模型的一种演化，体现在

“两区”划定对耕地自然环境条件的要求和促进功能协调发展所引起的积极影响，因此该文借鉴物—场模
型评价“两区”划定的合理性，阐释“两区”划定和耕地自然条件及耕地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两区”与其周围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可看作一个系统。根据系统理论，“两区”划定对周围环境产
生的影响是一种系统效应，不仅取决于“两区”对耕地自然环境条件的要求，还取决于周围社会经济发
展要求“两区”应具有多重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根据物—场模型，可以将“两区”划定
物—场模型理解为“两区”划定、“两区”自然条件及功能要素影响以及彼此之间互相作用的影响场三大
要素相结合所引起的环境系统效应，如图 1b 所示。

a. 物—场模型

b.“两区”划定的物—场模型

图1

1.1.2

理论框架分析

图 1b“两区”划定物—场模型的执行物“两区”划定是以基本农田为基础，优先把集中连片、水土

条件较好、农业基础设施完善的优质耕地及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区划为“两区”，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图 1b“两区”划定的物—场模型的接受物为“两区”划定影响的对象，是指“两区”划定对耕地自

然环境条件的要求和耕地功能产生积极的效应。耕地自然环境条件是确定“两区”空间布局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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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区”划定相关政策、《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2016） 及相关参考文献，该文从耕地本底条

件、区位条件和空间形态，选取耕地质量等级指数、耕作距离、耕作便捷度、交通通达度、集中连片度
和田块规整度 6 项指标作为评价耕地综合质量的指标。耕地质量等级指数反映耕地的自然质量，从地形因

子、土壤物理化学性状、田间工程建设、土壤清洁程度等几个方面选取地形部位、耕层质地、质地构型、
障碍因素、有效土层厚度、土壤容重、pH、有机质、有效磷、速效钾、排水能力、灌溉能力、生物多样

性、农田林网化、清洁程度、海拔 16 项指标 ［8］，测度耕地的地力水平。区位条件反映耕地经营耕作的便

利程度，影响农户利用土地的方式 ［9］，包括耕作距离、耕作便捷度和道路通达度。耕作距离是指耕地图
斑到农村居民地的距离。耕作便捷度是指耕地图斑到农村道路的距离。道路通达度是指耕地图斑到交通
干线的距离。耕地空间形态的集聚性不仅利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耕地功能要素协调发展，还可以遏制
因耕地利用不当引起的景观破碎，确保耕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0］，包括集中连片度和田块规整度。集中
连片度是指“两区”地块大面积的集中，有利于农户高效耕作，增强耕地的规模效益。田块规整度反映
耕地图斑形状的规则程度，田块越规则，越利于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并且对生产者经营耕地的效率产
生重要影响。
“两区”划定对耕地功能产生积极的效应，即为耕地功能要素协调性，是指粮食生产功能保护区和重
要农产品保护区能够促进耕地功能系统整体和谐有序良性发展 ［11］。通过实地调研和查阅文献，该文选取

“两区”的生产功能、生态服务功能、景观文化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4 个指标作为评价耕地功能要素的协

调性 ［12-14］。生产功能是指“两区”为人类提供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升农业
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生态服务功能反映“两区”不仅通过作物生长可以保持土壤肥力、涵养水源、增加
碳储汇以调节气候和维持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通过自然代谢对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进行净
化；景观文化功能体现在“两区”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载体，是农业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往往与周围景
观相融合形成流畅的具有视觉美感的景观序列，可以供人们观光旅游，体验乡土文化，展现特殊的景观
文化教育功能；社会服务功能表现在“两区”是保障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具有就业保障、

生活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等功能 ［10］。图 1b“两区”划物—场模型的场为周围环境影响场，是指“两区”
划定和周围耕地功能要素互相作用的形式，是“两区”空间布局产生的一种影响辐射场，具有距离衰减
作用。“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的理论框架分析如图 2 所示。

图 2 “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理论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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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
“两区”划定的合理性评价是指测度“两区”划定的系统影响效应。根据物—场模型，“两区”划定

的合理性是指“两区”耕地适宜性与“两区”耕地多功能的协调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该文采用空间
相互作用引力模型，将“两区”划定的合理性定义为“两区”耕地适宜性、“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和
距离系数 3 要素的乘积。因此，在考虑一种耕地功能要素影响的情况下，将“两区”划定的合理性评价模
型定义为：

