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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土地是人们进行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前提，农村居民点是土地利用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是人与自然环境的核心表现。在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常住人

口逐渐减少，人均居民点不减反增，“空心村”不断增多，致使土地资源浪费现

象严重。基于此本文以山西省宁武县为例，利用 GIS 空间分析和社会调查法，

进行基于常住人口视角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及保护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与区域内地形和区位因素密切相关。①地形条

件下，受海拔、坡度和坡向因素的影响明显，即随海拔和坡度的增加农村居民点

和人口分布逐渐减少，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相比减少趋势更显著；受坡向影响农

村居民点和人口主要分布在偏东偏南的阳坡，偏西偏北的阴坡分布减少。②区位

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和人口的分布与距主要道路、河流和乡镇中心的远近有较强

关系，即随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点和人口的分布总体呈减少趋势，其中乡镇中心

因素对常住人口的影响优于道路和河流因素。 

（2）以常住人口为依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更具有科学意义。整理潜

力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重要社会因素，是进行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基础与

前提。通过常住人口测算整理潜力，按潜力系数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为高、中、

低、无 4 个潜力分区。 

（3）综合自然、社会和区位条件构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体系。通过

选取自然、社会和区位三方面的 9 个指标，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层权重，将研

究区农村居民点按适宜度划分为四种级别：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低度适宜和不

适宜。 

（4）以布局优化评价为基础，建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在适宜性分

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结果，确定四种布局类型作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模

式，分别是城中村、中心村、保留村和移民村。城中村今后应继续加强经济发展，

同时进行土地的集约利用规划，科学预测人口和用地的规模；中心村应通过产业

转型升级扩展经济发展渠道，进一步加强村庄的集聚效应；保留村从长远发展来

看应逐步引导村民向周围条件好的中心村和城中村搬迁；移民村应结合具体的移

民工程加快居民点的整治。 

综上所述，基于常住人口开展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为今后进行居民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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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分析框架。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开展研究很

有必要。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常住人口；空间分布；整理潜力；布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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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for all the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and use. Also it is the core of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are reducing gradually, 

however the per capita residential areas are rising, and village-hollowing 

numbers are increasing. These phenomenon lead to more land resources 

wasted. Based on this fact, the paper choose Ningwu county in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y us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social survey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optim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from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speed up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 the land resources. 

(1)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errain and location factors. In terms of terrain, the rural settlements 

and population are markedly affected by the altitude, slope and aspect of the 

terrain. As the altitude and slope increas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gradually decreases,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will show a more apparent drop. Influenced by the aspect of the slope,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ight side to 

east and south rather than in the dark side to west and north. In term of 

loc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tance towards main roads, rivers and township 

centers.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populatio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among which the township center will pose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than roads and rivers. 

(2) The measur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potentiality will 

be more scientific if based on resident population. The consolidation 

potentiality is an important soci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layout of rural 

settlements, which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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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we can obtain a consolidation potentiality, the coefficient of which can divide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to high, medium, low, and no potential four parts.  

(3)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yout optimiza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nature, society and location. 

Through nine indicators on these three aspects, with a use of entropy method, 

the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ar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in terms of suitability, 

that is highly livable, moderately livable, less livable and inhospitable. 

(4)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layout optimization, the optimization 

model of rural residential layout is established. The combination of suitability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actual survey results, the four types of layouts are 

determined as the model of rural residen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The city 

villag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hile using the land planning, predicting the population and land size; the 

center village should increa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nels through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reserved village, in the long run, 

should gradually move to the central village and city village; the immigration 

village should accelerate its improvement pace by way of some specific 

immigration projects.  

In conclusion, the layout optim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basis of resident population will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an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residential areas’ arrangement and planning.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in different way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Key words：Rural residential lands; Resident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Land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Optimization of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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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和城镇化大力推动下，农村经济得到长足增长，农村居民点

作为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进行对外社会交流的重要区域，人地关系发生着微妙

变化[1-2]。一方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村庄常住人口迅速减少，由于城乡

之间存在二元体制的束缚，进城务工的农民享受不到城镇人口拥有的社会待遇、福

利等，导致大多数农民不愿放弃在老家的住宅，因而在农村出现了人均居民点用地

面积不减反增，居民点土地利用方式低效、粗放，闲置的房屋随处可见等问题，使

村庄“空心化”现象逐渐增多[3-4]。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更加剧了耕地撂

荒现象，使耕地保有量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受到威胁[5]。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使城市

承载力不足，又造成农村资源的浪费，而经济迅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强烈，这使人

与土地、环境关系紧张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三五”规划都明确指出，到 2020 年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要求我们始终不能忽视农业、淡漠农村、忘记农民，“三农”问题已然成为

新农村建设中的“最大短板”，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发

展差距。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农村人口还没有真正转变为城市人口，城乡

之间尚未摆脱相对封闭的格局，仍然存在一定差距[6-7]，而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口

最主要的聚居场所以及“三农”问题的基础，空心化现象日益增多。因此为扎实推

进新农村建设，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布局优化研究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本研究以山西省宁武县为研究对象，利用 GIS 空间分析和社会调查法，进行基

于常住人口视角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在不同地形和区位条件

下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将常住人口作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

并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自然、社会和区位三方面的评价体系，建立农村

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为今后改善农村地区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和进一步推进新农村

建设提供依据。 

1.1.2 研究意义 

农村居民点的整理布局不仅与农村的土地规划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有关，也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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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这一研究有利的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综合联系起来，也完

善了土地资源管理和土地科学学科的发展建设[8]。基于常住人口进行农村居民点布局

优化研究，有助于改善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最终实现城乡人口在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融合。 

（1）改善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

人口的这种迁移会导致人口的再分布，并对区域的土地利用产生直接影响[9-10]。人口

迁移有利于城市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土地的集约利用，但人口规模的改变导致农

村房屋的大量闲置和耕地的撂荒，土地资源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进而对区域资源

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基于常住人口的视角进行研究，能够揭示人口迁移导致的农

村土地利用问题，有利于调节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为进行合理的农村居民

点布局优化奠定基础。 

（2）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农村居民点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但在广大偏远山区农村居民点大多布

