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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加速，各类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加深，呈

现出高强度的国土空间开发态势 [1]。与此同时，资源

环境保护力度却明显滞后，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

支撑之间的矛盾凸显 [2]，两大症结逐渐显现：第一，

资源紧缺加剧，中国主要资源要素人均不足，面对日

益增长的资源消费需求及粗放利用方式，本已短缺的

各类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 [3]；第二，生态环境压力增

大，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污染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严重 [4]。鉴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加

剧，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管理政策，旨在强化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在国土空间开发过程中的基础

性地位。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开展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要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探

索的必要性。

本文在梳理现有资源环境承载力方案基础上，探

索面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框

架。首先厘清既有文献、评价实践以及技术规程中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范式和方法，为本文评价的制定提

供思路借鉴和改进方向。在概括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定位和目标的基础上，剖析其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的要求。最后，针对省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探索具

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框架。

2　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认识与现实差距

2.1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与内涵

承载力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 [5]，从最初的工程领

域后被引入生态领域，在国外已有一百多年的研究历

史。早在 18 世纪，马尔萨斯就从人口学角度提出了

资源对于人口数量的限制，展现了资源环境承载力

的雏形 [6]。至 1921 年，帕克和伯吉斯第一次明确提出

了承载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满足一定的资源环境

条件下，某类生物能够存活的最大数量”[7]。IUCN（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则将个体生存的要求提高到生活

和发展的要求，将承载力定义为“一个系统在维持生

命机体的再生、适应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

体数量的限度”[8]。此后，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不断完

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结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

用该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智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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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

平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9]。随着研究深度与

广度的拓展，国内外学者将承载力的物理内涵、生物

内涵深化为社会内涵，明确了承载力是衡量资源环境

系统（承载主体）同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承载客体）之

间协调关系的指标，即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10-14]，相

继提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等细化的资

源环境承载力概念 [15-19]。同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资

源环境承载力的存在性、可知性和可度性 [20-22]，深化

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范式和度量方法的探索，形成

了识别限制因子的承载力研究范式 [23-24]、基于生态足

迹的承载力研究范式 [25-27]、相对承载力研究范式 [28-30]

和多因素综合的承载力研究范式 [31-33]。其中，多因素

综合的承载力研究范式和指标加权综合方法便于评

价和结果量化，逐渐成为主流。

2.2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理论认知局限

囿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内涵的复杂性，目前关于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存在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早期研

究多将承载力等同于资源和环境条件对生物（人口）

的极限容纳量，追求机械思维下的绝对数量，但不同

资源环境要素和计算方法组合所得到的承载极限数

量差别巨大 [34-37]。随着研究实用性要求的提升，对区

域可载与否的二元化识别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承载

力研究的主流方向 [38-40]。但是超载不代表禁止发展，

不超载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缺乏承载

状态量级的识别难以满足区域性发展模式差异化和

因地制宜的决策需求。综上，计算可承载人口数量和

判断超载与否的方式存在理论认知与方法逻辑的不

匹配，难以应对现实区域开发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

复杂性矛盾，降低了对决策辅助的应用价值。

另一方面，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逻辑

框架上也存在不足。例如，在指标体系构建上，大量

研究缺乏指标间逻辑性及其与承载力内涵关联的认

知，混淆了本底、压力状态及预警指标，缺乏与承载力

基本内涵的关联性，反映的承载主客体关系不清。在

指标综合方面，对不同主导功能地域上指标的贡献差

异缺乏明确的界定，往往采用一套统一权重，简单加

权汇总。现实的国土空间是一个作为承载人类生产、

生活、生态多功能的复杂综合系统，评价指标如能对

区域的功能差异做出响应，评价显然更具科学性和针

对性。资源环境要素对区域主导功能具有不同的承

载模式，而绝大多数研究却忽视了承载要素对区域功

能作用的差异。综上，构建与承载力内涵紧密联系且

逻辑层次清晰的指标体系，针对区域主导功能差异建

立多套权重体系，是对未来评价框架中指标逻辑与综

合思路改进的重要方向。

2.3 主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案比较

随着国家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逐渐重视，一

系列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规程相继出台，例如原国土

资源部办公厅印发的《国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

要求（试行）》（方案 1）[41]、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

等 13 部委联合印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技术方法（试行）》（方案 2）[42] 是指导省级资源环境承

