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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邹亚锋 1,2，李亚静 1，马天骏 1，袁志鸿 1，刘  娟 1 
（1.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为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及新农村建设实践。该文以武川

县可可以力更镇为例，在乡镇规划调控的前提下，按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的

农村居民点确定为城镇化型，位于扩展边界范围外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非城镇化型。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因其未

来演化方向而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

便利度、居民点活跃度 3 大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据此将其空间布

局优化类型划分为综合发展潜力型、原地整治保持型、迁村并点扶持型 3 类。结果表明，可可以力更镇确定为社区化管

理型的农村居民点 6 个，面积 15.29 hm2；综合发展潜力型 46 个，面积 178.28 hm2；原地整治保持型 53 个，面积 189.20 hm2；

迁村并点扶持型 40 个，面积 141.22 hm2，并针对 4 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提出较为具体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

符合可可以力更镇实际情况，能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整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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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是农村

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也是土地利用的

重要组成部分[1]。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引导，中国农村居

民点建设长期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导致了居民点用

地比例不协调、分布散乱等突出问题[2-3]。近年来，受农

村人口大量外流、宅基地无序扩张、布局分散等一系列

问题的影响，农村人地矛盾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

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加强农村居民点的管理是新

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通过农村居民点合

理优化布局，不仅能够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改善

农村生产和居住环境；还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进

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乡村社会转型以及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及其优化日益成

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4]。近年来，围绕农村居民点空

间布局优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涉及农村居民点空间布

局影响因素[5-6]、空间分布特征[7-9]、演变规律[10-12]以及农

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13-15]等方面；总体上以区县[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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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18-19]等中小尺度为主；方法上多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运用空间引力模型[20]、景观格局指数[21-22]、加权 Voronoi

图[23-24]等对农村居民点布局进行评价与优化。现有研究

对于农村居民点布局及优化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理论及

方法体系，但未考虑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且与相

关规划衔接不够紧密，很难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空间布

局优化实践。因此，本文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为例，

基于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

镇化型及非城镇化型两大演化方向，并构建了非城镇化

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农村居民

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划分的方法，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空

间布局优化提供新的思路。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可可以力更镇(以下简称可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武川县（40°47′03～41°22′57N，110°30′39～
111°52′16E）东中部，是武川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

该镇南距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 33 km，西距固阳

县城 138 km，西北距百灵庙镇 120 km，东北距科布尔镇

120 km，省道穿境而过，交通较为便利。全镇地形以山

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在 1 500～1 600 m 之间。2014

年，全镇镇域面积 26 618.44 hm2，辖 4 个居委会，8 个行

政村，总人口 5.6 万人，全镇农村居民点面积 524.03 hm2，

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 137.56 m2/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

较为散乱，空心村现象严重，人居环境较差，亟需改善。 

·土地整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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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武川县国土资源局提供

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以及 2014 年武川县

土地利用现状图。其他相关资料包括《武川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9-2020 年）》[25]、《可可以力更镇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9-2020）》[26]以及相关经济社会数据，其中，

部分数据根据实地调研获取。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县级规划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规划，是乡镇级规

划的依据和指导；而乡镇级规划是实施规划的基础，是

县级规划的基础和具体落实。且规划方案的最终确定要

经过与城建等相关部门和上、下级政府充分协调。因此，

本文依据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城镇建设用地

扩展边界，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化型及非城镇化型

两大不同演化方向：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因其未

来发展极有可能纳入城镇建设，故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

型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

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便利度、居民点活跃度三

大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体系，依据

综合评价得分，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为综合发展

潜力型、原地整治保持型及迁村并点扶持型。进而得到

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方案，如图 1

所示。   

 
 

图 1  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思路 
Fig.1  Flowchart for rural resident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based on town planning regulation 
 

2.1  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确定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是为引导土地利用方向、管制城

乡用地建设活动所划定的空间地域。在乡镇级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了建设用地的“三界四区”：“三