I ij = α i•β ij•γ ij

（1）

式 （1） 中，I ij 为考虑第 j 种耕地功能的第 i 个“两区”图斑划定的合理性指数；其中，α i 为第 i 个“两

区”图斑的耕地适宜性指数； β ij 为第 i 个“两区”图斑周围第 j 种耕地功能协调性指数； γ ij 为第 i 个“两
区”图斑和第 j 种耕地功能相互作用的距离系数。

由于“两区”具有多种耕地功能类型，“两区”划定的合理性应综合评价“两区”划定与多种耕地功
能的影响。因此，在考虑受多种耕地功能要素影响的情况下，将“两区”划定的合理性评价模型定义为：
I i = ∑I ij = ∑α i•β ij•γ ij
n

n

j=1

j=1

（2）

式 （2） 中， I i 为考虑受多种耕地功能要素影响的第 i 个“两区”图斑划定的合理性指数；n 为功能要
素的数量。I i 值越大，表明“两区”划定的合理性越高。
1.2.1 “两区”耕地适宜性指数

“两区”耕地适宜性指数是指“两区”划定

表 1 “两区”耕地适宜性评价指标权重

对耕地自然条件要求的定量评价，能够反映“两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区”耕地的自然质量水平。根据“两区”空间布

本底条件

耕地质量等级指数

0.55

区位条件

耕作便捷度

局特征，遵循综合性、主导性、代表性、可行性
等原则，参考相关文献 ［15-16］，从本底条件、区位

条件和空间形态 3 个方面，构建“两区”划定耕
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专家咨询论证，最

耕作距离
交通通达度
空间形态

终选取 6 个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菲

集中连片度
田块规整度

0.18
0.09
0.04
0.10
0.03

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表 1），并明确评价指标分值的算法 （表 2）。该文运用极差算法消除评价指
标量纲的差异，使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利用综合加权指数模型计算“两区”耕地适宜性指数为：
α i = ∑α ik•ω k
6

k=1

（3）

式 （3） 中， α i 为第 i 个“两区”图斑的耕地适宜性指数； α ik 为第 i 个“两区”图斑第 k 个评价指标耕
地适宜性程度的分值；ω k 为第 k 个评价指标耕地适宜性程度的权重值。
1.2.2 “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指数

“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是定量评价“两区”划定对“两区”耕地功能要素的影响程度。由于耕地

具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功能，而同一种功能具有不同类型的要素，其功能大小也存在差异，因此将耕地功
能要素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据上述理论分析，选取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景观文化功能、社会服务功
能为“两区”耕地功能的类型，并根据“两区”图斑到乡镇中心的距离，确定耕地不同功能类型要素的
级别，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菲法计算各功能要素的影响系数，咨询专家为各级别的功能要素赋值 （表

3）。因此，将“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的测算模型定义为耕地功能要素的影响系数与耕地功能要素等
级的乘积：

β ij = β j•φ jk

（4）

式 （4） 中， β ij 为第 i 个“两区”图斑第 j 种耕地功能要素的协调指数； β j 第 j 种功能要素的影响系数；

φ jk 为第 j 种功能要素的第 k 个等级分值。“两区”耕地功能要素数量为 4 个，式 （2） 中 n 取值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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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区”耕地适宜性评价指标分值计算公式及参数含义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分值计算公式

1

耕地质量等
级指数

F1 从耕地质量等级评
价成果中获取

2

耕作距离

3

F 2 = M 1 - r；r =

d2

耕作便捷度

F 3 = M 1 - r；r =

d3

4

交通通达度

F 4 = M 1 - r；r =

d4

5

集中连片度

6

田块规整度

1.2.3

距离指数

d = A 2L
d = A 2L

F5 =

Ai

A

F6 = 4 A L

d

参数含义
F1 为耕地质量等级指数
F2 为耕作距离指标分值，M 是规模指数，d2 为“两区”图斑到农村居民地的距离，d 为农村居民
地的影响半径范围，r 为相对距离

d ； F3 为耕作便捷度指标分值，M 是规模指数，d3 为“两区”图斑到农村道路的距离，A 为研究区域
的面积，L 为研究区农村道路的总长度，d 为农村道路的影响半径范围
d ； F4 为交通通达度指标分值，M 是规模指数，d4 为“两区”图斑到交通干线的距离，A 为研究区域
的面积，L 为研究区农村道路的总长度，d 为交通干线的影响半径范围