载力评价最具有代表性两个方案。此外，面向地方国

土空间规划的需求，不同地区开展了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的实践工作。其中，服务于中原经济区规划的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案较为系统，具有代表性（方案

3）[43]。研究选择上述三个典型省级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方案进行系统比较，为评价框架优化提供参考，

对比情况如表 1 所示。

3　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内

在要求

3.1 国土空间规划定位和内涵

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国土合理开发、利用、治理进

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和手段 [44]，在空间上统筹社会

经济活动同资源环境系统的组织运行 [45]。国务院印

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 — 2030 年）》以国土集

聚开发、分类分级保护和综合整治为主要内容，针对

各区域差异条件进行空间划分，根据各地区资源环境

条件因地制宜引导人口和产业集中合理布局，依据资

源环境承载压力进行分类分级管控和协调，对国土利

用效率低下区域进行国土综合整治 [46]。因此，全国

及省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要点是分区规划，确定科

学合理的城镇开发格局、农业生产格局和生态保护格

局，针对不同区域发展导向进行适宜的开发、保护和

整治；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是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的基

础，识别区域发展限制性“短板”要素、明确资源环境

承载压力大小，并对未来承载状况作出预警是国土空

间布局优化决策的基本前提。

3.2 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内在要求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具有先

导性、基础性和重要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

院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先后强调国土空间规划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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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承载力的“必用性”，必须要在承载力评价的基础

上，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但现有承载力评价结果过于

简单（超载与否或承载多少人口）或对指标直接加权

综合，对空间规划的支撑并不强。因此，对于新形势

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管用性”才是对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最核心的要求。同时，从提升承载力评价对空间

规划的支撑角度，“好用性”是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更高层次的要求。

3.2.1　“必用性”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的资源环境问题

及空间治理中承载力评价的支撑局限，国家逐渐重视

国土开发过程中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2014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 年）》，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空间

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 [47]。2016 年，两办印发《省级空

间规划试点方案》，提出开展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定位

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48]。同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国

家海洋局等 13 个部委印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

预警技术方法（试行）》，为国家和地方资源环境承载

力评价提供了技术指导和要求 [42]。2017 年国务院印

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 — 2030 年）》，指出资源

环境承载力是国土规划开展的刚性约束 [46]。同年，两

办印发《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

制的若干意见》，从各类资源环境管控措施、管理机制

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49]。综上可见，国家持

续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预警工作的规范化、常

态化、制度化，开展国土的开发、保护等空间规划须基

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成果。

3.2.2　“管用性”

所谓“管用性”，即承载力评价能够真正服务于

空间规划的编制决策。那么空间规划主要决策内容

是什么？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 — 2030 年）》为

例，首先，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提出区域差异化

的发展战略和管理政策，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推

动国土集聚式开发 [46]。其次，为保证资源开发和环境

纳污能力的可持续性，实施“底线思维”式资源和环境

保护，明确资源消耗上限、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

底线，为空间开发利用行为划圈定界。因此，确定不

同区域开发的优先性秩序、拟定特定区域开发与保护

的模式、界定保护的优先秩序和保护类型、预估未来

发展潜力等是空间规划必须做出的决策判断。就这

点而言，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是否超载，

亟需辨识子区域可比的承载压力、短板要素、剩余承

载空间等。

因此，实现承载力评价的“管用”首先应满足多

层次需求和每个层次横向可比性：不同区域间可比，

表1　当前典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案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current typical evaluation schemes fo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评价方案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评价目标
支撑国土规划、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