界”即规模边界、扩展边界、禁建边界；“四区”即城镇

建设用地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

止建设区。其中，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包含有条

件建设区与允许建设区[27]。 

允许建设区，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范

围，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直接依法开展城乡建

设用地利用和建设行为的空间区域，区内土地主导用途

为城、镇、村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有条件建设区，即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之外、扩展边界之内的范围，是

依据总体利用规划在特定情形下可依法开展城乡建设用

地利用和建设行为的空间区域，在不突破规划城乡建设

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前提下，区内土地可以用于规划建设

用地区的布局调整。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的居民

点均有可能在规划期内因城镇扩张而经整治拆迁等纳入

城镇建设，因此，本文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

围内（包含允许建设区及有条件建设区）的农村居民点

其演化方向全部确定为城镇化型，而扩展边界范围外的

则确定为非城镇化型。 

2.2  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 

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随着城镇的发展与扩张，

该类居民点将逐步实现城镇化。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

民点，通过对其空间布局的优化整治可以改善人居环境，

协调人地关系，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本文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13-14,17]，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布局适

宜性的各个影响因素，结合可镇的实际情况以及资料的

可获取性，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便利度、居民

点活跃度三大方面构建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

影响力评价体系，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借

助 ArcGIS10.1 空间分析功能评价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

斑块综合影响力，并据此确定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空

间布局优化类型。评价体系见表 1。 

乡镇总规协调度主要从规划规定的保护区及重点

建设、拆迁对象等方面考虑：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保障中

国粮食安全的重点区域，区内耕地禁止进行其他建设活

动；水体保护区的设立，保障了生态环境的健康以及水

体洁净，该区内除必要的相关建设外同样禁止其他建设

活动；风景名胜保护区对于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

积极的作用，区域内禁止具有破坏性的建设活动，同样

不可用于居民点建设。以上 3 类区域内的农村居民点以

及总规确定的拆迁对象的指标权重赋为 NoData，其斑

块综合影响力确定为 0。总规确定为重点建设对象的农

村居民点，规划期内重点建设，以期对周边区域产生生

产生活方面的积极带动作用。各指标可从乡镇规划图件

成果中直接获取。 

生活生产便利度分为生产可达性、生活可达性 2 大

指标层：对于生产可达性指标层中包括的耕地、草地、

林地、其他农用地及工矿点等是农民从事生产活动的主

要场所，距离越近，日常劳作的便利度越高。生活可达

性指标层下设二级指标层包括道路、水源、建制镇、小

学、文化室、卫生室等指标，涵盖交通、基本生活、教

育、医疗四方面的基本需求。各指标均可利用 ArcGIS10.1

从土地利用现状矢量图中提取，并借助 ArcGIS10.1 空间

分析功能及《水土保持技术规范》[28]与相关研究[21-23]确

定的缓冲距离进行缓冲区分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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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on-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patch 

指标层 Index level 目标

层 
Target 
level 

准则层 
Criteria 

level 

权重 
Weights 一级指标层 

Index level Ⅰ 
权重

Weights 
二级指标层 

Index level Ⅱ 
权重

Weights

指标

权重
Weights

基本农田保

护区内 
NoData   NoData

水体保护 
区内 

NoData   NoData

风景名胜保

护区内 
NoData   NoData

总规确定拆

迁对象 
NoData   NoData

乡镇总

规协调

度 

0.10 

总规确定重

点建设对象 
1.00   0.100

距耕地距离 0.25 0.050

距草地距离 0.25 0.050

距林地距离 0.15 0.030

距其他农用 
地距离 

0.15 0.030

生产可达性 0.40

距工矿点距离 0.20 0.040

距道路距离 0.30 0.090

距水源距离 0.20 0.060

距建制镇距离 0.20 0.060

距小学距离 0.10 0.030

距卫生室距离 0.05 0.015

生产生

活便利

度 

0.50 

生活可达性 0.60

距文化室距离 0.15 0.045

现状规模 0.40 0.072
居住规模 0.45

人口规模 0.60 0.108

近五年房屋 
使用率 

0.40 0.064

近五年规模 
变化率 

0.30 0.048
近五年变化

率 
0.40

近五年新建 
房率 

0.30 0.048

农村

居民

点综

合影

响力 

居民点

活跃度 
0.40 

年户均收入 0.15   0.060

注：NoData 为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为 0。 
Note: NoData indicate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patches is 0. 

