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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以安徽省为例袁从资源尧环境尧经济和社会 4 个方面选取 员远 个指标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袁
采用熵权法和突变级数模型袁结合 粤则糟郧陨杂 软件袁计算出 圆园员远 年安徽省各行政单元资源环境承载力袁绘制

等级分布图袁通过对比分析提出未来功能区域划分遥 结果表明袁淤安徽省 圆园员远 年资源环境承载力整体水

平较好袁芜湖市和马鞍山市综合承载力最高曰于经济承载力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最大袁并且同环境

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呈现出一定的关系袁经济承载力越高袁其社会承载力越高袁而环境承载力越低遥 结合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和各城市特点袁将安徽省 员远 个行政单元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尧重点开发区和适

度开发区 猿 个功能区袁并提出了相应发展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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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遥近年来袁
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袁 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程的推进袁导致污染问题加剧袁资源和环境受到了严

重的破坏袁各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大大降低遥随着中

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尧野十三五冶 规划生态

文明建设的提出尧叶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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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曳等文件的印发以及人们对

于资源环境系统认识的不断提高及环保意识的增

强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成为推进区域绿色高效发展

的重要依据遥近年来袁位于长江经济带的安徽省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袁圆园员远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圆源 员员苑援怨
亿元袁但在经济提升的同时袁资源短缺尧环境污染等

问题也逐渐显著袁圆园员远 年安徽省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园援园怨圆 澡皂圆 辕人袁人均水资源量为 圆 园员愿援源猿园 皂猿 辕人袁而全

省城市污水排放量达 员缘怨 圆怨苑 万 皂猿遥因此袁了解安徽

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袁依据各地承载力特点袁建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袁 制定功能区

域划分与规划设计袁 对于安徽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遥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内袁在保证区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尧维持环境稳态效

应能力的前提下袁该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

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阈值咱员暂袁是实现区域社会尧经济尧
生态协调发展的支柱袁 是判断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是否平衡发展的重要指标遥近年来袁国内外对于资源

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袁从评价方

法来看袁由定性方法到定量方法袁再到定性与定量方

法相结合研究袁包括层次分析法咱圆暂尧生态足迹法咱猿原缘暂尧
状态空间法咱远暂尧模糊综合分析法咱苑暂尧生态环境压力指

数法咱愿暂等曰从评价因素来看袁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经

历了由资源承载力研究到环境承载力研究袁 再到资

源环境承载力综合研究的演变过程咱怨暂遥 早期主要是

针对土地资源咱员园暂尧水资源咱员员暂尧矿产资源咱员圆暂等单因素的

承载力研究曰随着研究的深入袁增加了对环境承载力

的研究咱员猿暂袁又将社会尧经济因素同资源尧环境因素一

同作为研究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评价因素咱员源暂遥 针

对不同的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袁评价指标选取大致可

分为院淤将资源环境承载力视为一个复合系统袁综合

研究其社会原经济原生态等系统曰于基于 孕杂砸 模型研

究资源环境的压力尧状态问题遥 从评价区域来看袁中
国早期主要集中在新疆咱员缘暂尧内蒙古咱员远暂尧宁夏咱员苑袁员愿暂等经

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北部地区袁 随着资源环境承载

力研究的不断发展袁逐渐向京津冀咱员怨暂尧黄河三角洲咱圆园暂

等中东部地区扩展遥 上述研究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

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理论和评价方法的快速发

展遥 本研究以安徽省资源环境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

为基础袁运用熵权法和突变级数模型袁以行政单元为

研究尺度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值袁 从横向来分

析安徽省 员远 个行政单元 圆园员远 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状况袁并结合 粤则糟郧陨杂 空间分析软件绘制出评价等级

图袁 依据评价结果和城市发展特点对安徽省进行功

能区域划分遥

员 研究方法

员援员 区位概况

安徽省地处中国华东地区袁 位于东经 员员源毅袁北
纬 圆怨毅袁地跨长江尧淮河南北袁属于长江三角洲腹地遥
土地总面积 员源园援员源园 亿 皂猿袁包括 员远 个地级市遥 截至