局分散、利用率低、价值低，极大浪费了土地资源。合理的优化布局可以将这部分

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起来，对城镇来说将山区无人居住、低效利用的农村居民点复

垦为耕地或林地，购买指标实现占补平衡，满足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同时对偏远

山区、半山区来说加快了其集约利用的程度，也有利于流转工作的开展，为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供了现实和可操作性的指导[11-12]。 

（3）促进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 

农村居民点不是单一的封闭区域，与农业发展快慢、农村环境优劣和农民生活

水平高低息息相关。对农村居民点进行重新选址和空间布局优化为农村全面转型发

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夯实了基础，有利于补齐“三

农短板”，与新时期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任务相得益彰，最终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3]。 

1.2 相关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 相关理论基础 

（1）区位理论 

区位指人类进行活动的空间位置，它不仅表示某事物的空间位置，还包括空间

上人类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是如何反映的[14]。区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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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研究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是如何选择区位条件的以及在各种区位条件中进行何种

经济活动是最优的组合，是描述人类生产生活行为的空间分布及其在空间中相互位

置关系的学说[15-17]。现有的区位理论主要包括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又称为杜能圈，

其理论指出城市周围农用地的利用方式表现为同心圆结构，是市场经济下农业布局

的学说；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主要内容是关于工业企业在空间位置上的选择，是第

一个建立了工业区位的系统理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阐明了城市的等级决定

了其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是西方地理学建立的基础；廖什的市场区位论，是将

市场需求作为变量引入区位理论进行研究，得出了工业企业的最大利润获得区[14]。 

将区位理论运用到农村居民点研究中，具体体现在需要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的

自然地理位置、交通区位、社会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才能实现居民点的最优布局

[18-19]。 

（2）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土地的集约利用是在土地粗放利用时被引出的，其含义是指通过改进土地技术

措施，增加单位面积上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投入，以及不断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使资源得到更有效、更合理的利用[20]。 

目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导致诸多居民点被闲置，利用效率低，农

村也逐渐成为“空心村”，因此，对农村居民点的优化亟待进行，在优化布局过程中

需要以土地集约节约理论为指导，最终达到对农村居民点最佳利用的目标。 

（3）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其前提是优化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目标是实现

“三效合一”，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创造自由和平等的

社会环境[21]，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共同发展、协调发展、高效发展、公平发展和多

维发展[22-23]。在城乡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增长，以此为

代价的是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承受巨大压力。农村居民点是土地资源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对其进行空间优化时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实现农村居民点的绿

色生态利用。 

1.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不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多的受社会经济环境、地区风俗

习惯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已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

是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学者们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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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命题[24]。 

1.2.2.1 国外研究进展 

乡村聚落地理学又称乡村居民点地理学。国外对此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经历

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25-26]（图 1.1）。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关于居民点的研究趋于

纵深化发展，并逐渐整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学说[27-29]。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1）关于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美国学者 Peter S 对南非地区进行研究，通过与上世纪该地区社会环境对比得出，

居民点的分布与当地实行的土地政策、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区域内基础设施配

置是否完善有关[30]。Kuznetsova 等人对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居住模式

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居住格局与运输条件的动态变化密切相关，在交通运输便利的

地区农村人口集中，在交通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较少[31]。Chibilev 等人以俄罗斯奥伦

堡州为研究对象，运用聚类分析并结合自然管理特征构建模型揭示人口和定居点的

分布格局，得出农村人口的动态变化是所有群体中重要的参数，人口和定居点主要

阶段划分 阶段类型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

—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以来 

初步发展 

拓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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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转型，综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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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定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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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环境方面 

定量研究乡村聚落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研究人类决

策行为对改变聚落分布、

形态和结构的作用以及乡

村地理学的“再生”现象 

偏重于乡村聚落的形

成发展、区位分布、

类型和职能等方面 

以描述说明为主 

小区域实地考察 

研究内容日益多元化，涉及

聚落模式的演变、乡村人口

与就业、乡村社区类型与居

住区域的关系、乡村重构、

乡村聚落的人口结构等 

萌芽起步 

20世纪20年代

—60年代 

 

19世纪—20世

纪20年代 

 

图 1.1 国外乡村聚落研究的历史阶段 

Fig.1.1 The sta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search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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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河流以及主要的运输道路附近[32]。Wasilewski 等人对波兰首都华沙和东北部

城市奥尔什丁的城市化进程进行研究，发现在郊区存在土地置换的现象，故得出居

民点的分布格局与土地所有者、政府以及土地开发商有密切关系[33]。 

（2）关于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的研究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达到了城市化高度发展的状态，许多地区出现逆城

市化现象，农村地区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所。基于此许多学者开展了

对“城市边缘化”居住区演变的研究。加拿大学者对魁北克南部地区定居点进行详

细分析，试图揭示社会重组与景观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近 30 年的土地利用变

迁数据和社会人口的调查数据，建立了适合于当地景观变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分析

框架，分析了居民点住宅模式与景观变化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农村景观的演变提供

新的视角[34]。 

（3）关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实践探索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不断增长，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问题逐渐突出，国外开展

了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研究。在亚洲国家中以日本和韩国最为成熟，诸多经验

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日本在国内资源短缺的限制性条件下，率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村经

济的快速发展。首先根据各地区独特的产业对村庄进行规划设计，在 25 年间村庄减

少了近 70%，最终形成了地区性的农村居民点[35]。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本对

其村镇施行以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振兴为主的综合建设，被称为“农业

和农村综合建设阶段”。这一时期不仅极大地缩小了城乡差距，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

[36]。 

韩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展“新村运动”，将原有村庄进行土地整理、拓宽农村

道路等生产性建设，形成了新的分布格局，主要是①新村型即建设新的农村居民点；

②合村型即将规模小且布局分散的居民点合并到条件好的居民点内；③改造型即对

原有居民点进行内部挖潜[37]。这一实践有效的改变了居民点的结构，将农村居民点

建设与土地整理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快了其农业现代化之路。 

1.2.2.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程度低，针对土

地问题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城市地区，导致对农村居民点的研究少、起步晚[38]。在西