 

居民点活跃度主要从居住规模、近五年变化率、年

户均收入考虑：居住规模可反映农村居民点发展集聚程

度；近五年变化率体现了村庄发展状况，其中，近五年

房屋使用率体现出村庄是否有空心村的发展趋向，近五

年规模变化率可反映该居民点扩大或缩小的趋势，近五

年新建房率说明该居民点集聚能力的强弱；年户均收入

体现了居民点经济适宜度，即生活保障能力，年户均收

入越高说明居民收入能力越高，从而说明居住适宜度越

高。以上指标除居住规模及规模变化率需借助 ArcGIS10.1

从土地利用现状矢量图获取外，其他指标均需通过实地

调研获取。 

2.3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 

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因其靠近城镇，区位条

件良好，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基础设施相对齐全，具

有一定的产业与市场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

村居民点布局相对集中，未来发展极有可能因城镇扩张

而被纳入城镇建设，故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确定为社区化

管理型。 

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依据其斑块综合影响

力分值，确定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具体做法为：为避

免部分农村居民点斑块跨不同缓冲区间，先将其转为质

点；利用 ArcGIS10.1 的空间分析功能，得到研究区非城

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分值；运用自然断点

法，将研究区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划

为高、中、低 3 个级别。其中，综合影响力高的农村居

民点确定为综合发展潜力型，生产生活便利度较高，具

有较高的发展的优势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同时，该类农

村居民点属于重点建设对象，在建设中要考虑对周边的

辐射带动作用；综合影响力中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原地

整治保持型，应通过合理规划，改善布局，提高土地节

约集约水平。同时可将在综合评价中生产生活便利度评

价分值较高的未利用区域确定为迁村并点建设区；综合

影响力低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迁村并点扶持型，一般存

在交通不便、生活环境差等问题，且大多居民点有空心

化的趋势，应通过整治搬迁、重建，形成较完整的农村

居民点。 

3  结果与分析 

3.1  可可以力更镇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 

根据可镇土地利用现状图，可得可镇农村居民点空

间分布特征。如图 2 所示，受地形因素影响，除南部地

区镇政府所在地外，其他村庄居民点细碎零散、分布不

均。2014 年，可镇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137.56 m2，均

低于 150 m2/人的国家标准。其中大兴昌村因靠近中心城

镇，交通便利，农村居民点规模较小且分布相对集聚；

巨字号村、大水圪洞村所在区域，地形平坦，区位条件

较好，农村居民点数量较多、规模相对较大；三圣太村、

乌兰忽洞村、天力木图村的农村居民点，在交通干线两

侧集中分布，数量较多，其余部分则分散分布在地势较

为低平的区域；福如东村、定相营村受到资源与地形因

素的限制，布局散乱、规模较小。总体而言，可镇农村

居民点集聚程度低，布局分散且数量多，斑块面积小，

呈现出小聚集、大分散的星状分布特点。 
 

 
 

图 2  可可以力更镇农村居民点现状分布 
Fig.2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in 

Kekeyilige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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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确定 

依据《可可以力更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 

2020）》[26]的相关规定，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

围内（包含允许建设区及有条件建设区）的农村居民点，

演化方向全部确定为城镇化型，该类型的农村居民点主

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镇周边，其中包含农村居民点 6 个，

面积为 15.29 hm2，占全镇总面积的 2.92%；而扩展边界

范围外的则确定为非城镇化型，该类型的农村居民点受

地形、水源及交通等因素影响，布局分散，其中包含农

村居民点 139 个，面积为 508.74 hm2，占全镇总面积的

97.08%。见图 3。 
 

 
 

