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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 ,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国土空

间与资源利用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1-3]。顺应新时

代、解决新矛盾，国土空间利用方式应当从粗放式向

可持续集约、注重人地和谐的高品质发展方式转变 [4]。 

国土综合整治作为增强国土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承

载力之间的匹配程度、提高国土开发利用效率和质量

的重要手段 [5]，在当前经济转型期肩负着重要的时代

使命。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国土综合

整治”；2018 年国土资源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国土综

合整治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中的重要平台

作用；同年自然资源部成立后正式将“负责国土空间

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海

洋生态、海域海岸线和海岛修复等工作”写入部门职

能，为国土综合整治工作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2019

年《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正

式启动，国土综合整治作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

局的重要抓手，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新的发展阶

段、新的发展导向与发展路径、新的行政管理机构等

标志着国土综合整治进入了从抽象概念逐步转向具

体落地实施、从单一目标转向多元目标、从独立要素

整治转向系统综合整治的新时期。一系列相关政策

文件明确了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实现国土空间格局优

化、功能提升、生态修复的目标，提出了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要求，但对国土综合整治的内涵、

对象、实施途径等尚无界定，导致国土综合整治全面开

展之际面临分工不明、任务不清、路径不一等问题。因

此，构建符合当前新形势要求的、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特

征的、满足不同层级国土综合整治管理与实践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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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综合整治体系，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命题。

目前学界对于“国土综合整治”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概念 [6] 与内涵解析 [7-8]，以及特定整治类型的实施途

径 [9]、行业管理 [10]、技术标准 [11]、整治工程 [12] 等方面。

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国土综合整治分类建议

或设想。例如夏方舟等系统梳理了国土综合整治近

40 年的概念演变，提出了以土地开发、复垦、建设用

地及农用地整治为基本类型，以资源环境综合整治、

海洋保护治理、精准扶贫整治为沿拓模式的国土综合

整治类型构想 [7]；封志明等从全国尺度提出了国土综

合整治分区，按照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相

对均质性将全国分为 11 个国土整治区及 56 个国土整

治亚区 [13]；刘新卫通过梳理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目标

与任务，提出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应包括城乡土地综

合整治、受损土地生态修复、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江河

流域综合整治及海域环境综合治理 [14]。上述研究在

分类思路、分类原则、分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

索，但未具体分析国土综合整治的途径与任务，对于

国土综合整治在不同尺度如何有效衔接、在不同时期

应如何定位未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在当前自然资源

统一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现有国土综合整治

分类体系与管理体系的一致性、整治要素的完整性、

整治体系的系统性与综合性都还有待完善。

鉴于此，本文从国土综合整治内涵解析出发，按

照系统性、尺度性、动态性等原则提出广义国土综合

整治分类框架，结合当前自然资源管理要求与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定位，构建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

系，提出不同整治类型的特征、目标及指标约束，以期

为国土综合整治规划编制、促进国土综合整治工作开

展提供参考。

2　国土综合整治分类总体思路

针对特定对象的分类研究一般有两种解析思路：

一是“自下而上”的聚类法 [15]，即识别分类对象包含的

全部内容的特征，将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内容归为

一类；二是“自上而下”的拆分法 [16-17]，即将分类对象

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与分类依据划分为不同类型，适

用于分类对象所包含内容不明确的情况。由于国土

综合整治内涵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且实践中各类整治

活动难以穷尽，因此本文采用“自上而下”的分类法构

建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

国土综合整治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首先，国土

综合整治是人类优化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的全部活

动的抽象；其次，国土综合整治是一项现实活动，按

照从宏观到微观的尺度逻辑可以分为国家层面的制

度设计、行业层面的管理活动以及具体整治实施的途

径措施，形成国土综合整治概念圈层结构（图 1）。不

同圈层的国土综合整治活动遵循一致的目标与问题

图 1　国土综合整治概念圈层结构图

Fig.1　The circle structure of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s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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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但随着圈层外推，目标与问题从抽象到具体，从