支撑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工作 支撑中原经济区规划：为区域开发与保

护决策提供支持

评价思路

从土地和地质两个部分承载力展开：前

者以土地资源作为基础评价，以水资源和

生态环境作为修正评价；后者以地质承

载力为核心，包括地下水和矿产资源

从基础评价、专项评价和预警评价三方

面展开，其中基础评价针对全域，而专

项评价则针对特定主体功能区

从地质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

境四类环境要素进行评价，采用加权综

合法对各要素指标综合，并对未来进行

预测

优点借鉴

1. 本底、状态及预警的评价思路（地质部

分）

2. 识别国土开发短板，并开展限制性和适

宜性评价（土地部分）

3. 本底类指标综合考虑资源数量和质量

1. 通过指标和阈值对比表征承载状态，

且阈值大多采用权威标准

2. 通过承载状态及其变化趋势开展综合

预警的思想

3. 要素全面，开展限制性和适宜性评价

1. 利用加权综合方法实现承载状态评价，

且在权重设置方面考虑区域的发展功能

2. 水环境和大气环境评价时从容量和污

染物排放量关系两层次评价

潜在改进

方向　　

1. 评价维度不一致（土地部分、地质部分）

2. 每一类要素均对承载力具有重要影响，

区分基础评价和修正评价不一定合适

3. 土地部分评价已考虑地质条件，再次单

独评价地质环境存在重复评价问题

4. 指标加权综合时未考虑主导功能差异

1. 专项评价和基础评价区位重叠，易造

成评价结果冲突

2. 专项评价中指标计算复杂，不利于评

价的可操作性

3. 采用“短板效应”判断综合承载状态，

导致超载区域过多

1.评价维度不明确，各要素评价思路不同

2. 评价要素过于倾向于环境，未进行要素

的综合评价

3. 要素下指标众多，需要层层加权综合，

数据获取难度大且易产生多重加权误差

4. 承载力预测模型复杂影响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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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承载压力的大小；区域内部要素可比，识别承载

压力的短板要素。此外，也应满足纵向可比性，对未

来开发强度与承载容量之间的空间提出动态预警。

同时，实现“管用”也需统筹评价过程的理论认知与方

法逻辑。首先，不同层次的指标甄选需符合承载力内

涵且具有逻辑关系；其次，将评价区域功能差异纳入

指标确权的过程，通过差异化的主导功能决定指标权

重体系；最后，耦合资源环境压力与演化趋势对未来

趋势进行预警判断。

3.2.3　“好用性”

评价结果是否“好用”是提高评价对规划决策辅

助能力的关键。提高承载力评价的可操作性是实现

结果好用的重要视角。第一，评价指标选择坚持“精

而全”的原则，在不遗漏重要信息的前提下，抓住主要

要素，同时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第二，评价指标必须

具备可比性。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科学评判承载力

地区差异、识别各地区发展的资源禀赋短板及未来的

潜在空间。第三，指标选择应保证可量化、可获取。

要提高指标的量化比例，同时选取易于数据采集的指

标。第四，应满足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决策的空间尺度

要求。

4　面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框架构建

本文基于前人评价方案，面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要求，提出了“一个目标、五大要素、三种功能、两个

层次、三个维度”的评价框架。在摸清区域资源环境

禀赋的基础上，从承载支撑力出发，开展综合限制性

与适宜性评价；再根据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强度，评

价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压力；最后对资源环境承载

情况进行预警，实现紧扣承载力内涵的多层次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

4.1 评价框架搭建

4.1.1　一个目标

科学评价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直接服务于

省级空间规划的多层次决策需求，实现国土空间开发

与保护的格局优化，促进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

4.1.2　五大要素

资源和环境系统是承载国土开发、农业生产以及

生态保护等社会经济功能的主体，对资源环境要素进

行界定和筛选是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前提。

研究遵循不重叠、差异化原则，按照资源、环境要素和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密切程度，筛选了土地资源、水

资源、大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 5 类要素作为区域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核心要素，将地质环境要素作

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限制性因子。

4.1.3　三种功能

评价单元区域所承担的功能是多样化的，资源环

境要素针对不同功能的适宜性也是不同的，因此需要

打破评价单元单一功能导向的弊病，不对空间进行细

分，对功能进行拆分，明确评价单元的主导功能。研

究综合主体功能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将评价单元划分为建设

开发、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三种主导功能。

4.1.4　两个层次

研究将单要素评价和要素综合评价相结合，采取

两个层次的递进评价方法。资源环境承载力涉及的

土地资源、水资源、大气环境、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等要

素，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所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须关注单要素承载力评价。