图 3  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确定 
Fig.3  Determination of different evolution direc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3.3  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结果 

对于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其中影响力高的农村

居民点有 46 个，面积 178.28 hm2，占非城镇化型农村居

民点总面积的 35.04%，占全镇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34.02%，主要集中在大兴昌村，该村靠近中心城区，基

础设施相对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影响力中等的农

村居民点有 53 个，面积 189.20 hm2，占非城镇化型农村

居民点总面积的 37.20%，占全镇总面积的 36.11%，主要

分布在巨字号村、三圣太村、乌兰忽洞村的交通干线两

侧，这些区域地势平坦，道路交通条件好，具有一定的

市场基础；影响力低的农村居民点有 40 个，面积

141.22 hm2，占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27.76%，

占全镇总面积的 26.95%，主要分布在大水圪洞村、福如

东村、三圣太村北部，这些区域与城镇距离较远，交通

条件差，且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具体见

图 4 及表 2。 

3.4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 

可可以力更镇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

1 500 m，因地形起伏较大，农村居民点集聚程度低、布

局分散且数量多。因此，本研究在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框架下，结合可镇实际发展情况，最终将农村居民

点确定为以下四种优化模型。详见表 3。 

1）社区化管理型。可镇属于社区化管理型的农村居

民点共 6 个，面积 15.29 hm2，该类型农村居民点由于受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劳动力资源丰富，

具备一定的产业与市场基础，未来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

的可能性较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应发挥其自身区域

优势，引导产业转移升级，推进农村居民点城镇化进程。

同时，也要解决好该区域居民今后的就业、医疗与社会

保障等问题。 
 

 
 

图 4  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结果 
Fig.4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patches 
 

表 2  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空间分布 
Tabl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patches 

影响力高 
High influence 

影响力中 
Mid influence

影响力低 
Low influence

村庄
Villages

总面积
Total 
area
/hm2 

斑块数
Number 

of 
pathes

面积
area
/hm2

斑块数 
Number 

of 
pathes 

面积 
area 
/hm2 

斑块数
Number 

of 
pathes

面积
area
/hm2 

斑块数
Number 

of 
pathes

天力木

图村
85.20 8 33.61 1 35.73 3 15.84 4 

巨字

号村
101.97 25 31.13 5 65.12 18 5.71 2 

大水圪

洞村
85.05 20 4.20 1 21.89 5 58.96 14 

三圣

太村
51.43 20 7.09 1 27.12 12 17.23 7 

乌兰忽

洞村
44.15 17 13.75 7 18.56 6 11.84 4 

大兴

昌村
58.48 23 57.51 22 0.97 1 0 0 

福如

东村
52.01 16 18.55 6 12.66 4 20.79 6 

定相

营村
30.45 10 12.44 3 7.15 4 10.85 3 

合计 508.74 139 178.28 46 189.20 53 141.2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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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可可以力更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统计 
Table 3  Number of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for rural 

residential area in Kekeyiligeng town 

优化类型 
Optimization type 

斑块总面积 

Total patch 
area/hm2 

斑块数 
Number of 

pathes 

最大面积 
Maximum 
area/hm2 

最小面积 
Minimum 
area/hm2 

平均面积
Average 
area/hm2

社区化管理型 15.29 6 6.65 0.17 2.55 

综合发展潜力型 178.28 46 33.62 0.07 3.87 

原地整治保持型 189.20 53 16.80 0.04 3.60 

迁村并点扶持型 141.22 40 8.97 0.12 3.53 

 
2）综合发展潜力型。可镇属于综合发展潜力型的农

村居民点共 46 个，面积 178.28 hm2，这些区域地势平坦，

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发展

前景良好。政府应加强该区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及

配套农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同时，加大对该

区域的资金投入与技术帮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为

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3）原地整治保持型。可镇属于原地整治保持型的农

村居民点共 53 个，面积 189.20 hm2，该区域以农业生产

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且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