单一到多元。因此，本文拟按照圈层结构外推逐步进

行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构建，首先通过对国土综合

整治科学内涵解析进行广义（理论）国土综合整治分

类，其次结合国家新时期政策与制度背景，衔接国土

空间规划定位与要求，对抽象的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

类具体化，提出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明确各类

整治的定位、目标与途径，形成完整国土综合整治分

类体系。

3　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构建

3.1	 国土综合整治内涵解析

国内国土综合整治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为

促进国土空间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吴传钧、陈传康、

陆大道等一批科学家积极呼吁开展国土综合整治 [7]；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城市化、工业化速度加快，耕

地资源保护面临巨大压力，土地整治作为稳定耕地数

量、提高耕地质量的重要手段而广泛开展 [18]，成为该

时期国土综合整治的主要形式；新时期国土空间与资

源开发利用面临新的形势，生态环境破坏与自然资源

不合理利用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业界与学界都

呼吁通过国土综合整治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

实现国土空间资源可持续利用 [19-20]。

综上所述，尽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土综合整

治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其核心内涵始

终明确，即国土综合整治是优化国土空间与自然资

源利用的过程。不同阶段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能

力和社会文化差异导致合理利用的标准不同，但通过

国土综合整治实现当前生产力水平下最优利用状态

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为进行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

类，需首先解析国土空间与自然资源利用的过程，分

析国土空间与自然资源利用优化的途径。借鉴人地

关系思想，可以将国土空间与资源开发利用系统分为

利用客体和利用主体 [21]。按照尺度划分可以将利用

客体部分分为资源要素与资源系统，可将利用主体分

为利用个体和利用群体。资源要素具有自然属性及

与人类关联后的利用属性，按照一定等级、格局和组

合构成资源系统。利用个体的权属与市场关系、生产

能力等是影响资源要素的开发利用的关键因素。利

用个体通过要素投入，实现资源要素的功能发挥，利

用群体的管理系统通过规划约束利用个体、规划管制

资源系统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并根据资源功能的

外部效应反馈优化调整管理。

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途径主要包括资源要素的

改良、资源利用条件的改善、资源系统的空间格局优

化等；在社会经济系统方面主要包括利用者行为引导

及权属调整、利用能力的提升、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

系的优化等。整治对象与优化途径的组合构成了广

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的基础（图2）。

3.2	 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

3.2.1　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原则

根据国土综合整治内涵解析框架及特征确定广

义国土综合整治的分类原则如下：（1）尺度性。应在

分类中区分不同尺度国土综合整治对象、目标、途径

等的差异，不同尺度间整治类型应相互衔接。（2）独

立性与综合性结合。体现国土综合整治的系统性、综

合性，包括整治对象的综合、整治目标的综合、整治手

段与措施的综合等，同时保持不同整治类型在某一特

征上的相对独立。（3）稳定性与开放性结合。国土综

合整治分类应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要求，以稳定

的整治分类框架容纳不断变化的整治措施和手段。

3.2.2　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框架

以国土综合整治内涵为基础，按照国土综合整治

分类原则，可从空间 — 系统 — 途径三个层次进行国

土综合整治分类。国土空间是国土综合整治的基本

对象，其主要类型包括陆地空间与海洋空间，其中陆

地空间按照人类活动强度的高低又可以划分为城镇

空间（人口密度高，人类活动最剧烈）、工矿空间（人

类直接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资源的高强度活动空间）、

乡村空间（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低强度活动空间）

和生态空间（人类活动较少的生态重要区与生态退化

区）。提升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效率的途径包括改善

资源本底条件、优化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引导利用者

合理利用实现资源要素功能提升，以及通过各类资源

开发利用活动的空间配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实现

资源系统格局优化。通过整治对象与整治途径的组

合，可以构建包括 5 个一级类、16 个二级类、23 个三级

类的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图3）。

3.3	 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

3.3.1　 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规划衔接

不同时期的空间规划确定了国土综合整治的目

标导向和功能定位。《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全国国土空间保护、开

发、利用、修复的总体格局，国土综合整治作为解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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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利用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国土空间修复任