方相关研究的影响下，我国学者的研究大致经历了 4 个历史阶段（图 1.2）。近年来

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日趋加深，使得关于农村居民点的中文文献逐渐增多。通过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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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和统计文献可知，在 2007 年关于农村居民点的文献出现了大幅增长[39]，2010 年的

文献增加率最高，对居民点的研究角度也逐渐增多[40]。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

方面。 

 

 

 

 

 

 

 

 

 

 

 

 

 

 

 

 

 

（1）有关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研究 

国内学者根据地理区域的不同划分为了不同的集群，研究不同类型的聚落区，

并指出开展农村聚落地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41]。钟紫玲、王占岐等人将 GIS 技术和

景观生态学法相结合，得出林区内农村居民点总体呈集聚状态分布，受外界干扰少，

空间形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在地形和交通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指向性[42]。陈思明、

吴景等将 GIS 空间分析方法与 SPSS 分析方法结合，利用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景

观数据，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驱动力因子进行研究[43]。王福海，

周启刚等人运用 Voronoi 图、聚集度、紧凑度、分维数和距离分析等方法，分析研究

区 2010-2014 年期间进行的居民点复垦与新建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最后得出居民点

在空间上布局分散，内部结构破碎化，分布格局不稳定等特征，这主要与研究区内

进行的居民点复垦与新建直接相关[44]。李珊珊、曹广超等人对研究区的 DEM 数据和

阶段划分 阶段类型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20世纪30年代

—40年代 

20世纪50年代

—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以来 

感性认知 

理论框架

构建 

空间理性

重构 

从地理学、生态

学、景观学、社

会学和经济学

角度开展研究 

以理论为指导 

侧重于不同地形地

貌条件农村居民点

的特征描述 

农村居民点纳入农村聚落

的研究范畴；阐述农村聚

落的研究基础、方法；系

统研究农村聚落的形成、

分布特点 

“并存定点”、“居

民点分布规划”是研

究的核心内容 

简单的定性描述 

学者们实际工作

的体会 

国家、区域、省、县、村等

不同研究尺度下农村居民

点的分布特征与人地演化

规律 

农村聚落

景观描述 

图 1.2 我国农村居民点研究的历史阶段 

Fig.1.2 The sta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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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利用空间“热点”探测技术发现居民点的地域分布

总体呈“拱形分层”的空间结构，并指出在山区自然因素是影响居民点分布的主导

因素，受自然因素影响高山区居民点数量多，但分布较为分散，低山区居民点布局

密集，在空间上表现为条带式分布特征[45]。潘竟虎等人利用统计分析法研究黄土丘

陵沟壑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的整体格局[46]。任平，鸿步庭等人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和空

间数据挖掘法，对 2005 年和 2012 年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得

出不同环境因子对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度表现为：地形因素＞受城镇的辐射影响

＞河流因素＞道路因素[47]。吴旭鹏等人基于农户视角，结合实际调查，指出生计选

择方式的多元化是影响居民点内部结构差异和优化分布的重要因素[48]。 

（2）有关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研究 

在新农村建设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相关学者开展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方面的研

究，而如何合理、科学的测算居民点整理潜力成为关键一环[49-51]。通过研究有助于

从内部摸清农村居民点用地状况，明确整理目标，选择适宜的整理模式，为今后进

行居民点的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丁学智等人指出山西省农村居民点分布零散，闲置情况较多，人均居民点用地

超出标准值。通过内涵挖潜，可以实现居民点面积不增加、不挤占耕地。因此有必

要将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降低到国家规定的上限[52]。周克昊，谭荣辉等人以湖北

省 83 个县为研究对象，对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进行修正，指出限制性系数与地形地

貌特征的空间分布规律具有一致性[53]。刘善开，韦素琼等人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

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结果加以调整，得出农村居民点整理可以分 3 个潜力区进

行[54]。张占录、张远索等人分析北京市某郊区宅基地的挖潜量和需求量，提出“宅

基地换房”的整理模式并进行实证研究[55]。周宁等人通过建立人地关系状态评价模

型，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转化研究，为今后开展居民点整理的步骤指明了方向

[56]。通过选取江苏省 65 个地域单元作为研究区域，石诗源、张小林等人进行整理潜

力的测算，由于各地区在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存在不同，居民点都有被

整理的潜力，通常理论的整理潜力值大于现实值[57]。 

（3）有关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研究 

布局优化是需要综合、全局考虑问题，最早应用于农业方面，随着城市发展建

设的需要，被逐渐应用到城市建设的规划上。农村居民点的合理利用一直是我国农

村的棘手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命题[1]。我国大多数学者将定性

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确定优化调整的最终方案[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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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探索中定性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方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布局原则，倪

才英、田淑敏等人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59-60]；任春

洋对邻里关系、村民意愿以及能够接受的居住形式进行重点分析，在研究中提出了

居民点布局优化的方案[61]；佘丽敏等人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中心村的位置和居民点

布局优化的实施方案[62]。 

在定量研究中，大都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指标量化。杨立等人利用聚类分析对农

村居民点距最近城镇的引力值分类，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得出居民点的潜能

值，最终明确了居民点布局优化的方向[63]。谢炳庚等人以南县廖田镇为研究对象，

在实际情况基础上形成了合理的优化途径，宏观上构建了优化体系，即由 1 个经济

引擎，4 个增长极，16 个经济腹地和 5 个归并整合区组成，微观上对代表区域进行

布局调整，明确居民点布局优化方向[64]。陈兴雷等人选取大城市郊区——上海南汇

郊区为研究区，通过做聚类分析，将区域农村居民点分为远离中心区和集聚中心区

两类，并综合各区实际情况提出两种整理方案，这种分类整理方案更容易形成优势

分布的空间格局[65]。黄聪、赵小敏等人从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安全、生产生活和

景观条件 5 方面出发对居民点的综合影响力进行评价，确定了 4 种居民点优化类型

和搬迁策略[66]。 

随着 3S 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研究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持。

朱雪欣等人利用 ArcGIS 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将城乡居民点作为优先区域，将影响

