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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变化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为什么要在一个跨学科的论坛上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呢？因为人类的绝大多

数活动都发生在土地上，对土地利用的改变有所影响，而土地利用的改变必然会

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森林被砍伐后变成荒地或耕地等。所以土地利用与环境和发

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将环境、发展和健康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土地利用变化

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对土地利用进行合理

调控，比直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控制全球变暖更加有效。所以土地利用变化作

为一个重要议题，已经被很多国际科研机构（如 IPCC、IGBP、IHDP 等）的核

心科学问题列入研究计划了。 

 

1.1  土地利用变化的现象描述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首先需要把土地利用变化的现象弄清楚，即到底是如何变

化的；第二是为什么变化，有哪些基本原因；第三是土地利用变化以后会产生哪

些后果和环境影响。对土地利用变化现象的描述，一般除了去实地调研、搜集统

计数据等，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使用遥感数据。比较不同时段的遥感数据，

能够看出土地利用的变化如何进行的。 

 



1.2  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解释  

如何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进行解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方法，如成本效益

分析法、地租理论等。我们假设人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有动力把农地变为建设

用地。比如建设用地可以修建房屋出售，每平米能卖一万多块钱；而种地一斤稻

谷才卖一块多钱。这是一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所以现在一般用经济学

的方法来解释土地利用为什么会变化。 

 

2  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  

2.1 非污染型的环境影响: 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 

对于非污染型的环境效应，目前一般使用的研究框架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为什么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作为一个指标来描述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影

响呢？因为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影响涉及到很多方面，不可能用某一个具体的描

述环境的指标解释清楚，而生态系统服务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用以描述土地利

用变化的非污染型环境影响比较合适。要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影响，首先需要根据研究的尺度、区域和目的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类型做一

个恰当的划分。De.Groot 于 1992 年就开始涉及这个领域，将生产系统服务功能

划分为调节功能、生产功能、栖息地和信息功能四种。2002 年，他又在此基础

上，将四大类划成二十三个小类。2006 年进一步完善，增加承载功能，将生产

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五个类型。Groot是一个奠基性的人物。而Costanza则在1997

年，在更宏观的层次上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划分为 4 大类 17 小类。 

现在使用较多的还有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划分，它将生产系统服务

类型分为四大类，三十小类。MA 是 2001 年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自启动，

很多国家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参与的一个项目，在世界各国进行案例研究，中国设

计了七个研究点，称为“中国西部生产系统综合评价”。其顶层设计是由一个大

的工作组进行，各国按其确定的指标和方法在本国进行研究，影响很大。它的突

破是将生态系统与人的福利、福祉联系起来。MA 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四大

类：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知识服务。供给服务是直观的，即提供食

物、纤维、燃料、基因资源、装饰资源、淡水等。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土地利用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



系统服务的类型是对应关系，虽然不是一一对应。一般来说一种土地类型都对应

着一种或几种生态系统类型。如耕地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对应农田生态系统，

林地对应森林生态系统，草地对应草地生态系统，城市建设用地对应城市生态系

统，水域对应水生生态系统。水域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被列入未利用地。

我们对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能会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做了一个总

结。首先列出与土地利用相关的一些人类活动类型会对哪些生态系统有影响，进

而对其服务功能产生哪些影响。如土地开垦，把荒地开成耕地，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主要是森林破碎，大量化肥和农药进入该生态系统，改变了生态系统的化学循

环。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是破坏了土壤的形成与保护，降低了生态系统

净化环境的能力，削弱了有害生物的自然控制等。主要的有关人类活动类型包括

土地开垦、牧业活动、矿山开矿以及城市建设。 

 