务的主要抓手。但目前国家层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尚未建立，针对国土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要求尚未

细化，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原有空间规划中国土综合整

治（包括各类专项整治）的规划背景、整治定位、整治

类型、整治目标、关键控制指标等要素及这些要素的

关系，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土综合整治定位。

现有国土空间相关规划包括土地利用规划、主体

功能区规划、国土规划、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等（表

1）。通过分析可知，空间规划中国土综合整治具有以

下特征：在不同时期国土综合整治都是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解决新时期的国土空间利用关

键问题是国土综合整治的重要任务；部门职责划分是

国土综合整治的实施基础；构建有效的层级传导机制

是国土综合整治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因此国土综

合整治应在以下方面与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衔接：（1）

定位衔接。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与国土空间保护、开

发、利用共同构成了国土空间规划格局，其中国土综

合整治重点针对利用失序、功能退化的国土空间，通

过资源改造、格局优化、功能提升等途径实现国土空

间利用优化。（2）目标衔接。国土综合整治应以解决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明确的

国土空间利用问题、实现空间发展蓝图为目标。（3）对

象衔接。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空间

图 2　国土综合整治内涵解析框架

Fig.2　The connot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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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划分（如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等）及空

间边界划定（如“三线划定”）相衔接，但也应符合国土

综合整治具体实施的要求。

3.3.2　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新时期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

形势判断，本文将国土综合整治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的作用定位为：针对当前国内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增

加、人地关系不匹配、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面临挑

战、自然灾害频发等重大问题，以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为理念，以实现生态修复、促进国土空间资源格

局优化与功能提升为目标，确保宏观引领和微观落实

相统一、目标一致性与区域差异性相结合，与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利用共同构成国土空间优化格局 [8]。

因此，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首先应依据广

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框架确定实际整治类型划分，其

次应根据规划要求明确不同整治类型的定位，最后需

要提出可为层级间传导提供参考的控制指标。基于

此构建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包括 5 个大类，11 个

亚类及23个小类，各类型的定位及控制性指标见表2。

3.3.3　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落实途径

按照国家、省/ 区域、市县的尺度分级可以确定不

同层面整治分类的落实途径。由于不同尺度面对的

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问题不同，对国土综合整治分类

的目标与要求也不同。国家层面重点按照整治大类

图 3　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框架

Fig.3　Generalized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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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土综合整治蓝图，在进行重点区域与重大工程

选择时结合特定问题选择相应整治亚类与小类；省级

/ 区域层面根据自身特征与国土空间规划选择区域性

的整治大类与亚类，按照国家整治目标的总体要求制

定不同类型的整治任务；市县层面需因地制宜选择与

地方问题衔接的整治小类，完成整治任务，实现整治

目标（图4）。

4　结论与讨论

（1）本文以国土综合整治概念的多层次性为基

础，采用“自上而下”思路，按照内涵解析、广义国土

综合整治分类、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的逻辑进行

分类体系构建，形成完整分类体系；（2）借鉴人地关

系思想构建了国土综合整治内涵解析框架，按照“空

间 — 系统 — 途径”逻辑，依据尺度性、独立性、综合

性等原则提出了广义国土综合整治分类框架；（3）通

过梳理相关规划中国土综合整治的背景、定位等，提

出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土综合整治的定位，结合

广义国土综合整治框架，将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划分

为 5 个大类、11 个亚类、23 个小类，并提出了各整治类

型的定位和控制指标，探讨了分类体系在不同尺度下

的落实途径。

与以往分类相比，本文分类体系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1）层次性。本文构建的分类体系涵盖国土综