居民点布局的因素结合人口和人均用地状况，对 5 个不同整理区进行空间优化[67]；

将 GIS 技术与景观生态学方法相结合，刘明皓等人研究了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

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山区自然因素是影响居民点布局的主导因素，并

指出山区居民点布局应采取集中居住的方式[68]；谭雪兰、段建南等选取相关景观指

数，运用 GIS 软件以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分析将研究区划分为拆并型、控制型和

发展型这三种类型，最终形成了“两核四轴”的布局形式[69]；曲衍波、张凤荣等人

利用 GIS 空间分析下的邻域功能和缓冲分析方法，指出北京市农村居民点进行布局

优化后，对耕地质量有重要影响，可以综合居民点整理类型和整理后耕地质量等级

划分村庄整理的时空优先度，实现居民点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70]。 

1.3 研究内容、方法 

1.3.1 研究内容 

（1）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和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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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区 DEM 数字高程模型，运用 ArcGIS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以及实地调

查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研究在不同地形因子（海拔、坡度、坡向）和区位条

件下（主要道路、河流、乡镇中心），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2）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测算 

由于研究区内山地多，多数村内自然环境恶劣，人口流动性大，常住人口在空

间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常住人口较户籍人口更能真实的反应区域农村居民点整

理潜力，因此通过常住人口进行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依据潜力分级将研究区

划分为高中低无四个潜力分区，分析农村居民点布局、用地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居民

点整理的潜在规模，为进行居民点布局优化提供基础。 

（3）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综合自然、社会和区位条件构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确

定各指标层权重，以村庄为单位得到各村庄的评价分值。在此基础上结合各村庄实

际情况，建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即城中村、中心村、保留村和移民村。 

1.3.2 研究方法 

（1）社会调研法 

运用社会调研法有利于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能更深入的认识社会问题，这

一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本文的研究中。通过外业的实地调查收集变动性较大的常住

人口数据，通过与一些有经验的干部、老者交流，获取村庄搬迁移民和村庄发展情

况等第一手资料，保证研究所用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2）空间分析法 

GIS 技术对多要素的存储、数据统计和空间分析具有强大功能。本研究借助

ArcGIS 软件，运用其空间分析、缓冲分析和叠加分析等功能，对研究区 DEM 数字

高程模型、土地利用和人口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获得区域内现有农村居民点与人

口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布局在空间上的表现。 

（3）多因素综合评价法 

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是指采用多个指标对多个参评单位进行综合评价。本研究从

自然方面、社会方面和区位方面共提取 9 个影响居民点布局的因素，建立居民点用

地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最终对居民点进行合理的布局。 

1.4 技术路线 

本文研究路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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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2.1 区域概况 

2.1.1 自然地理概况 

（1）地理位置 

宁武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图 2.1），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县域面积 194421.11 

hm
2，山区面积达 90%左右。地理坐标为 38°30′50″ N～39°8′40″ N，111°50′ E～

112°30′40″ E。北连朔州，西北接神池，西南邻五寨、岢岚，南倚静乐，东南界忻州，

东部通原平[71]。 

（2）自然条件 

研究区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貌多为黄土丘陵，境内山高坡陡、沟谷纵横和岩

石裸露的特征显著。山脉与河流走向基本为北稍偏东，南稍偏西。河流的分布以县

域中部分水岭为界，分为汾河和恢河两个水系，分属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北部恢

河由东南向东北主要流经县域中北部的余庄乡、凤凰镇和阳方口镇，最终流入朔州

境内；南部的汾河是山西省的母亲河，由北向南主要流经县域中西部的涔山乡、东

寨镇等 5 个乡镇，最终流入静乐县内。 

研究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表现为气候寒冷干燥，多大风，冬季漫长，

温度差别大；降水量集中在 7-9 月份，夏季降暴雨对水土保持、农事不利，春秋两季

降水量一般偏少，易发生干旱，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呈西多东少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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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社会经济概况 

宁武县辖 4 镇 10 乡，共有 464 个村民委员会、473 个自然村、23 个行政单位。

农村人均纯收入由 2002 年的 706 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4544 元。全县经济主要由农牧

业、煤炭、旅游、交通运输、商贸服务五大块组成。耕地充足，虽为农业大县，但

实为农业弱县，“一寒、二旱、三瘠薄、四粗放”是其真实写照，土壤贫瘠、干旱缺

水、无霜期短是农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耕作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技术落后，且旱

地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难以改变。 

全县包含 32 座矿山企业及相关产业链延伸项目，作为全县的支柱型产业，为县

域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境内四条铁路线和多条公路主线纵贯南北、横穿东西，

形成了便利的交通网；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著称，

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之城”。  

2.1.3 农村居民点概况 

研究区内共有 496 个村庄，其中有 23 个行政单位，9 个已成为移民村，故本研

图 2.1 研究区区位图 

Fig.2.1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宁武县  

山西省  

阳方口镇 薛家洼乡 

凤凰镇 

余庄乡 涔山乡 

东寨镇 迭台寺乡 

化北屯乡 西马坊乡 

石家庄镇 

新堡乡 

圪廖乡 

怀道乡 

东马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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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针对的居民点共有 464 个。2015 年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2670.63 hm
2，占土

地总面积的 1.37%，在 14 个乡镇内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县城所在地凤凰镇、东北

部的工矿重镇阳方口镇，这些地区也是研究区境内自然和经济条件优越的地区。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一些偏远山区以及林地开发保护区内，许多村庄户籍人

口不足 50 人，且大部分常住人是一些孤寡老人，零散、闲置的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

极大地浪费了土地资源，同时造成村内生活配套设施不齐全，给村民生活带来不便。

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村脱贫致富，提高土地利用率，研究区迫切需

要进行农村居民点的整理及用地结构的优化。 

2.2 数据来源和处理 

2.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分为四部分： 

（1）通过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获得宁武县图件数据，主要有行政界线、农村居

民点、耕地、公路、铁路、河流和乡镇中心。 

（2）宁武县的 10×10 m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3）通过实地调研收集到的各村庄常住人口情况、村庄搬迁移民和发展等情况 