同时，资源环境禀赋条件同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关系

复杂，为使评价结果对区域发展和空间治理更具直

接、有效的指导价值，应强调综合系统的多层次和全

要素分析，开展综合评价。

4.1.5　三个维度

研究从本底资源环境禀赋、承载状态和动态预警

三个方面提出了“本底识短板 — 状态评压力 — 预警

助管理”的三维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框架。

区域可持续发展主要受到关键性稀缺资源或者

短板环境因素的制约，资源环境承载本底评价聚焦区

域资源环境承载的“短板”识别。首先，从资源环境系

统的支撑力着眼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用以

表征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和生态支撑能力；

进而开展单要素本底指标评价，对比 5 类要素指标优

劣程度，确定水平羸弱的要素作为区域“短板要素”的

初步结果；结合区域主导功能确定要素权重，在初步

识别的“短板”中选择权重最大的要素作为该区域资

源环境承载力的最终“短板”，得到资源环境承载力本

底综合评价结果。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评价综合了资源环境系统的

支持力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压力，反映资源环境系统供

容能力与经济社会系统发展需求的平衡状况。根据

区域间承载压力的差异为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开发、

保护引导提供依据，实现区域均衡、可持续发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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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底指标体系，测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

禀赋造成的压力；在开展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单要素评

价的基础上，结合区域主导功能确定相应要素对资源

环境承载状态的权重，通过加权综合确定区域的资源

环境承载综合状态。

在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评价基础上，对资源环

境承载力系统发展态势的动态预警，是加强资源环境

管理、优化空间开发格局的必要前提，警情诊断是预

警的起始点和前提。本框架警情诊断的核心思路是：

以资源环境承载状态为基础，结合其变化趋势，由现

状压力大小与变化趋势的组合综合判定各个资源环

境要素的预警等级。面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

环境承载力评价框架如图 1 所示。

4.2 评价方案对省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回应

评价框架核心在于本底评价、状态评价及预警评

价三个维度层级递进，紧扣承载力中支撑力和压力的

核心内涵，旨在实现评价层次丰富性、评价结果可比

性、评价指标科学性、评价过程合理性与评价对象的

针对性。通过评价单元内部各资源环境要素本底禀

赋水平的比较识别承载压力的短板要素，以“底线思

图1　面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案框架

Fig.1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for provincial lan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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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体现区域发展劣势与制约因素，定位符合本底资

源环境禀赋的开发方向，制定差异化资源环境保护和

改善策略；通过对不同评价单元资源要素承载状态对

比，综合评估各地区资源环境相对承载压力，确定不

同区域开发优先秩序，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和

管理政策，引导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集聚及基础设施建

设，进而科学地规划城市建设开发格局、农业生产格

局以及生态安全格局；综合当前承载状态及其变化趋

势，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预警评价，实现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的动态性与预期性，直接服务于空间预期

的规划决策。面向三个递进的评价维度，本评价框架

设计了逻辑清晰并相互关联的指标体系，其中状态评

价基于本底评价结果，预警依据承载状态评价结果。

框架综合评价在指标权重设置方面，通过识别区域主

导功能，构建了差异化的要素指标权重体系。综上，

评价框架兼顾国土空间规划开发和保护的目标，通过

多层次的承载力评价结果引导社会经济活动同资源

环境支持系统的匹配，满足国土空间规划对于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管用性”要求。

评价框架在河南省实践中，按照资源环境系统与

人类活动系统关联的密切程度遴选评价要素，利用统

计资料或可量化指标，提高指标的可信度、可获取性

和可操作性。指标计算能够反映区域之间承载力的

差异，通过承载压力的对比帮助识别集聚开发和重点

保护区域。因此，本框架的指标体系满足了国土空间

规划决策实用性的要求。评价单元确定上，以区县单

元为基础，同时以 5 km 网格单元为补充，既有利于省

级国土空间规划决策，又可以直接服务于市县级国土

空间规划。因此，评价框架聚焦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辅

助于国土空间规划决策的目标，从评价单元、数据、指

标、评价方法、结果呈现等方面都追求可操作性，满足

了国土空间规划对于承载力评价的“好用性”要求。

5　结论与讨论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具有基

础作用，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手段。研究通过厘清资源环境承载力内涵、理论

认知局限及方案比较，指出了传统承载力生物承载量

与承载二元论的认知偏差，辨识了评价指标遴选逻辑

与综合思路的缺陷。根据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

环境承载力“必用性”、“管用性”和“好用性”的内在

要求，构建以本底评价、承载状态评价以及预警评价

为核心的评价维度，按照建设开发、农业生产和生态

保护等区域主导功能设定多重权重体系，形成本底识

短板、状态评压力和预警助管理的评价思路，以满足

省级国土规划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管用和好用

的要求。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历史已逾百年，但实践上仍

难以准确应对区域复杂人地关系。未来需面对实践

诉求，不断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方法和应用

研究。一方面，承载力评价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本身

存在矛盾。承载力是资源环境本底条件和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耦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复杂性，难以利用简