2.2   污染型的环境影响：面源与重金属 

土地利用变化也可能会带来污染。通常意义上的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降雨径

流的流域或者冲刷作用下，污染物经过水体造成污染，被称为降雨径流污染。降

雨径流污染是面源污染，一般是指降雨流到水体里。而进入土壤里的，如重金属

污染，其来源也很难找到是某一个点，但是一般不称其为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面

源污染，一般是与水环境有关的，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计算也与降水径流有关。农

业面源污染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关系密切，土地利用的变化会对土地上产生的径流

流入水里去的各种污染物的类型、浓度和流向带来影响。 

    要定量地描述农业面源污染的负荷，就要分析不同土地类型非点源污染的贡

献率。一般可以通过查文献或者实测的方法获得贡献率的数据。比如运用英美等

国已有的文献；或者在水中实测浓度。一般计算农业面源负荷时采用径流模型加

上输出系数模型的方法。径流模型是根据降水过程和产生的暴雨径流计算水量；

输出系数模型是指针对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特定的污染物会产生的浓度。浓度

的计算可以参照已有的输出系数，也可以在污染物进入水体的点上实地检测。此

外，也可以根据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或者养殖场的养殖规模来计算。在养殖方面，

如果是散养可能是造成面源污染，但如果是大型养殖场，就属于点源排放。但这

是假设养殖场的排污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一般来讲总会采取一些初步的处



理措施，所以仅按头数计算可能不够准确。 

    此外，不同的作物的化肥施用量也不相同。如云南种植烟草较多，其施用的

化肥量比普通农作物要大的多，需要的磷肥是咖啡豆、玉米、木薯的几倍到几十

倍。过多的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土壤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也发生变化。

所以增加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导致其生产系统功能下

降。也就是说土地利用变化可能会同时带来非污染型的影响和污染型的影响，需

要综合评价。 

    重金属污染是另一类土地利用变化的污染型环境影响。对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进行修复是很困难的。在评价污染程度时，一般采用采样的方式，对土壤样品和

土壤上生长的作物（包括其茎、叶、果实等）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然后与对

照组进行比较，来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重金属含量的差别，在统计学意义上

是否显著。这是评价人类活动导致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重金属污染的程度。最后

可以采用计量-反应模式评价其健康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比一般的点源污

染，或者某个具体工矿业活动的污染的不确定性大得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

数据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土地利用涉及的利益太大，所以很难搜集到真实的

统计数据；即使用遥感工具实测，也涉及到尺度、经济的问题。所以数据的不确

定性非常明显，基本上任何地方和项目中都存在。第二是机理的不确定性。土地

利用变化到底是怎样产生环境影响的机理很难确定。举例来看，在一块建设用地

（如工业园区）上，可能有一些污染型企业，也有一些非污染型企业。同是这一

块建设用地，其上的污染物、产生的污染类型和污染强度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

机理不同，则采用的模拟的参数方案就不一样，所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

是一种更大的不确定性，一般在模拟模型和评估其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是在不

断的试错中得到一个模型结构。就是说模型永远不能证实，只能证伪。一个模型

通过模拟发现与实际不符，则肯定是错的。但即使与实际相符，也不一定就是对

的。一个黑箱模拟出的结果可能是正常吻合的，但只是巧合。在这种情况下要使

用模型集，由业内的专家告诉你这个模型结构是否合适的。采用不同的模型模拟

以后取一个综合的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确定性。 

在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影响方面，我有两点建议：一是如果要做农业面



源污染研究，要清楚污染的负荷，是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养殖规模是一个重要的

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第二是土壤污染一般是重金属

污染，农药化肥进入土壤后，虽然有可能因浓度太高而烧伤作物，但很难界定这

是对土壤的污染，因为农药化肥等污染物一般会因其可溶性而最终变为对水体的

污染。所以一般不说农药化肥对土壤有污染，只是过量后可能对作物会有影响。 

一般研究环境污染必须明确受体——到底影响了谁。那么土地利用变化的环

境影响到底影响了谁，应该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也是

MA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被提出。很

多人认为利益相关者分析很难，在土地利用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中，可以抓住

“哪些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又影响哪些人、哪些群体”这两个

核心，这就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在我国做土地利用变化的利益相关者

分析，可以根据使用权和所有权制度来做。在我国，个人是没有土地的，土地属

于国家和集体，但个人对土地有使用权。根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制度，可以将国

家、集体、不同群体、甚至环境都划为适当的利益相关者。 

下图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为了定量、或半定量地分析利益相关者享受或承受

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增长或减少，首先需要确定利益相关者，即对土地资源是否有

影响、或者土地资源变化后对其是否有影响的群体。然后看供给服务功能、调节

服务功能，支持服务功能和文化服务功能具体对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影响。在研究

非污染型影响时，一般是将其核算成钱，但现在对此也有争议。所以现在有用实

验分析的手段直接计算该服务功能强弱的做法。如水源涵养是其中一种功能，那

么到底涵养了多少水源，并不将其换算成钱，到此为止即可。这也是一种方法。 

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利益相关者网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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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利用与发展规划：发展与控制 