（4）宁武县 2015 年统计年鉴、宁武县县志。 

2.2.2 数据处理 

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主要分为四部分： 

（1）基础图件的矢量化处理 

本研究对收集和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矢量化处理，为下一步具体的分析做

准备。首先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进行矢量化处理，生成研究区居民点分布图；其次

对研究区境内的省道、县道和乡道作矢量化处理，建立研究区交通道路分布图；第

三对河流水面和滩涂水面作矢量化处理，生成研究区河流分布图；最后提取县政府

所在地、镇政府和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居民点，作为研究区的乡镇中心分布图。 

（2）基于 DEM 对地形因素进行提取 

本研究以 DEM 数据的提取作为居民点地形因素分析的基础。在 ArcGIS 软件中，

首先，运用三维分析（3D Analyst Tools）功能下的栅格表面（Raster Surface）工具提

取地形因子，生成基于 10×10 m 栅格类型的研究区海拔图、坡度图和坡向图；其次，

运用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t Tools）功能下的区域统计（Zonal Statistics）工具，得

到基于 10×10 m 栅格类型的居民点海拔图、坡度图和坡向图；再次，通过取整（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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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栅格转面（Raster to Polygon）工具转化为矢量数据；最后运用叠加功能（Overlay）

下的相交（Intersect）工具添加居民点图斑的海拔、坡度和坡向信息，并通过面积加

权法得到每个村庄居民点的平均海拔、平均坡度和平均坡向。 

（3）利用 ArcGIS 软件对区位因素进行分析 

本研究将 ArcGIS 对现状数据的分析作为居民点区位因素处理的基础。在 ArcGIS

软件中，首先运用邻域分析（Proximity）功能下的缓冲工具（Buffer），对道路线状

数据、河流线状数据和乡镇中心面状数据分别进行缓冲，并与研究区居民点图层做

叠加分析，获得居民点在不同区位因素缓冲区内的分布情况；其次运用邻域分析

（Proximity）功能下的临近工具（Near），得到居民点图斑距不同区位因素的最短距

离，通过面积加权法最终得到各村庄居民点距不同区位因素的平均距离。 

（4）制作信息数据库 

根据 2015 年研究区统计年鉴及相关的调查数据，经过数据的整理，运用 ArcGIS

软件中的连接功能（Join）添加各村土地总面积、居民点面积、户籍人口数、常住人

口数、海拔、坡向、坡度、距道路河流和乡镇中心的距离、整理潜力和耕地质量等

信息，形成完善的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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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3.1 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的总体分布特征 

3.1.1 乡土分区特征 

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2670.63 hm
2，占土地总面积的 1.37%。从总体上看，

居民点在东北—西南这一中心带分布相对密集，呈现出由中心带逐渐向两侧分布稀

疏的趋势（图 3.1）。通过调查了解到当地人根据乡镇地理位置的相邻性、地区风俗

习惯和方言等乡土文化，将全县划分为四个区（见图 3.1），一区包括位于北部的凤

凰、阳方口和薛家洼三个乡镇；二区包括位于西南部的化北屯、新堡、石家庄和西

马坊四个乡镇；三区包括位于中部的东寨、余庄和涔山三个乡镇；四区包括位于东

南部的东马坊、迭台寺、圪廖和怀道四个乡镇。这种土生土长的划分是当地居民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适应当地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积累和总结出的一套

实践经验。而这种划分与本研究关于人口的流向、常住人口和居民点分布现状的研

究具有一致性。故本文把这种乡土知识得到的划分结果加以运用并进行分析研究。 

 

 

 

 

 

 

 

 

 

 

 

 

 

 

 

 

 

图 3.1 乡土分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Fig.3.1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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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乡土分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情况表 

Tab.3.1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rural areas 

乡土分区 乡镇名称 土地总面积（hm
2） 

农村居民点面积

（hm
2） 

比例（%） 

一区 

凤凰镇 18948.89 755.11 3.98 

阳方口镇 8962.98 376.76 4.20 

薛家洼乡 15268.56 150.48 0.99 

小计 43180.43 1282.34 2.97 

二区 

石家庄镇 5691.92 87.64 1.54 

化北屯乡 15968.48 214.01 1.34 

西马坊乡 17862.01 149.83 0.84 

新堡乡 10939.5 109.65 1.00 

小计 50461.91 561.13 0.01 

三区 

东寨镇 20202.90 282.55 1.40 

余庄乡 16185.88 141.12 0.87 

涔山乡 18525.05 60.59 0.33 

小计 54913.83 484.27 0.88 

四区 

迭台寺乡 10873.08 71.94 0.66 

圪廖乡 6618.92 63.89 0.97 

怀道乡 13279.62 97.71 0.74 

东马坊乡 15093.32 109.36 0.72 

小计 45864.94 342.89 0.75 

合计 194421.11 2670.63 1.37 

通过分析可知，全县境内居民点所占比例最多的是凤凰镇、阳方口镇、石家庄

镇和东寨镇。在一区农村居民点分布面积最多，四区分布最少。一区内县政府所在

地凤凰镇和工矿重镇阳方口镇分布的居民点最多，所占比例最大。二区内石家庄镇

镇域面积最小，但区域内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展基础好，居民点所占比重多。三

区内农村居民点所占比重最多的是东寨镇，是汾河源头所在地，靠近水源，居民点

多在此分布。四区位于东南部，海拔高且距离县城较远，没有建制镇的设立，辐射

带动作用弱，导致居民点分布不多。 

3.1.2 人口的总体分布特征 

本研究按照总人口和常住人口来统计人口，总人口即户籍人口[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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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乡土分区内人口的分布情况表 

Tab.3.2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乡土分区 乡镇名称 总人口（人） 常住人口（人） 