圆园员远 年末袁安徽省常住人口为 远 员怨远 万人袁国民生产

总值 圆源 员员苑援愿怨 亿元袁水资源总量 员 圆源缘援员苑 亿 皂猿袁工
业废水排放总量 源怨 远圆源援愿苑 万 贼袁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 圆猿援圆源 万 贼袁能源耗费量 员圆 远怨源援怨远 万 贼 标准煤袁城
镇恩格尔系数 猿圆援缘园豫袁城镇化率 缘员援怨怨豫遥 近年来袁
安徽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袁
但经济发展对于资源的依赖和环境的破坏也逐年增

加袁影响了安徽省的整体发展遥
员援圆 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构建

选取合理的指标体系是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关键袁直接影响评价结果遥在遵循科学性尧系统性尧代
表性尧可得性等原则的前提下袁本研究通过借鉴相关

研究成果咱圆员袁圆圆暂袁结合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绿色发展指

标体系尧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以及安徽省

圆园员远 年各市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特点袁从资源承载

力尧环境承载力尧社会承载力和经济承载力 源 个层次

选取评价指标袁 运用 杂孕杂杂 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功能

从 猿苑 个指标中选取 员远 个重要指标袁 构建评价指标

体系遥
资源承载力指某一地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

能承受的该地区人口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能

力咱圆猿暂袁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遥 本研究选择人均

耕地面积尧人均水资源量尧建成区面积和垦殖系数 源
个指标袁来描述安徽省的资源承载力状况曰环境承

载力反映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袁 研究区域在保持相对

稳定的条件下袁环境资源所能容纳的人口和经济规

模的大小袁 是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主要组成部

分遥 本研究选择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尧工业废气排放

总量尧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化肥施用量 源 个指标反

映安徽省的环境承载力大小曰 在复合生态系统中袁
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是生态系统发展变化的主要

因素袁是决定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弱以及能否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要素遥 社会承载力主要包括人口规模和

社会进步两个方面袁由此选择人口密度尧城镇化水

平尧恩格尔系数和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

数 4 个评价指标袁描述安徽省社会发展状况曰经济

承载力主要涉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尧 规模和效

率等方面袁归结为人均 郧阅孕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源 个指

标渊表 员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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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猿 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各项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省统

计年鉴渊圆园员苑 年冤尧中国统计年鉴渊圆园员苑 年冤袁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渊圆园员远 年冤尧安徽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渊圆园员远 年冤尧 安徽省环境状况公报

渊圆园员苑 年冤遥
由于各评价指标性质不同袁单位不同袁数量级也

存在明显差别袁不能进行直接比较遥 因此袁采用极值

法对指标层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袁具体公式如下院
正向指标院曾蚤躁忆= 曾蚤躁-曾皂蚤灶

曾皂葬曾-曾皂蚤灶
渊员冤

负向指标院曾蚤躁= 曾皂葬曾-曾蚤躁
曾皂葬曾-曾皂蚤灶

渊圆冤
式中袁曾蚤躁忆为第 蚤 个评价单元第 躁 个指标的标准化

值袁曾蚤躁 为第 蚤 评价单元第 躁 个指标的原始值遥曾皂蚤灶 为 曾蚤躁
中的最小值袁曾皂葬曾 为 曾蚤躁 中的最大值遥
员援源 基于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受资源尧环境尧社会和经

济 源 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袁 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于不同

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程度也各有差异遥 因

此需要估算和确定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权

重袁目前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渊专家

打分法尧层次分析法等冤和客观赋权法渊主成分分析

法尧均方差法等冤遥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安徽省统计

数据袁 因此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来确定各指

标的权重遥 熵权法公式如式渊猿冤至式渊缘冤所示遥
枣蚤躁= 曾蚤躁忆

n

j=1
移曾蚤躁忆

袁 躁越员袁圆袁噎袁灶 渊猿冤

匀蚤=-噪枣蚤躁ln枣蚤躁袁 躁越员袁圆袁噎袁灶 渊4冤
憎蚤= 1-匀蚤

m-
m

i=1
移匀蚤

袁 i越员袁圆袁噎袁m 渊缘冤

其中袁枣蚤躁 表示指标的特征比重袁匀蚤 为信息熵袁噪
为调节系数袁噪越 1

Inn 袁憎蚤 为评价指标的权重袁皂 为评

价指标数袁灶 为评价年份数袁其中令 In0=0遥
根据上述公式袁计算出该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袁