所有的发展计划、发展活动都要在土地上实现，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土地利用

的目标、方式和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各不相同。不同的产业部门在不同阶段对土

地资源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区域差异会导致土地利用的差异。且不同的发展阶

段引起产业结构的不同，也会直接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同。最

后，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变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土地利用的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有一个互动的机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土地的需

求不一样；土地利用的投入产出不同也会对该发展阶段产生影响。土地利用变化

的规划到底是控制规划还是发展规划？一般来说，目前的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是对

用地做数量上和空间上的安排。如空间上要注意上风上水地区不要安排有污染的

企业。同时要注意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土地利用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的一个

篇章。从这两个方面可以说土地利用规划是一种控制型的规划。但它也是经济发

展规划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发展规划。在目前阶段，土地利用规划最

主要的职能还是控制。所以很多省级或者县级的土地规划、国土部门的主要任务

就是去跑建设用地的指标。任何一个土地规划中都必然涉及农用地、建设用地和

未利用地这三大种类，其数量和比例是一定的。所以土地部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

增加建设用地的比例和数量。 

要看未来土地利用政策可能的走向，需要首先了解土地政策的基本点：即，

一是要实行建设用地等量控制；二是实行建设用地集中统一供应，必须集中审批；

三是要坚持依法公开供应土地；四是要努力建立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合理、比较

公平的市场。 

所以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市场是土地政策未来的第一个走向。这个市场制度

的建立包括建立土地供应年度计划、建立土地收购储备、登记查询、决策制度等。

如某块土地批给一个开发商，在多少年之内未加以使用就应该收回或罚款等。 

此外，由于全国各地处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肯定需要实行差别

化的土地利用政策。这也是土地利用总体纲要里的内容，即根据各地在治安条件、

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定位上的差异，在东区、中区、西区、东北四大

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九个土地利用区。以河南沈丘为例，国家对河南（晋



豫区）有一个功能定位，根据其资源成长的能力、土地利用现状、开发潜力和经

济发展阶段，对沈丘的定位是“有效保障重点开发区积聚人口及经济的用地需求，

适当增加城镇工房用地，加强农村建设用地管理，逐步降低人均建设用地”。对

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其主要要求就是优化结构；对于一些敏

感地区，则划分为国家资源保护区。因此，分区与差别化政策是土地利用政策的

第二个走向。 

第三个走向是越来越重视不同土地利用相关者的利益。过去一直是国家利益

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随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力量对比的

变化，以后会越来越重视私人利益。与现有土地利用结构冲突的土地利用的变化

会越来越少，如征地而不予以合理补偿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将公众参与纳入土地

利用规划过程将成为重要的规划内容。国家在土地利用政策方面，会越来越重视

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特别是弱者的利益。以三峡和四川什邡的项目为例，

三峡工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工的，当时就开始做环境质量评价。

由于那时候没有普及的网络，也没有其他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移民主要依靠电

视和口对口的宣传，从县级到镇级，镇级到村级，村级到个人地传播，群众的问

题不是很大，没有出现大型的群体性事件。而最近的四川什邡铜钼项目，是按照

环评程序进行的，也有公示，但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与仅在形式上走环评过

程，没有充分重视个体利益有关。在大型项目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时，由于是

业主委托，业主可以寻找愿意做的机构，因此一般都能获得通过。此外，专家有

时也不直接说“行”或“不行”，而是使用“如果达标排放，那么就没有问题”

之类的语言。而公众对能否达标持怀疑态度，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什邡铜钼这

样大的项目，在短短三天之内就被叫停，也说明了政府越来越重视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 

以上就是未来土地利用政策可能的三个走向：一是土地市场逐渐成熟、逐渐

公平、逐渐公开；二是与区域和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三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会

得到更好的平衡，公众的参与程度会越来越深。 

 

 

问答与评论 

 