常住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 

（%） 

常住人口密度

（人/km
2） 

一区 

凤凰镇 13412 35621 265.59 188 

阳方口镇 9548 8037 84.17 90 

薛家洼乡 8629 1295 15.01 8 

小计 31589 44953 142.31 104 

二区 

石家庄镇 4570 3604 78.86 63 

化北屯乡 12981 9027 69.54 57 

西马坊乡 9591 3467 36.15 19 

新堡乡 7751 3240 41.80 30 

小计 34893 19338 55.42 38 

三区 

东寨镇 15042 11450 76.12 57 

余庄乡 9077 4418 48.67 27 

涔山乡 4822 1492 30.94 8 

小计 28941 17360 59.98 32 

四区 

迭台寺乡 4422 1419 32.09 13 

圪廖乡 3795 1827 48.14 28 

怀道乡 7290 2731 37.46 21 

东马坊乡 8197 4802 58.58 32 

小计 23704 10779 45.47 24 

合计 119127 92430 77.59 48 

通过分析可知，研究区各村总人口的分布较为均衡（图 3.2），其中二区和三区

的西部地区位于芦芽山林地开发保护区，区内平均海拔 2000m 左右，坡度＞15°，人

口分布较少。总人口沿河、沿路集中分布，呈“人”字型走向，主要原因在于这些

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位于河谷平原地带，地势平坦易于人们居住和进行农业生活。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人口在地区间出现了迁移，表现

在空间上即分布不平衡（图 3.2）。一区常住人口所占比例和密度最大，主要位于县

城周围和西北部的工矿重镇周围。县城周围分布的常住人口有 35621 人，是全县常

住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西北部的工矿重镇煤炭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常住人

口有 10382 人。二区的东部地区位于汾河两岸，农业生产发达，交通便利，主要是

化北屯乡和石家庄镇。三区的东南角东寨镇是全县的旅游集镇，位于汾河源头所在

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吸引了周围村庄大量的人口。这五个乡镇

集中了全县 73.29%的常住人口。 

其余村庄内常住人口少，一区东北部的薛家洼乡，是全县煤铝资源分布最为集

中的区域，人们长期进行矿产资源的开采，尤其表现为露天开采，导致地面沉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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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形成了许多采空区，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安全隐患，绝大多数村民被迫搬往

县城居住，导致村内常住人口量大幅下降，仅占总人口的 15.01%，常住人口密度最

低。二区和三区西部的西马坊乡和涔山乡，位于芦芽山林地开发保护区，海拔较高，

自然环境恶劣，再加上交通不畅、基础配套设施等落后，使得人口不多的村庄常住

人口更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不足 40%，常住人口密度不足 20 人。 

 

 

 

 

 

 

 

 

 

 

 

 

 

 

3.2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DEM）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 

3.2.1 不同海拔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分布 

海拔影响着地区的耕作、气候以及村庄基础设施等条件。适宜的海拔范围内，

耕地的水分温度适宜，土壤受风蚀作用小，村庄基础设施完善，便于居民点建设，

进而人们生产生活的相关活动频繁。海拔高的地区气候条件恶劣，耕地资源贫瘠，

村庄水、电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适宜人类的居住，同时人们建设的成本也会相应

增加，居民点布局相对减少。基于 DEM 对海拔因子进行提取（见 2.2.2 数据处理），

获得研究区海拔分布图（图 3.3）和农村居民点海拔分布图（图 3.4）。居民点海拔最

高值 2280 m，最低值是 1230 m，将居民点海拔分为 4 级，即＜1500 m、1500~1700 m、

1700~2000 m 和＞2000 m，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表 3.3。 

分布指数（P）是用来分析某一地类的优势度，是指某区域内农村居民点所占比

  

图例 图例 

图 3.2 研究区人口空间分布图 

Fig.3.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户籍人口                                    b）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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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这一地区土地面积所占比例的比值[11,74]。当分布指数大于 1 时，表明该区居民

点所占比重大于整个区域居民点的比重，为适宜区，且分布指数越大，农村居民点

具有的适宜度、优势度明显。计算公式为： 


 SS

SS
P

e

iie

/

/


                           （3.1）
 

式中，Sie表示 e 地区农村居民点面积； 

Si 表示整个区域农村居民点总面积； 

Se表示 e 区的土地总面积； 

S 表示整个区域的土地总面积。 

表 3.3 不同海拔等级下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的分布情况 

Tab.3.3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at different altitudes 

海拔

等级 
海拔（m） 

土地面积

（hm2） 

居民点面积

（hm2） 

居民点面积比

（%） 

分布指数

（P） 

户籍人口

（人） 

常住人口

（人） 

1 ＜1500 36231.16 1394.67 52.22 2.65 35185 52750 

2 1500~1700 59111.58 728.99 27.30 0.85 43110 24355 

3 1700~2000 72250.35 478.77 17.93 0.46 34886 13377 

4 ＞2000 16580.11 68.20 2.55 0.28 5645 1950 

根据分析可知，海拔＜1500 m 的地区，农村居民点面积最多，分布指数达到最

大值，表明这一地区最适宜居民点的布局。在这一地区内常住人口数远多于户籍人

口数，主要位于境内恢河、汾河两岸。随高度的增加，一方面农村居民点布局受地

形的限制，分布面积和所占比例逐级变小，分布指数即居民点布局的优势度降低，

同时人口数也减少，且常住人口数明显少于户籍人口。当海拔＞2000 m 时，居民点

面积与人口数都降到最低值，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芦芽山林地保护区内以及东南

部区域。 

随海拔的增加居民点布局逐渐减少，而户籍人口先增加后减少，常住人口呈逐

级减少的趋势，说明海拔对常住人口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在山区人口更倾向于低海

拔地区分布，高海拔地区仅有少面积的居民点和少数人分布，由于自然条件恶劣、

基础设施差等原因这些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通过调查可知这些村庄房屋绝大多数

是闲置，居住的人都是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需要通过居民点的合理布局避免土

地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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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500m 

1500-1700m 

1700-2000m 

＞2000m 

农村居民点 

图 3.4 不同海拔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Fig.3.4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under different altitude 

 

 

 

 

 

 

图 3.3 研究区海拔分布图 

Fig.3.3 The elevation of study area  

 

High：2696 

Low：1210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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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不同坡度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分布 

由于研究区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参照黄土高原对坡度分级的研究成果[75-76]，本