单的指标体系全面评价承载力状况，但是国土空间规

划等实践要求评价方案具有可行性和效率，过于复杂

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难以满足要求。因此，在指标

体系构建和方法选择上应综合考虑二者平衡，保障实

践要求前提下尽可能全面反映承载力的科学内涵。

另一方面，承载力多要素的综合评价仍存在技术性难

题。不同资源数量和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多样，不同要

素及方法综合的物理逻辑问题需要首先解决。因此，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在今后工作中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致谢：本文在初稿阶段得到中国土地勘测规划

院贾克敬所长、河南省国土资源厅雷子平总工程师和

吴荣涛研究员、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刘天科研究

员、浙江大学吴次芳教授和方恺研究员等专家的指

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肖金成，欧阳慧 .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研究［J］ . 经济

学动态，2012（5）：18 - 23. 

［2］  陈从喜 . 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 以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J］ . 国土资源情报，2011

（10）：8 - 13. 

［3］  方创琳 .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问题与

对策建议［J］ . 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24（5）：468 - 474. 

［4］  赵其国，黄国勤，马艳芹 .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生态文明

建设［J］ . 生态学报，2016，36（19）：6328 - 6335. 

［5］  HARDIN G. Carrying capacity as an ethical concept［J］ . 

Sounding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976, 59(1): 120 - 

137. 

［6］  MULTHUS T R. Population: the first essay［M］ .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9.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年 12 月   第 12 期72

［7］  PARK R E, BURGESS E W.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8］  MCKENZIE S. Social sustainability: towards some definitions

［EB/OL］ . （2016-01-31）［2018-06-30］ . http://www.docin.

com/p-1444648474.html. 

［9］  UNESCO, FAO. Carrying capacity assessment with a pilot 

study of Kenya. Population-resources-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 resource accounting methodology for exploring 

national op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OL］ . ［2018-

06-30］ . https://www.popline.org/node/347033. 

［10］  樊杰，周侃，王亚飞 .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2016

版）的基点和技术方法进展［J］ . 地理科学进展，2017，36

（3）：266 - 276. 

［11］  SCHNEIDER D M, GODSCHALK D R, AXLER N. The 

carrying capacity concept as a planning tool［R］ . Chicago: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Planning Advisory Service 

Report 338, 1978. 

［12］  BISHOP A B, et al. Carrying capacity in reg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M］ .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1974: 1 - 17. 

［13］  张彦英，樊笑英 . 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力［J］ .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1，24（4）：9 - 11. 

［14］  张侃 .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基于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宏观思考［J］ . 东南学术，2015

（2）：4 - 14. 

［15］  PETERS C J, WILKINS J L, FICK G W. Testing a complete-

diet model for estimating the land resource requirements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agricultur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new 

york state example［J］ . Renew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2007, 22(2): 145 - 153. 

［16］  施雅风，曲耀光 . 乌鲁木齐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及其合

理利用［M］ .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94 - 111. 

［17］  刘艳菊，李巍，郝芳华 .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大气环境

承载力分析研究［J］ . 安全与环境学报，2009，9（3）：80 - 

85. 

［18］  PETERSON D H. Florida keys carrying capacity study［J］ . 

Proceedings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Federation, 2002(2): 

489 - 501. 

［19］  刘东，封志明，杨艳昭 .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生态承载

力供需平衡分析［J］ . 自然资源学报，2012，27（4）：614 - 

624. 

［20］  ARROW K, BOLIN B, COSTANZA R, et al.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J］ . Science, 

1995, 268: 520 - 521. 

［21］  童玉芬 . 人口承载力研究的演进、问题与展望［J］ . 人口

研究，2012，36（5）：28 - 36. 

［22］  原华荣，周仲高，黄洪琳 . 土地承载力的规定和人口与

环境的间断平衡［J］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7（5）：114 - 123. 