问题一：您说到用径流模型和输出系数统模型以及实测进行联合检验。但径流模

型本身就是根据降雨模拟的，很多情况下是经验模型，其参数是人为设定的，通

常是粗略的计算。而实测值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河水自身本底值中就含

有污染元素，很难验证是否是由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因此，通过这样的结果进

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的计算，会不会有误差，其准确性您是怎么看的？ 

回答：这两个模型只用于计算农业面源污染，且其误差确实也是很大的。而且所

有的环境模型的误差都很大。用一个严格的污染负荷模型计算出来的数据，如果

误差在 50%都已经是很正常、很好的结果了。用径流模型加输出系数模型来计算

农业面源污染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径流模型的机理很

简单，根据土地利用的类型和前期降雨量就可模拟出来。而且土地利用类型和土

壤类型都是较容易通过调查得到的。所以该模型里的参数都可以直接采用已有的

参数。而输出系数模型的误差会比较大。因为已有的输出模型可能不是在你要研

究的地区做的，所以一般需要在当地实测一部分数据。实测需要在一场暴雨之后，

立即去不同类型的土地，如草地、林地等的水流流入水体的入水口处，测出主要

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该浓度即表示该地区在这种土地利用类型下产生的面源污染

物的浓度。这是存在误差的，但是相对比较可操作的办法。而且这个误差比根据

农业生产规模计算的误差要小一点。但如果以农业生产规模，或化肥施用量来计

算面源污染，则需要考虑有多少农药化肥是被作物吸收了，或者养殖场的粪便有

多少是被利用了，这是比较难做的。所以我个人偏向使用径流模型加输出系数模

型的方法。 

 

问题二：在运用该模型计算农业面源污染方面是否有成功的案例？如何看待其误

差和不确定性？  

回答：我们用这个模型计算过农业面源污染负荷。这个例子是在南水北调的东线，

东线最大的问题就是污染，输送的水还没到山东可能就污染了。运送途经山东省

东平县一段时，我们用这个模型计算了沿途流物的污染负荷，计算结果直接上交

给了环保部。 

    不确定性和误差，是两个不同概念。一般来说，用实测数据去校正模型计算

得出的数值，如果误差在 10%以内，就说明这个模型比较好。但是现在有一种观



念认为，即使误差控制在范围以内，在其他地方再算和测，误差的大小可能有变

化。所以我们没有做误差分析，而是做了不确定性分析。就是分析几种不同的情

景，最后提交的结论是说如果怎么样就会发生什么的情景分析。这就是不确定分

析。 

 

问题三：我们曾做过一个生态健康项目，题目叫“土地利用变化与人的健康”，

但是土地利用变化这部分其实没有深入地研究具体是如何变化的。因为在研究队

伍里没有这方面的成员。因此我们以土地利用变化为大的背景，研究在变化的背

景下对健康有何影响。大的变化背景就是从游牧到定居，以及从轮耕农业到定居

农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化的比较精细的农业。所以这里想请教，用地理信息系

统和卫星图片来分析土地利用的变化，精确度能做到多高？比如从森林变为建设

用地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但是从粗放型农业到集约化农业这样的变化，是否

能够看出来？此外，除了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卫星图片来描述和测量以外，是否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理解和描述土地利用的变化？ 

回答：土地利用变化包括土地利用的类型和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土地利用类型

可以通过遥感影像显示。遥感影像能够做到多高的精确度跟像源有关系。一幅遥

感影像是由一个个像源组成的，而像源的精度不一样。比如面积为一千平方公里

的地区，可以用不同精度的遥感影像拍摄，得到的影像可以是以一公里乘一公里

为一个单元（多为此种），也可以是最精确的以一米乘一米为单元的。所以描述

土地利用变化的精确程度与遥感影像的精度直接相关。然后再去比较要研究的时

间点上的卫星影像来反映变化。但是如果遥感仪分辨率不够，可能难以得到特定

时间点的图像，因为会受到乌云等天气现象的影响。通过遥感影像做出土地利用

转移矩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某地的土地利用是从何种类型转变为何种类型了。 

    而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有一部分是可以解析出来的。比如稀疏草地到茂密草

地，或者作物的类型的不同，如种植玉米和棉花的土地都可以分辨出来。但是同

一种作物，是否是精细农业耕作，或者是滴灌还是漫灌，遥感仪就难以分辨了。

这与通过眼睛去辨识是同样的道理。这样就只能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其使用的农

药和化肥量，来确定是否是集约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