合整治的科学内涵层面、制度设计与行业管理层面、

具体实施层面。（2）综合性。本文考虑了不同尺度下

表 1　现有空间规划中国土综合整治定位梳理

Tab.1　The positions of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classification in the existing spatial planning

规划名称 规划背景 基本定位 整治类型 整治目标 关键指标

全国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纲要

（1997—2010年）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

对土地资源的需求

进一步加大，各类用

地矛盾集中

土地开发、利用、整

治、保护相结合，通过

土地整理复垦保障耕

地数量质量

土地整治、复垦和开发；

土地退化防治

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

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增加耕地面积；增加其

他农用地面积；土地开

发率

全国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耕地数量质量快速

下降；建设用地无序

扩张；局部地区土地

退化和破坏严重

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

发补充耕地数量；通

过建设用地整理促进

节约集约；通过国土

综合整治改善土地生

态环境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建

设用地整理；国土综合

整治

提升耕地数量质量，

节约集约建设用地，

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

建设，统筹区域土地利

用

耕地保有量；补充耕地

面积；生态退耕面积

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

推进、空间结构急剧

变动，亟需提出科学

有序国土空间开发

导向

构建优化开发、重点

开发、限制开发、禁止

开发的空间格局

空间开发利用格局优化 明晰空间开发格局，优

化空间结构，提高空间

利用效率，增强区域发

展协调性，提升可持续

发展能力

开发强度；城市空间面

积；农村居民点面积；

耕地保有量；林地保有

量；森林覆盖率

全国生态保护

与建设规划

（2013—2020年）

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加

快发展时期，对自然

生态系统形成了巨

大压力，人口、经济、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

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开展生态脆弱区整

治、生态退化区修复

荒漠生态系统修复；草

原生态系统治理；湿地

与河湖生态系统恢复；

农田生态系统改良；城

市生态系统改善；海洋

生态系统整治；不土流

失防治；地下水超采治

理与修复

提升森林草原生态功

能，遏制自然湿地萎缩

和河湖生态功能下降

趋势；大幅提升近岸受

损海域修复率，局部海

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

遏制

三化草原治理率；近岸

受损海域修复率；水土

流失治理率

全国国土规划

纲要

（2016—2030年）

资源约束加剧；生态

环境压力加大；国土

空间格局亟待优化；

国土开发质量有待

提升

国土聚集开发、分类

保护与综合整治“三

位一体”总体格局

城市化地区综合整治；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

点生态功能区综合整治；

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综

合整治；海岸带和海岛

综合整治

修复田土功能，增强国

土开发利用与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之间的匹

配程度，提高国土开发

利用的效率和质量

耕地保有量；高标准农

田建设面积；新增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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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