如表 员 所示遥
员援缘 基于突变级数模型的承载力计算

突变级数法是一种对评价目标进行多层级分

解袁利用突变理论和模糊数学相结合产生突变隶属

函数袁通过归一化公式计算出综合值袁从而对评价目

标进行排序分析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遥 其主要思想

是将研究目标的评价体系划分为多层级结构袁 通过

对每一层级中各指标间的相互对比袁 对其重要程度

进行排序袁并按照野大中取小冶或野互补冶的原则测算

出每一层级的综合值袁 由低层级向高层级逐级计

算袁最高层级即为研究对象层遥 由于每个层级包含

的指标数量不同袁 因此常见的突变模型包括折叠突

变模型尧尖点突变模型尧燕尾突变模型和蝴蝶突变模

型渊表 圆冤遥
其中袁曾 为状态变量袁枣渊曾冤为模型状态变量 曾 的

势函数袁系数 葬尧遭尧糟尧凿 为该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渊即
各子指标冤遥

该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袁 计算过程

简便精确袁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袁提高了评价结

果的定量化程度袁 同时又避免了因权重确定造成的

目标层

资源环境

承载力

准则层

经济承载力

0.402

社会承载力

0.215

资源承载力

0.249

环境承载力

0.134

指标层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农民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人均 GDP
每万人拥有高等在校生数

城镇化水平

恩格尔系数

人口密度

人均水资源量

人均耕地面积

垦殖系数

建成区面积

化肥施用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单位

万元

元

元

元/人
人

%
%

人/km2

m3/人
hm2/人

%
km2

t
%
m3

t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
-
-

表 1 安徽省各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权重

0.147
0.099
0.089
0.067
0.092
0.055
0.015
0.053
0.150
0.049
0.035
0.015
0.033
0.060
0.023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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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突变级数法相关公式

突变模型

折叠突变

尖点突变

燕尾突变

蝴蝶突变

控制变量

1

2
3

4

势函数

枣渊曾冤越曾猿垣葬曾

枣渊曾冤越曾4垣葬曾2+b曾
枣渊曾冤越 1

5 曾5垣 1
3 葬曾3+ 1

2 b曾2+c曾

枣渊曾冤越 1
6 曾6垣 1

4 葬曾4+ 1
3 b曾3+ 1

2 c曾2+d曾

归一化方程

曾a越葬
1
2

曾a越葬
1
2 袁曾b越b

1
3

曾a越葬
1
2 袁曾b越b

1
3 袁曾c越c

1
4

曾a越葬
1
2 袁曾b越b

1
3 袁曾c越c

1
4 袁曾d越c

1
5

人为主观影响遥根据上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袁本研

究选取蝴蝶突变模型将标准化数值按其权重大小依

次代入归一化方程袁 计算出准则层的单要素承载力

值袁同理再把准则层数据按其权重大小代入方程袁最
终得出安徽省 员远 个行政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综

合值袁其综合值越大袁说明该市资源环境系统对其社

会经济的承受能力越强袁从而进一步分析综合值袁划
分评价区域并提出相应建议遥
员援远 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 员远 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排序袁 并将

圆园员源 年安徽省 员远 个行政单元数据带入蝴蝶突变模

型中袁 可得到安徽省各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评

价结果袁如表 圆 所示遥

圆 结果与分析

由于突变级数模型计算出的综合值较高袁 数值

差异较小袁为了更加直观的表达资源环境承载力袁并
使研究更具实用价值袁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咱圆源原圆远暂袁运
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各个评价结果按数值区间划

分为优尧良尧一般尧差 源 个等级袁采用 粤则糟郧陨杂 软件袁将
测算结果等级与各行政单元进行耦合袁 得到各市资

源承载力系统尧环境承载力系统尧经济承载力系统尧
社会承载力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等级图 渊图
员 至图 缘冤遥

行政

单元

合肥市

淮北市

亳州市

宿州市

蚌埠市

阜阳市

淮南市

滁州市

六安市

马鞍山市

芜湖市

宣城市

铜陵市

池州市

安庆市

黄山市

经济

承载力

0.976
0.565
0.398
0.422
0.676
0.193
0.554
0.534
0.284
0.857
0.865
0.603
0.709
0.572
0.513
0.598

资源

承载力

0.428
0.631
0.731
0.697
0.718
0.668
0.700
0.807
0.766
0.698
0.687
0.789
0.645
0.799
0.736
0.498

资源环境

承载力

0.754
0.752
0.631
0.649
0.822
0.439
0.744
0.730
0.533
0.851
0.882
0.776
0.842
0.757
0.716
0.773