F5 为集中连片度指标分值，Ai 第ｉ个“两区”图斑的面积，A 为集中连片“两区”图斑的总面积
F6 为田块规整度指标分值，A 为“两区”图斑的面积，L 为“两区”图斑的周长。

距离系数是测度“两区”划定与“两区”耕

表3

地功能要素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根据地理

功能要素类别

学第一定律，任何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
并且事物之间的距离越近，其相关程度越大，即
空间相互作用随距离衰减法则。根据“两区”划

耕地功能要素的影响系数和等级
0.56

功能等级

等级赋值

生产功能

影响系数

农产品供给

2

生态功能

0.23

保持土壤肥力

定与耕地功能要素在空间相互作用的特点，该文
景观文化功能

空间相互作用随距离衰减法则，在“两区”周边
范围内，第 i 个“两区”图斑对第 j 种耕地功能的

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

利用无差异带模型模拟“两区”划定与“两区”
耕地功能要素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根据

原材料供给

社会服务功能

最近作用半径为 d1。在 d1 范围以内，“两区”对耕

0.13
0.08

净化污染
教育功能
观光旅游
用地储备
就业保障

地功能的影响力相同，但是对超出 d1 范围影响力随

距离递减，超出最大影响距离之后，对功能要素

几乎没有影响 （图 3）。在“两区”划定对耕地功

能影响随距离减弱的阶段，该文利用引力模型计算
其距离系数，即距离系数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基
于以上条件分析，假设第 i 个“两区”图斑对第 j 种
耕地功能的作用半径为 d ij，“两区”划定影响的最
近距离为 d1，最大影响距离为 d2，则距离系数 γ ij 的
计算公式为：

ì 1 （d ij ≤ d 1）
ï
ï 1
γ ij = í 2 （d 1 < d ij ≤ d 2）
ï d ij
ï
î 0 （d ij > d 2）

图3

（5）

空间相互作用的无差异带模型

1
4
3
2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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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鹤峰县坐落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东南端，位于东经 109°45′—110°38′ ，北纬 29°38′—

30°14′ 。该县地形崎岖复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高山绵延，千沟万壑，山间分布众多盆地，平均海
拔为 1 147m，地表平均坡度为 25 度。全县现辖有 9 个乡镇，209 个行政村，国土面积为 28.68 万 hm2。根据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该县耕地总面积为 2.436 111 万 hm2，占比 8.49%。该县是湖北省典型的高
山县，耕地资源稀少，质量较差，空间布局较为分散，主要集聚在山间的盆地周围地带。近年来，随着

该县城镇的发展及工业园区的建立，占用了城镇周边大量优质耕地，频繁的人为扰动对耕地质量造成了
一定的危害，城镇发展与“两区”保护之间的矛盾加剧，区域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严峻
挑战。
2.2

2.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
该研究基础数据包括“两区”划定空间分布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以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两区”划定空间分布图 （2019 年） 来源于该县农业农村局；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2018 年） 来源于该县自
然资源局；土壤类型图 （2018 年） 来源于该县农业农村局；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 2019 年 6—8 月该县
野外调查与农户调研、该县统计年鉴 （2018 年）。
2.2.2

数据处理

首先，根据基础数据和“两区”耕地适宜性评价指标分值计算公式，获取该县 9 个乡镇“两区”耕地

适宜性各评价指标分值。然后，根据式 （3） 计算各个乡镇“两区”耕地适宜性指数，根据式 （4） 计算

“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指数，运用 ArcGIS 邻域分析工具计算“两区”图斑对其耕地功能影响的最近作
用距离 dij。结合该县当地实际及调研情况，“两区”划定对 1km 范围以内的耕地功能有较大影响，随距离

的增大，影响程度逐渐减弱，5km 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1km 范围内耕地功能的影响是相同的，

即 d1 取值为 1，d2 取值为 5。由式 （5），计算“两区”到各种耕地功能要素的距离系数。最后根据式 （2），
计算该县“两区”划定的合理性指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两区”耕地适宜性分析
根据“两区”耕地适宜性评价模型，计算
鹤峰县“两区”耕地的适宜性指数，最小值为
0.21，最大值为 0.79，均值为 0.65，表明 “两