Tab.2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in the new era

大类 亚类 小类 定位、目标与途径 参考指标

城镇

空间

国土

综合

整治

城镇系统格

局优化型整

治

城镇全域土地利

用格局优化

针对部分城市无序蔓延、功能单一化、城市空间格局和土地利用结构亟

需优化的问题，通过规划引导、城市生态网络建设、地类调整、用途转换

等措施实现城镇空间功能复合、用地高效、生态友好

“退二进三”面积、城市生态 

用地面积、城市农用地面

积、交通用地沿线治理面积

城镇空间功

能提升型整

治

低效建设用地再

开发

针对城市郊区、城中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生活品质差等问题，通过三

旧改造、市场引导等手段，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盘活低效用地

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面积

城市景观与环境

综合整治

针对城市生活环境恶化、景观单一化等问题，通过完善城镇污水、垃圾处

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特色景观风貌设计等促进城市生活与

景观功能提升

人均公共卫生设施数、特色

风貌建设面积比*

城市地质灾害防

治型整治

针对部分城市的地质灾害风险问题，实施城市地质安全防治工程，开展

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和地裂缝治理，修复城市地质环境

地质灾害治理点数量

城市生态修复型

整治

针对城市水污染、土壤污染加剧、城市湿地退化等问题，通过污染土地修

复、城市湿地修复、城市生态廊道建设、城郊绿地防护带建设、城市绿心

建设等，建设多功能复合的城市绿色空间

人均绿地公园面积、褐地整

治面积、城市生态廊道修复

比例、城市湿地修复面积

工矿

空间

国土

综合

整治

废弃矿山用

地功能提升

型整治

工矿废弃地复垦

利用

针对废弃工矿土地利用功能丧失、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通过土壤污染

修复、工矿用地复垦实现基本农田再造，促进工矿废弃地生产功能恢复

工矿废弃地复垦面积

工矿废弃地生态

修复

针对废弃工矿造成土壤污染、地质灾害风险、水土流失风险等问题，通过

工矿用地复绿、还湿等措施恢复工矿用地生态功能，增加生态源地面积

工矿废弃地复绿面积、工矿

废弃地恢复湿地面积

生产中矿山

功能提升型

整治

绿色矿山建设

针对部分矿山废气、废料污染严重导致水、土、大气污染，同时存在地质

灾害风险等问题，通过工矿生产排放控制、废气废料处理设施建设等促

进集约高效、生态优良的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绿色矿业示范区建设个数

乡村

空间

国土

综合

整治

乡村系统格

局优化型整

治

居民点空间布局

优化型整治

针对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低效建设用地增多、空心村增加等问题，采

用拆村并点、土地复垦等措施，结合增减挂钩等政策，形成合理、有序、

功能联系紧密的居民点体系

空心村治理面积、中心村建

设个数、农村建设用地复垦

面积

农用地格局结构

优化型整治

针对部分地区农用地结构失序、农业发展支撑性弱等问题，通过地类调

整、农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形成高效集约、生态友好、有助于激活乡村发展

的农用地利用格局

粮经济作物面积比、设施农

用地面积、特色农业面积、

复种指数

乡村空间功

能提升型整

治

农用地规模质量

提升型整治

针对部分地区农用地质量低下、耕地破碎化严重、农业设施不完善等问

题，通过地力提升、设施建设、权属调整等手段改善农用地生产能力，促

进农用地高效集约利用

中低产田面积、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积、耕地质量等别、

耕地破碎度

居民点景观与环

境治理型整治

针对居民点环境恶劣、生活垃圾污染严重、特色乡村风貌缺失等问题，通

过乡村风貌治理、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特色景观设计等促进美丽宜居乡

村建设，保存乡土风情

传统村落个数、居民点环境

治理个数、人均公共卫生设

施比例

污染治理与生态

修复协同性整治

针对耕地利用强度过高、土壤污染、土壤退化、水质恶化、地下水超采严

重等问题，通过土壤生态修复、节水灌溉设施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

措施促进乡村空间生态功能提升

盐碱化和酸化土地治理面

积、污染土壤修复面积、黑

土地退化治理面积*、节水

灌溉面积*

生态

空间

国土

综合

整治

生态空间系

统格局优化

型整治

生态网络建设

针对生态格局无序、生态连通性差、缺乏多层级生态建设等问题，通过生

态格局规划、生态廊道修复与连通、生态屏障建设、关键生态节点建设等

构建安全保障、韧性高的生态网络安全格局

关键生态节点建设个数、生

态安全指数、生态廊道连通

性指数、生态源地修复面

积、生态廊道修复长度；

生态重要区

功能提升型

整治

生态源地规模质

量提升型整治

针对草原、林地、水源地等重要生态源地生态功能退化、布局破碎化、生

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通过优化生态空间土地利用结构，促进生态用地

发挥规模效应，通过退化草原林地修复、河流湖泊治理等促进生态源地

质量提升

生态退耕退牧面积、集中连

片生态源地面积、退化林地

修复面积、“三化”草原治理

面积、河流湖泊治理面积、

湿地修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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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亚类 小类 定位、目标与途径 参考指标