表 2 2014年安徽省各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值测算结果

社会

承载力

0.901
0.590
0.437
0.333
0.763
0.494
0.781
0.757
0.696
0.814
0.845
0.684
0.772
0.805
0.713
0.779

环境

承载力

0.744
0.900
0.602
0.743
0.755
0.609
0.731
0.692
0.863
0.447
0.801
0.875
0.924
0.933
0.832
0.986

图 员 经济承载力等级分布

图 圆 社会承载力等级分布

差
一般
良
优

0 40 80 160 km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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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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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缘 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级分布图 猿 资源承载力等级分布

图 源 环境承载力等级分布

由表 圆 可以看出袁圆园员远 年安徽省各市资源环境

承载力综合值总体处于咱园援源猿怨袁园援愿愿圆暂袁其中马鞍山

市尧芜湖市和铜陵市位于前列袁分别为 园援愿缘员尧园援愿愿圆
和 园援愿源圆曰阜阳市承载力综合值最低袁为 园援源猿怨袁表明

圆园员远 年阜阳市的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该地区社会

经济活动的能力最弱遥 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

分布上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的态势袁 整体

水平较好遥 具体表现为 员远 个行政单元中袁达到野良冶
等级以上的城市占总体的 愿苑援缘豫遥 产生该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袁 经济承载力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最

大袁经济承载力等级越高袁其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级也

相对越高袁 因此呈现出由合芜马铜等东南部经济发

达城市向阜阳尧 六安等经济欠发达城市逐渐降低的

趋势遥 从图 员 至图 源 可以看出袁经济发达尧承载力较

高的城市袁其环境承载力却处于较低水平遥以马鞍山

市为例袁圆园员远 年马鞍山市的人均 郧阅孕 高达 远缘 愿猿猿
元 辕人袁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 员 员猿猿援员缘 亿元袁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 猿愿 员源圆 元袁经济承载力全省第

二袁 但同时马鞍山市的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总量分

别为 苑 缘缘苑援苑圆 万 t 和 远 园缘远援员缘 亿 m3袁均为全省前列袁
因此导致其环境承载力排名落后遥 但整体来看安徽

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较高水平袁 是安徽省逐渐

重视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保护力度相协调的结果遥
近年来袁 安徽省在推动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的同

时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袁持续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袁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袁逐
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尧环境友好型社会袁推进安徽

省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有机统一遥
从经济承载力系统来看袁 综合值整体处于

咱园援员怨猿袁园援怨苑远暂袁地区差异显著袁合肥市尧芜湖市尧马鞍

山市的经济承载力位于领先水平遥 主要是因为以合

肥市为中心的经济圈是全省经济增长的核心袁 这些

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匹配程度高袁 经济基

础好袁 用于经济活动的投资金额和力度明显高于其

他城市袁同时国民生产总值居全省前列袁因此提高

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袁 从而导

致其经济承载力相对高于其他城市遥 而阜阳市尧六
安市尧 毫州市和宿州市 圆园员远 年的经济承载力全省

最差袁 其中阜阳市和六安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为 怨 苑苑远 和 怨 怨远园 元 辕人袁 人均 郧阅孕 仅为 员苑 远源圆
和 圆猿 圆怨愿 元 辕人袁远远低于 圆园员远 年安徽省平均水平

渊源员 源怨猿援远 元 辕人冤袁同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差
一般
良
优

0 40 80 160 km

差
一般
良
优

0 40 80 160 km

差
一般
良
优

0 40 80 16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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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相对较小袁经济实力较弱袁从而导致经济承载力