区”耕地适宜性程度整体上较高。该文运用 K
均值聚类法将耕地适宜性划分为 5 个级别：高

度适宜、中度适宜、一般适宜、较低适宜和不
适 宜 ， 依 次 面 积 占 比 为 18.93%、 27.75%、
26.12%、17.52% 和 9.68%。适宜性指数较高的

区域主要分布在该县东南部的走马镇和五里乡，
因为该区域地形较平坦，土壤较肥沃，水资源
较丰富，便于农业灌溉，耕地质量较高。适宜
性指数较低的区域集中在该县西北部的燕子镇、
中营镇和邬阳乡，主要受到地势较高的影响，

图4

鹤峰县“两区”适宜性评价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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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力较差，灌溉能力不足，导致该区域的
耕地质量较差，如图 4 所示。

3.2 “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分析
根据“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评价模型，
计算该县“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指数，最
小值为 1.02，最大值为 2.46，均值为 2.12，表
明该县耕地多功能素协调性总体上较高。依据
K 均值聚类法将耕地多功能协调性划分为 5 个等

级：高度协调性、中度协调性、一般协调性、
较低协调性和不协调性，分别占“两区”总面

积 的 比 例 为 54.96%、 18.75%、 7.89%、 11.80%
和 6.59%。功能要素协调性指数较高的主要集
中在该县西北部的中营镇、燕子镇，以及东南

部的走马镇、五里乡，主要是该区域耕地规模
较大，集中连片，但因受到地形坡度较大及土
壤肥力较差的影响，耕地质量较差，随着“两

图5

鹤峰县“两区”功能要素协调性评价分布

区”管护措施力度逐渐加强，有效地提升了耕
地粮农生产与周围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能力。指数低的地域零星分布，由于耕地规模较小，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较弱，因此该区域的“两区”功能要素不协调 （图 5）。
3.3 “两区”划定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两区”划定的合理性评价模型，计算得出该县“两区”划定的合理性指数，最小值 0.25，最大

值为 1.95，平均值为 1.13，表明“两区”划定的合理性程度较高。根据 K 均值聚类算法，将其分为 5 级：
高、较高、一般、较低和低，面积占比分别为 23.88%、39.72%、18.20%、10.14% 和 8.06%，表明该县

“两区”划定的合理性以高和较高等级为主。“两区”划定合理性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鹤峰县西北部
的中营镇及东南部的走马镇、五里乡，这些区域耕地分布较广，质量较高，区位条件较好，而且集中连
片，与周围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协调性较高。“两区”划定合理性指数较低区域分布零散，耕地面积少，
质量一般，区位条件较差，与周围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协调性较低 （图 6）。

总体上，该县“两区”划定的合理性分布呈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该文借助 GeoDa 软件，得到该县

“两区”划定的合理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为 0.872，表明“两区”划定合理性整体上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分
布正相关性。其中，正相关类型高—高与低—低的累计面积占比 65.48%；负相关类型高—低与低—高的

累计面积占比 2.47%；没有显著自相关特征的面积占比为 32.05%。因此，该县“两区”划定合理性在空

间分布上主要以高—高和低—低两种类型为主。高—高型“两区”大多分布在鹤峰县南部的走马镇和五
里乡，“两区”划定的合理性程度普遍很高，面积占比 37.77%，以高和较高等级为主，图斑较为集中分

布，覆盖范围较广。低—低型“两区”多集中在该县西部的太平镇和北部的邬阳乡，“两区”划定的合理

性程度普遍较低，面积占比 27.72%，以一般、较低和低等级为主，但有极少一部分合理性较高的耕地，
分布较为集中；高—低型及低—高型分布较为零散，面积占比 2.46%，合理性程度普遍一般，高—低型一

般与低—低型相邻，合理性以较高等级为主，但有少部分合理性高的耕地，而低—高型“两区”大多集
聚在高—高型的周围，与其有着较好的空间连片性，合理性以较高和一般等级为主，零星分布较低合理
性的耕地，如图 7 和表 4 所示。

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合理性高的“两区”与高—高型基本保持了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而大部分合理

性低的“两区”则集聚在低—低型区域；“两区”划定合理性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与“两区”划定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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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等级分布

图 7 “两区”划定合理性空间集聚格局

表 4 “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级别与空间自相关类型对比
合理性
等级
高
较高
一般