文将坡度分为 4 级，即 0°~6°（平地）、6°~15°（缓坡）、15°~25°（中坡）、＞25°（陡

坡）。基于 DEM 对坡度因子进行提取（见 2.2.2 数据处理），获得研究区坡度分布图

（图 3.5）和农村居民点坡度分布图（图 3.6），并对坡度分级进行统计得到表 3.4。 

表 3.4 不同坡度级别下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的分布情况 

Tab.3.4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at different slope levels 

坡度级别 坡度（°） 
土地总面积

（hm2） 

居民点面积

（hm2） 

居民点面积比

（%） 

分布指数

（P） 

户籍人口

（人） 

常住人口

（人） 

1 ＜6 50883.54  1333.10 49.92 1.81  44470 43436 

2 6-15 82551.08  1041.01 38.98 0.87  51041 41824 

3 15-25 41406.52  273.05 10.22 0.45  21159 6663 

4 ＞25 9332.06  23.47 0.88 0.17  2156 503 

根据分析可知，＜6°的地区，居民点分布面积、所占比例最大，且分布指数高，

表明是居民点布局优势度最大的地区；在这一区域常住人口数最多，且常住人口数

与户籍人口数基本一致，靠近主要城镇的村庄常住人口往往大于户籍人口，主要位

于研究区境内的恢河和汾河两岸。随着地形坡度的升高，居民点面积、分布指数、

人口数逐级减少，尤其是 15°~25°和＞25°两个级别表现突出，常住人口的数量远少

于其户籍人口数量。 

农村居民点在平地和缓坡这两个地区分布最多。随坡度的增加户籍人口数先增

加后减少，但常住人口数则逐级递减，且在中坡和缓坡常住人口数迅速递减，说明

坡度对常住人口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居民点和人口多分布在＜15°的地区，＞

15°的地区不利于居民点的建设，人们的出行生活困难，导致居民点和人口的分布少，

大多数人选择外出务工、居住来改变这一不利的生活环境。通过实地调查也发现在

坡度较大的山区，存在宅基地闲置浪费的现象，常住人口多为孤寡老人，导致许多

耕地无人耕作，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迫切需要通过合理的布局居民点来改变这一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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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图 3.5 研究区坡度分布图 

Fig.3.5 The slope of study area 

High：86.27 

Low：0 

图 3.6 不同坡度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Fig.3.6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nder different slope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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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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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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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不同坡向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分布 

坡向主要影响房屋的光照条件和农作物的生长，阳坡光照时间长，小气候条件

适宜，有助于农作物的种植和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居民点和人口多在此分布。

由正北开始以 45°角为界，从顺时针方向旋转有 8 个坡向，即：北（N, 0~22.5°，

337.5°~360°）、东北（NE, 22.5°~67.5°）、东（E, 67.5°~112.5°）、东南（SE, 112.5°~157.5°）、

南（S, 157.5°~202.5°）、西南（SW, 202.5°~247.5°）、西（S, 247.5°~292.5°）、西北（NW, 

292.5°~337.5°），其中有少数无坡向即为平坡，故共分为 9 个坡向[77-78]。基于 DEM

对坡向因子进行提取（见 2.2.2 数据处理），获得研究区坡向分布图（图 3.7）和农村

居民点坡向分布图（图 3.8），并对各坡向进行统计得到表 3.5。 

表 3.5 不同坡向下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的分布情况 

Tab.3.5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slope aspect 

坡向 土地面积（hm2） 
居民点面积

（hm2） 
居民点面积比（%） 户籍人口（人） 常住人口（人） 

平坡 506.84  4.60 0.17 215 65 

东南向 55349.81  666.36 24.95 35024 35113 

南向 31077.26  320.01 11.98 19287 9362 

西南向 13127.51  122.05 4.57 7085 2832 

东向 59975.76  1177.31 44.08 38403 30297 

西向 2899.63  24.91 0.93 1954 770 

东北向 17265.81  291.63 10.92 12741 10295 

西北向 1246.22  26.83 1.00 1369 909 

北向 2724.36  36.93 1.38 2748 2789 

根据分析得出，研究区在不同坡向上，农村居民点面积、所占比例和人口数均

不相同。在东南向和东向居民点分布面积最多，比例达 69.03%，人口数在这两个坡

向上也是最多的，在东南向常住人口的数量稍多于户籍人口数量。在平坡、西向和

西北向农村居民点分布面积最少，仅占 2.11%，人口分布也最少，且常住人口的数量

少于户籍人口数量。究其原因在于研究区地势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偏东偏南方向

为阳坡，阳光充足；偏西偏北方向为阴坡，光照少，居民点与人口分布少。 

研究区内居民点与人口在各个坡向上均有分布，但在坡向条件下居民点和人口

大多选择偏东偏南的阳坡，分布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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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研究区坡向图 

Fig.3.7 The aspect of study area 

 

High：355.82 

Low：-1 

东向、东南向 

南向 

东北向 

西南向 

北向 

西北向 

西向 

平坡 

图 3.8 不同坡向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Fig.3.8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under different slope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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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区位条件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 

3.3.1 不同道路缓冲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 

距道路的距离不同，居民点和人口的分布状况明显不同，深刻影响着居民点和

人口的发展。本研究主要选取研究区境内的省道、县道和乡道（图 3.9）进行数据的

处理与分析。利用 GIS 的缓冲功能（详见 2.2.2 数据处理），按照＜500 m、500~2000 

m、2000~3500 m、＞3500 m 这 4 个级别进行分类，并与农村居民点图层通过叠加生

成图 3.10。根据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得到表 3.6。 

表 3.6 距主要道路不同距离的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统计表 

Tab.3.6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road 

距主要道路的距离

（m） 

居民点面积

（hm2） 
面积比（%） 村庄个数 个数比（%） 

户籍人口

（人） 

常住人口

（人） 

＜500 1691.17 63.32 139 29.96 53571 49384 

500~2000 498.64 18.67 142 30.60 30489 29342 

2000~3500 316.39 11.85 115 24.78 22589 8819 

＞3500 164.43 6.16 68 14.66 12177 4887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在＜500 m 范围内分布的居民点面积最多、人口数最多，主