生态

空间

国土

综合

整治

生态脆弱区

功能提升型

整治

土地荒漠化整治 针对土地荒漠化问题，通过实施包括造林种草、合理调配生态用水、增加

林草植被、建设水土保持设施、沙地固定设施等的荒漠化治理工程，促进

荒漠化治理，提升荒漠化土地生态功能

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土地石漠化整治 针对土地石漠化问题，通过加强林草植被保护与建设和退耕还林，合理

开发利用林草资源，加强坡改梯、坡面水系和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等

土地石漠化治理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 针对水土流失问题，通过水土保持工程、坡改梯工程等建设，结合小流域

综合治理促进水土流失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地质灾害综合整

治

针对部分地区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风险大的问题，通过实

施山体边坡绿化工程、山洪沟治理等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地质灾害治理面积

海洋

空间

国土

综合

整治

海洋要素格

局优化型整

治

海岸带开发利用

格局优化型整治

针对海岸带利用强度高导致海岸带生态功能破坏、海水污染等问题，通

过建设用地退出、限制滩涂开发、恢复生态用地等措施促进海岸带开发

利用格局优化

海岸带工业用地面积、海岸

带生态用地面积、海岸带农

用地面积

海洋空间功

能提升型整

治

过度开发型海岛

整治

针对部分海岛开发强度大导致海岛生态环境破坏、海水污染加剧等问题，

通过海岛开发管制、海岛生态用地恢复等促进海岛生态功能提升

海岛整治个数、海岛整治面

积

特色海岛开发型

整治

针对部分具有重要开发潜力海岛，在保障海岛生态功能前提下进行适度

开发，通过海岛开发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海岛合理有序开发，

提升国土利用效率

特色海岛开发个数

海岸带生态修复

型整治

针对海岸带污染物排放严重，红树林、滨海湿地退化等问题，通过水污染

治理、海岸带生态用地修复、退化湿地恢复等手段提升海洋生态灾害防

范能力

整治修复海岸线公里数、海

岸带重要生态用地面积、红

树林修复面积*

注：“*”代表区域性指标。

（表1续）

图 4　国土综合整治分类体系落实途径

Fig.4　The implementation way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各类资源要素和资源系统，涵盖了全部陆地与海洋空

间，实现要素综合；遵循目标与问题导向，衔接工程、

管控、市场、权属等手段，实现措施综合。（3）动态性。

根据形势发展可以通过调整整治小类、确定适用的控

制指标等完善整治分类，引导整治工作开展。（4）实

践性。根据不同整治类型的问题、目标、途径与措施

确定控制指标，并分析了分类体系的落实途径，为不

同层级国土综合整治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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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还存在一些方面有待深化：一是本文国

土综合整治内涵解析框架是借鉴人地关系思想进行的

简单抽象解析，实际上现实中国土综合整治涉及的要

素、要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加

强国土综合整治内涵的理论分析；二是由于缺乏实证

分析，目前该分类体系的实际应用效果还有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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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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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of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ITC) 

in the new era. This research constructed a connot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f ITC and proposed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ITC, following a top-down approach and the thought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itory space planning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way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The methods of this paper include literature analysi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rom the connotation analysis to the 

broad classification of ITC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ITC in the new era; 2)according to the “space-system-path” logic and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scale, independence, comprehensiveness, stability and openness, th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ITC was proposed; 3)by combing the objectives, types and positioning of China’s ITC in the 

related territory space planning,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national territory space planning system,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ITC including 

5 major categories, 11 sub-categories and 23 sub-categories. and proposed the consolidation guidance and control 

indicato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nsolidation. In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C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nnotation. The industr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and the positioning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re the important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C classification system should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consolidation objectives, the systematic and dynamic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and 

the practica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Key words: territory space; Integrated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connotation analysis; class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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