［23］  刘玉玉，周典. 基于限制因子法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村

落生态承载力分析研究［J］ . 华中建筑，2014（11）：100 - 

103. 

［24］  林道辉，杨坤，周荣美，等. 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与限制

因子分析［J］ .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01，28（1）：76 - 

81. 

［25］  陆颖，何大明，柳江，等 . 云南省 15 年生态足迹与承载力

分析［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3）：93 - 97. 

［26］  安宝晟，程国栋 . 西藏生态足迹与承载力动态分析［J］ . 

生态学报，2014，34（4）：1002 - 1009. 

［27］  杨屹，加涛 . 21 世纪以来陕西生态足迹和承载力变化［J］ . 

生态学报，2015，35（24）：7987 - 7997. 

［28］  王长建，杜宏茹，张小雷，等 . 塔里木河流域相对资源承

载力［J］ . 生态学报，2015，35（9）：2880 - 2893. 

［29］  黄常锋，何伦志，刘凌 . 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研究

［J］ . 经济地理，2010，30（10）：1612 - 1618. 

［30］  瞿秀华，熊黑钢，闫人华，等 . 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改

进模型的新疆各地州承载力分析［J］ . 中国农学通报，

2013，29（35）：199 - 204. 

［31］  郭志伟 . 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研究［J］ . 城市

发展研究，2008，15（5）：24 - 30. 

［32］  郭欢欢，李波，侯鹰 . 基于土地功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

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J］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1，47（4）：424 - 427. 

［33］  李刚，卢晓宁，边金虎，等 . 岷江上游土地资源承载力评

价［J］ . 水土保持研究，2015，22（1）：262 - 268. 

［34］  朱国宏 . 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6（1）：18 - 22. 

［35］  童玉芬 . 北京市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动态模拟与分析

［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21（9）：42 - 47. 

［36］  彭立，刘邵权 . 土地功能视角下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

研究——以攀枝花、六盘水市为例［J］ . 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2012，21（1）：74 - 81. 

［37］  张子珩，濮励杰，康国定，等 . 基于可能—满意度法的城

市人口承载力研究——以乌海市为例［J］ . 自然资源学

报，2009，24（3）：457 - 465. 



7373岳文泽等：面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思考

［38］  李焕，黄贤金，金雨泽，等 .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人口承载

力研究［J］ . 经济地理，2017，37（1）：181 - 186. 

［39］  雷勋平，邱广华 . 基于熵权 TOPSIS 模型的区域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实证研究［J］ . 环境科学学报，2016，36（1）：

314 - 323. 

［40］  宋艳春，余敦 .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

评价［J］ . 应用生态学报，2014，25（10）：2975 - 2984. 

［41］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Z］ . 2016. 

［42］  发改委 . 关于印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

法（试行）》的通知［Z］ . 2016. 

［43］  中原经济区环境承载力研究工作小组 . 中原经济区（河

南部分）环境承载力研究专题报告［R］ . 河南：河南省地

质环境监测院，2013. 

［44］  强海洋，兰平和，张宝龙 . 中国国土规划研究综述及展望

［J］ . 中国土地科学，2012，26（6）：92 - 96. 

［45］  陈小宁 . 国土规划工作的回忆与思考［J］ . 国土资源情报，

2004（1）：45 - 47. 

［46］  国务院 . 关于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 — 2030 年）

的通知［Z］ . 2017. 

［47］  中共中央  国务院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

年）［Z］ . 2014. 

［4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

案［Z］ . 2016. 

［4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Z］ . 2017.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for Provincial Territorial Planning

YUE Wenze, DAI Ziwei, GAO Jiabin, CHEN Ya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design an evaluation scheme fo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for provincial territorial planning，and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provincial land space.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literature analysis, inductive dedu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should satisfy the valuable requirement, useful requirement and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 of territorial planning. To that end, the paper builds a reasonable index system and selects the 

appropriate scale, and designs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from the natural endowment, loading status and early warning 

dimensions based on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functions. In conclusion, the foothold 

of provincial territorial planning is efficient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classified protec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ovincial territorial planning is the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which aims at 

discerning the shortages, assessing carrying pressure and performing early warning.

Key words: land ecolog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provincial territorial planning; resource endowment 

evaluation; carrying state evaluation; early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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