高—高

高—低

面积
（hm2）

比例
（%）

1 481.65

92.91

1 039.82

39.22

低—高

面积
（hm2）

比例
（%）

5.61

0.35

73.8

2.78

较低
低
总计

2 521.47

37.77

79.41

1.19

低—低

面积
（hm2）

比例
（%）

38.86

1.47

5.51

0.81

40.58

84.95

无显著

面积
（hm2）

比例
（%）

面积
（hm2）

68.47

2.58

1 430.16

53.95

95.58

24.43

3.61

3.34

598.11

49.22

1.27

1 850.42

536.43

99.72

647.41

27.72

107.45
576.37
1.50

2 139.91

比例
（%）
6.74

47.44
0.28

32.05

理性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同时，局部空间自相关考虑了“两区”合理性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因此，“两
区”划定的合理性属性与空间特征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可为“两区”划定合理性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
方法支撑。
3.4 “两区”划定合理性空间布局优化
综合考虑“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等级及空间集聚类型，采用矩阵组合法对“两区”划定的合理性

进行优化布局，将其划分为高度合理区、中度合理区、一般合理区和较低合理区 4 种类型，如图 9 所示。

（1） 高度合理区。将“两区”划定合理性为高等级且空间集聚类型为高—高、高—低和不显著以及

合理性较高等级但为高—高集聚特征的“两区”作为高度合理区，该类型“两区”的面积比较大，为 2
634.53hm2，占面积比例为 39.46%，主要聚集在走马镇、五里乡、容美镇 3 个乡镇。该类型耕地所处的地

形平坦，耕层土壤较厚，土壤肥沃，土壤酸碱度适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绝大部分耕地排水设施完备，
排涝能力强且灌溉能力好；耕地所处的区位交通便利，田块较为规则，空间连续性较好，便于规模化经
营耕作；农产品供给充足，土壤保持肥力强，用地储备丰富，由于耕地具有悠久的种植传统，教育价值
较高。
根据高度合理区的特点，结合当地实际，该区域“两区”划定与管护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强对耕
地现有自然条件与区位优势的积极利用，提升耕地粮食生产潜力；二是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
制定“两区”管护相关政策，做到精准施策，加大对该区域农业发展的资金扶持力度，增强农户种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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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作物的积极性，提高农户的收益；三是秉持
“多规合一”理念，加强该地域的土地开发整
治，建立高标准农田，促进耕地利用的可持续
性，为逐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提供基础条件。
（2） 中等合理区。将“两区”划定合理性
为较高等级且空间集聚类型为高—低、低—
高、低—低和不显著以及合理性为一般等级但
集聚类型为低—高的“两区”划为中等合理

区，该类型“两区”面积为 1 652.53hm2，面积

比例为 24.75%，主要集聚在中营镇、燕子镇、
太平镇和铁炉乡 4 个乡镇。该类型耕地所处的
地形平坦，土壤质地以夹层型为主，土壤较为
肥沃，耕层土壤较厚，土壤 pH 平均为 5.7，大

部分耕地排水灌溉设施较为完备，排灌能力较
强；耕地交通较便利，田块较为规则，地块空

图 8 “两区”划定合理性空间布局优化分区

间的连通性较好；耕地农产品产量较高，原材
料供给充足，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储备用地较为充足，具有观光旅游价值。
针对上述对中度合理区的分析，该区域采取的主要管理措施：首先，加强对“两区”的建设与保护
力度，避免优质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以确保耕地的稳定性；其次，“两区”建设应与城镇发展相协调，
全面提升生态功能与景观文化功能，提高耕地功能要素的协调性，美化城乡居住环境；第三，有效实施
土地整治工程，提高耕地本底质量，完善“两区”农业生产条件，结合高度合理区的分布，在其周边增
加优质的“两区”面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粮食安全生产。
（3） 一般合理区。一般合理区包括“两区”划定合理性为一般并且空间集聚类型为低—低、不显著

以及合理性为较低等级但集聚特征为低—高和低—低的“两区”，该类型面积为 1 827.39hm2，占“两区”

总面积的 27.37%，主要位于燕子镇、邬阳乡、中营镇和下坪乡 4 个乡镇。该区域地势较高，土壤偏酸性，
耕层土壤较薄，土壤肥力较为贫瘠；该区域耕地排灌设施不齐全，区位条件一般，空间连片性较差，分