面积偏大。今后应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

通过内部挖潜及整治，合理布局，提升土地集约节约利

用水平，同时加快农村交通网络建设，以满足该地区农

民交通出行和农产品运输的服务需求。 

4）迁村并点扶持型。可镇属于迁村并点扶持型的农

村居民点共 40 个，面积 141.22 hm2，该区域人口较少，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受自然灾害等影响不适宜居

住，对该类农村居民点进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

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长远来看，为了改善该区农村

居民的生活环境，应将其逐步集中安置或就近搬迁至人

口相对集中、生活环境较好的区域，并按相关规定对被

搬迁人给予一定的房屋及货币补偿，详见图 5。 
 

 
 

图 5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4  结  论 

1）本文基于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控下，按农

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依据乡镇规划划定的城镇建设

用地扩展边界，将可镇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化方向确定为

城镇化型及非城镇化型 2 类，针对不同演化方向分别探

讨其空间布局优化。 

2）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将上级规划指标落实

到具体地类图斑，属落实性规划，其规划动作在规划期

内需依规完成。因此，本文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

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便利度、居民点活跃度 3

大方面构建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

体系，并据此将其划分为综合影响力高、中、低 3 类。 

3）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不同空间演化方向及斑块综

合影响力，将可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为

社区化管理型、综合发展潜力型、原地整治保持型、迁

村并点扶持型 4 类，其中，社区化管理型的农村居民点

共 6 个，面积 15.29 hm2，占全镇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2.92%，主要沿建制镇呈团块状分布；综合发展潜力型的

农村居民点共 46 个，面积 178.28 hm2，占比 34.02%；原

地整治保持型的农村居民点有 53 个，面积 189.20 hm2，

占比 36.11%；迁村并点扶持型的农村居民点有 40 个，面

积 141.22 hm2，占比 26.95%。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的重要载体，彼此之

间通过人群流动、物资输出等存在一定的社会及空间联

系，而这种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点的空间

布局。如何量化这种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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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s the main content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also one of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The rational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intensive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improve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accelerate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further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type of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cientifically and guide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actice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spatial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method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town planning regulation, which was applied to Kekeyiligeng Town in Wuchuan Coun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at town level, the following steps were in process: 
First of all, the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were divided into 2 different evolution directions based on the location within or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urbanization and non-urban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ocated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tension were identified as urbanization type; conversely the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utside the extended boundary range were defined as non-urbanization type. Secondly, the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type of the urbanization type residential areas was determined as the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mode due to 
that the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as urbanization type were likely to be included in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Thirdly, for non-urbanization rural settlemen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rural residential 
patches was constructed from 3 aspects: the coordination of town planning, the convenience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the 
activeness of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s, the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types of 
non-urbanization type were accordingly divided into 3 categori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situ renovation, and 
combined migration. Finally, the rural settlements optimal layout scheme with 4 optimization types was formul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6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dentified as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areas in the study area, 
with an area of 15.29 hm2, accounting for 2.92%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town; 46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s, with an 
area of 178.28 hm2, accounting for 35.04% of the non-urbanized rual residential area; 53 in-situ renovation areas, with an area 
of 189.20 hm2, accounting for 37.20%; 40 combined migration areas, with an area of 141.22 hm2, accounting for 27.76%; the 
paper also put forward a more specific optimization plan for the 4 optimization types of rural residential spatial lay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own planning regulation, and given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space-time arrangement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layout optimization in the town planning period, the optimal layout scheme obtained by the method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is 
more accordant with practical circumstances in China,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method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town planning regulation can provide a new idea for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renov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and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land use; rural region; optimizatio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spatial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patch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WuCh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