相对较低遥
从社会承载力系统来看袁 整体处于咱园援猿猿猿袁

园援怨园员暂袁地区差异同样较为明显袁野良冶等级以上的城

市占 源猿援苑缘豫袁 说明安徽省社会承载力整体水平一

般袁其中合肥市的社会承载力综合值最高袁阜阳市尧
亳州市尧宿州市最低遥 从图 员 与图 圆 可以看出袁社会

承载力同经济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袁 经济承载

力较高的城市袁其社会承载力大部分也比较高袁反之

亦然遥 例如亳州市尧阜阳市两个城市袁其经济实力相

对较为薄弱袁 城镇化水平较低袁 社会投资额相对较

少袁导致交通尧医疗尧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差袁加之这

些城市的人口压力较大袁 使得其社会承载力低于安

徽省整体水平遥
从资源承载力系统来看袁 整体处于咱园援源圆愿袁

园援愿园苑暂袁由图 猿 可知袁远愿援苑缘豫的城市属于野良冶等级以

上的水平袁 说明安徽省资源承载力较强袁 其中滁州

市尧池州市尧六安市和宣城市属于野优冶等水平袁合肥

市尧黄山市属于野差冶等水平遥近年来由于城市发展的

需要袁合肥市政府不断建厂引资尧设立经济开发区袁
扩大建成区面积袁 同时耕地面积随着城市发展也逐

年减少袁垦殖系数下降袁因此共同导致了合肥市资源

承载力 圆园员远 年处于最低水平遥
从环境承载力系统来看袁 整体处于咱园援源源苑袁

园援怨愿远暂袁缘园豫的城市环境承载力处于野良冶等以上袁环
境承载力整体处于中等水平遥从图 源 可以看出袁安徽

省环境承载力由皖南地区向皖北地区逐渐降低袁这
是因为皖南地区经济发达袁旅游资源丰富袁政府对于

皖南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大袁用于建成区绿化覆盖尧
工业污水处理等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多袁 而皖北地

区煤炭尧矿产等资源丰富袁工业企业较多袁工业废水尧
废气排放总量高于皖南地区袁 同时用于环境治理投

资又少于皖南地区袁 因此出现环境承载力由南向北

降低的态势遥
猿 安徽省功能区域划分

推进功能区域划分袁 有利于提升全省土地资源

空间开发格局袁 促进经济社会活动与资源环境承载

力相协调袁推动人口尧经济尧资源环境空间均衡发展遥
安徽省地处华东袁毗邻江苏尧浙江等省份袁良好的区

位优势及投资环境使其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

展要地袁经济发展迅速袁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城市

问题遥为保证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性袁近
年来安徽省省政府相应颁布了叶创新驱动发展工程实

施方案曳叶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

若干意见曳等文件遥本研究结合 缘 个承载力系统的分

析结果和安徽省的实际情况袁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咱圆猿原
圆缘暂袁将 员远 个行政单元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尧重点开发

区和适度开发区袁并据此提出相应发展建议遥
猿援员 优化开发区

此区域包括合肥市尧 芜湖市尧 马鞍山市和铜陵

市遥合肥市是安徽省的政治经济中心袁全省经济发展

的龙头城市袁 评价结果显示资源原环境原经济原社会

承载能力相对较强袁 为全国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之

一曰芜湖市尧马鞍山市和铜陵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

值分别位于全省前三位袁 位于以合肥市为中心的经

济圈内袁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袁资源环境承载力强且

发展潜力较大遥对于此类城市袁应在保证经济发展速

度的同时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袁大力发展创

新产业袁积极引导高校尧研究所参与到科技创新建设

中来袁使其发挥能动性曰改善经济结构袁结合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袁逐年加大对循环经济的投入袁采取扶持

措施袁促进生产尧消费尧再生产等环节向可持续方向

发展袁合理制定一二三产业用地政策曰转变资源再生

型城市渊马鞍山市冤的经济发展方式袁积极发展第三

产业袁逐步淘汰高污染尧高能耗产业袁优化经济结构袁
使其逐步走向绿色环保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遥
猿援圆 重点开发区

此区域包括滁州市尧亳州市尧蚌埠市尧淮南市尧淮
北市和宣城市 远 个城市遥滁州市尧亳州市和宣城市近

年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袁经济原社会承载能力良好袁
对现代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较好的资源环境条件袁
圆园员园 年以来相继提出了加快科技创新尧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等政策袁印发了叶关于大力提升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力的建议曳叶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曳等文件遥 蚌埠市尧淮
南市和淮北市 猿 个城市城镇化速度较快袁 第二产业

发达袁圆园员远 年第二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值分别为

源猿援怨缘豫尧缘员援源远豫尧源苑援员苑豫遥 这些地区今后发展过程

中袁可作为承接全省经济和人口专业的地区袁充分发

挥合芜马铜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袁加快经济发展袁进
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尧增加高等院校数量袁提高城

市生态环境条件袁 减少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

城市污染遥
猿援猿 适度开发区

此区域包括池州市尧安庆市尧黄山市尧阜阳市尧六
安市和宿州市遥 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