布较为零散，不利于规模化经营，土壤肥力一般，不能满足农作物需求，农产品供给较差，涵养水源和
调节气候能力较差，景观文化功能较差，社会服务功能较差。
根据一般合理区的特征，该地域采取的主要管理措施：第一，针对自然条件较差的耕地，应适度增
加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条件，促进耕地功能要素向有序方向发展，全面提升其协调性能
力；第二，有计划地开展耕地整治工程项目，改造该区域耕地的集中连片性，促进“两区”建设的合理
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通过生物工程措施，提高土壤肥力，降低土壤酸化，有步骤地提高“两
区”耕地的质量。同时，根据“两区”划定与管护的相关政策，结合高度合理区和中度合理区的布局，
促进粮食生产安全，为“三农”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4） 较低合理区。较低合理区包括“两区”划定合理性为较低和低等级但不具有空间集聚显著特征

以及合理性为低等级且空间集聚特征为低—低的“两区”，562.35hm2，占“两区”总面积的 8.42%，主要

位于燕子镇和下坪乡。该区域耕地所处的地形地势高，耕层土壤薄，土壤偏酸性，pH 平均为 5.4，土壤肥

力一般；该地域耕地的本底条件较差，空间布局不协调，地块分布零散，农业田间工程设施不完善，土
壤肥力较差，农产品供给有限，功能要素不协调，耕地整治空间较强。
根据较低合理区的特点，该区域的主要管理措施：首先，有序发展“两区”建设与保护，提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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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综合效益，促进“两区”保护与城镇发展、生态保护相协调；其次，结合耕地与周边经济社会环境
情况，明确土地利用的主导方向，适当将合理性较差的地块调出“两区”保护范围，合理规划农业生产、
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用地区域，优化土地利用布局，并在耕地条件较好的位置补划相应面积。

4

结论与讨论
该文基于物－场模型构建了“两区”耕地适宜性、“两区”耕地多功能协调性及距离系数的“两区”

划定合理性测算模型，并结合该县“两区”划定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技术，运用计算机、GIS 等信息技术和计量地理学、地统计学等现代数理统计
方法，分析“两区”划定对耕地自然环境条件的要求、“两区”耕地功能要素影响以及距离系数，采用
物－场模型对其划定的合理性做出定量评价。选取该县作为典型研究区域，通过构建“两区”划定物—
场模型，选取评价指标，明确评价思路与过程。
（2） 综合考虑“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等级及空间集聚类型，将该县“两区”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划

分为 4 种类型：高度合理区、中度合理区、一般合理区和较低合理区类型，其中前 3 种类型面积占
91.58%，表明该县当前“两区”划定方案的合理性；较低合理区面积占 8.42%，主要分布在“两区”集聚

区域的周边，受限于耕地适宜性与功能要素协调性的相互影响，这说明不仅要通过技术途径将优质基本
农田划入两区，同时还要注重“两区”建设与其他各个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结合“两区”空间布局合
理性不同类型的特点，提出具体管理措施，为优化“两区”空间布局与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3） 基于物—场模型的“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模型充分反映了“两区”划定与耕地周围功能要素
相互作用关系，补充和丰富了现有“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研究，为新时期政府科学进行“两区”划定
合理性评价提供一种方法借鉴。此外，由于“两区”划定适宜性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耕地功能要素
的复杂性和地域分异性，以及“两区”划定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载体，在统筹生态文
明建设、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城镇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导致“两区”划定系统更加复杂，其合理
性评价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该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当地情况加以调整。因此，
如何构建“两区”划定合理性评价优化模型及指标体系，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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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ally evaluat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functional zones for grain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zones for produc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wo zones")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lecting main varieties and advantageous
production zones and achieving precise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for grain and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two zones" demarcatio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uitability and the multi-functional coordin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radiation field of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rom the basis of the object-field model. The rational degree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two zones" wa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of gravitational model.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ational grade and the
spatial clustering types of "two zones" demarcation, the matrix combination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rationality of "two zones" demarcation. Hefeng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in China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area
to analyze the "two zones" demarcation in 2019 and evaluated the rationality of spatial layout of "two zones". The
results were divided into 4 types: highly rational area, moderately rational area, generally rational area and lowly
rational area. At the same tim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different types. Through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wo zones" demarcation in Hefeng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in
China were relatively rational on the whole, among which the rational area accounted for 91.58% of the total area of
"two zon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rationality of spatial layout of "two zones",
which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
zones".
Keywords object-field model；functional zones for grain production；protection zones for produc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rationality；Hefeng cou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