能力一般袁 但在全省范围内仍具有较高的生态服务

价值和粮食安全意义遥其中袁宿州市作为全省的农业

大市袁第一产业比重大袁在今后发展中要创造具有竞

争力的产品袁引入高新技术袁提高技术设备和信息化

水平尧加快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袁以促进产业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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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袁构建现代化流水线袁加快城市转型遥此外黄山市尧
池州市和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袁文化底蕴深厚袁
旅游资源丰富袁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高袁工业三废排放

量较少袁环境污染小袁第三产业比重较大袁因此应继

续发挥第三产业对其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袁 同时注

重生态环境建设袁打造全省生态服务型示范城市曰相
反袁 阜阳市和六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都处于较低等

级袁 据此政府应加大力度开展一系列项目引导城市

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袁整体水平低下袁人口压力大袁
城镇化水平略低袁医疗卫生尧教育等基础设施相对较

差袁 因此发挥亳州皖北中心城市和合肥经济圈的带

动作用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遥
源 结论与讨论

安徽省各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结果表明袁安
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较好袁 整体处于咱园援源猿怨袁
园援愿愿圆暂袁良等以上水平城市共 员圆 个袁其中芜湖市最

优尧阜阳市最差袁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的趋

势遥从 源 个子系统来看袁经济承载力系统对资源环境

承载力的影响最强袁权重达 源园援圆豫袁而环境承载力系

统的影响最弱袁权重为 员猿援源豫遥 同时袁经济承载力同

资源承载力在一定程度上呈负相关袁 经济承载力高

的城市袁其资源承载力均较低曰安徽省西北部城市的

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水平处于全省较低水平遥
本研究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袁 结合相关政

策文件与研究成果袁将安徽省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尧重
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 猿 大功能区袁其中合肥市尧芜
湖市尧马鞍山市和铜陵市为优化开发区袁滁州市尧亳
州市尧蚌埠市尧淮南市尧淮北市和宣城市为重点开发

区袁池州市尧安庆市尧黄山市尧阜阳市尧六安市和宿州

市为适度开发区袁并依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袁提出了未

来发展的建议袁对于安徽省制定合理的规划尧城市可

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遥
近年来袁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在城市空间发展

规划及功能区域划分等方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

视袁因此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袁进行综合评

价十分重要遥 当前阶段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并无统

一指标体系袁 指标选取的多寡对于评价结果也有一

定的影响遥本研究在充分研究安徽省资源禀赋尧环境

状况及城市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袁从资源尧环境尧经济

和社会 源 个方面选取了 员远 个指标进行承载力评价遥
但是袁资源环境是十分复杂的系统袁指标体系和评价

方法也不能完全反映研究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

平袁因此在今后研究中仍需不断地完善指标体系袁尝
试不同评价方法进行对比分析袁使研究更加深入遥同
时仍需注意到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袁要进一

步研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袁 有效

规范空间开发秩序袁合理控制空间开发强度袁才能制

定出有效的尧合理的城市未来发展规划袁保障生态文

明建设的顺利进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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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为缓解中国农业用水短缺与污染状况袁落实国家水安全战略和保证粮食安全袁运用考虑非期望产

出的 杂月酝原哉灶凿藻泽蚤则葬遭造藻 模型袁比较研究了中国省际农业用水效率和农业用水优化路径遥 从全要素的角度

出发袁在识别主要影响农业用水效率因素的基础上袁设计模型的投入指标并测算 圆园员员要圆园员源 年中国大

陆 猿员 个省渊区尧市冤的农业用水效率遥 结果表明袁中国农业用水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袁但仍然具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袁各个省渊区尧市冤的农业用水效率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袁新疆尧江苏尧广东等省份的农业用水效

率提升空间大袁具有很大的节水潜力遥 基于农业用水效率的实证结果和污染排放指标袁对未达到农业用

水效率有效前沿面的 圆缘 个省份进行聚类分析袁将 圆缘 个省份的农业用水方式分为低农业用水效率原低污

染排放尧低农业用水效率原高污染排放类型尧高农业用水效率原低污染排放类型和高农业用水效率原高污

染排放类型四类袁并分别提出了农业用水优化策略遥
关键词院非期望产出曰农业用水效率曰节水潜力曰杂月酝原哉灶凿藻泽蚤则葬遭造藻 模型曰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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