要分布在地势较为平坦、坡度小的地区。随着距离的增大，居民点面积和比例逐级

递减，村庄个数总体呈减少趋势，人口数逐渐减少且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相比减少

率增加。在＞3500 m 的地区，居民点面积、村庄个数和人口数均降到最低值，主要

分布在海拔高、坡度大的西部山区和东南部地区。 

研究区内道路的走向与海拔、坡度密切相关。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均分布在距道

路近的地区，在＜500 m 范围内集中了全县 53%的常住人口，居民点面积占到 63%，

＞2000 m 的地区居住的常住人口数急剧减少，仅有 15%，居民点有 18%，且主要位

于研究区东西两侧海拔和坡度大的地区。由此表明农村居民点和人口沿道路分布的

特点显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路作为人们出行的主要选择，对居民点和人口

布局产生的影响会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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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不同道路缓冲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Fig.3.10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road 

图例 

＜500m 

500-2000m 

2000m-3500m 

农村居民点 

县界 

 

 

 

 

图 3.9 研究区道路分布图 

Fig.3.9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oad 

主要道路 

县界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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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不同河流缓冲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 

研究区地处山区，距离河流远近不同，明显影响人口和居民点的分布。利用 GIS

的缓冲功能（详见 2.2.2 数据处理），对研究区的河流分布图进行缓冲（图 3.11），将

距离划分为＜500 m、500~2000 m、2000~3500 m、＞3500 m 这 4 个级别，与农村居

民点图层通过叠加生成图 3.12。根据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得到表 3.7。 

表 3.7 距河流不同距离的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统计表 

Tab.3.7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opulatio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rivers 

距河流的距离

（m） 

居民点面积

（hm2） 
面积比（%） 村庄个数 个数比（%） 户籍人口（人） 常住人口（人） 

＜500 2053.72 76.90 224 48.28 77969 62718 

500~2000 393.63 14.74 140 30.17 25399 25426 

2000~3500 136.68 5.12 62 13.36 10293 2385 

＞3500 86.61 3.24 38 8.19 5165 1903 

通过分析得出，在＜500 m 范围以内分布的居民点与人口最多，村庄个数达最多，

主要分布在海拔低、坡度小的地区。随着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点分布减少，村庄

个数越减少，人口数也在减少，且常住人口较户籍人口减少幅度明显增加。＞3500 m

的地区，居民点面积、村庄个数和人口数降到最低值，主要分布在区域内海拔高、

坡度大的地区。 

研究区境内河流流经的区域，海拔较低、坡度较平且耕地较为集中，同时也是

主要交通要道分布的地区。可见河流的分布与海拔、坡度和道路的分布有相关性，

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人们大多选择居住在距河流近的地区。＜500 m 的地区集中了全县

68%的常住人口，居民点面积占 76.90%，＞2000 m 的地区常住人口仅占 5%，居民

点面积占 8.36%。因此居民点和人口沿河流分布的特点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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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研究区河流分布图 

Fig.3.1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iver 

河流和滩涂 

县界 

图例 

图 3.12 不同河流缓冲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 

Fig.3.12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river 

图例 
＜500m 

500-2000m 

2000-3500m 

农村居民点 

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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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不同乡镇中心缓冲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 

本文研究的乡镇中心包括研究区县政府所在地、镇政府和乡镇政府所在地（见

图 3.13），是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企业和人口的集聚中心。乡

镇中心较其他村庄基础设施等齐全，对周围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的分布有一定的吸引

力。利用 GIS 的缓冲功能（详见 2.2.2 数据处理），分为＜1000 m、1000~3000 m、

3000~5000 m、＞5000 m 四个缓冲区，与农村居民点图层通过叠加生成图 3.14。通过

数据的处理分析得到表 3.8。 

表 3.8 距乡镇中心不同距离的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统计表 

Tab.3.8 The rural settlements and populatio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township centers 

距乡镇中心的距离

（m） 

居民点面积

（hm2） 
面积比（%） 村庄个数 个数比（%） 户籍人口（人） 

常住人口

（人） 

＜1000 1273.29 47.68 52 11.21 26992 50764 

1000~3000 489.22 18.32 106 22.84 29528 14467 

3000~5000 465.60 17.43 137 29.53 30409 15082 

＞5000 442.52 16.57 169 36.42 31897 12119 

通过分析得出，在＜1000 m 的地区，居民点面积与常住人口数最多，由于占据

优越的区位条件，常住人口最为集中，远多于户籍人口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大，

居民点面积与常住人口数在逐渐减少，具有显著的规律性变化。在＞5000 m 的区域，

受交通与地形条件的限制，居民点面积减少，常住人口的分布明显小于户籍人口，

主要位于研究区境内海拔高、坡度大的东西两侧。 

村庄个数与户籍人口数随距离的增加却逐渐增多，呈现负相关性，这与研究区

特殊的地形条件有关，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区，塬梁峁的特殊地貌对村庄界线的划

分作用明显。在距离乡镇中心越远的地区，绝大多数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居民

点面积小，呈零星的点状分布，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各村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

涉及的村庄个数多，户籍人口数较多，但常住人口数明显少于户籍人口数，在山区

呈现出地广人稀的特点；而乡镇中心周围地区地势平坦，农村居民点面积大，村庄

划分个数少，户籍人口数不多，但常住人口数分布最多，其分布具有较强的集聚特

征。 

由此可知，乡镇中心对常住人口的影响明显大于对户籍人口的影响。随着距离

的增加，受乡镇辐射带动作用减弱，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大多数人选择到更好的地

区务工、居住，导致留下的常住人口减少，农村中房屋闲置的现象增多。因此需要

通过合理的布局居民点来减少农村土地浪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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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界线 

农村居民点 

图例 

图 3.13 研究区乡镇中心分布图 

Fig.3.1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ownship centers 

 

图 3.14 乡镇中心缓冲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Fig.3.14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township centers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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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常住人口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人口在地区间发生

迁移。农村地区人口的迁移表现为向城镇人口转变，即发生农转非的过程，以及由

生存条件差的农村向生存条件好的农村转移，即农转农的过程。农村人口的这种迁

移被称为人口的梯度迁移[79-80]。这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极大释放，农民进入城市

务工谋生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但人

口迁移也造成原居住地居民点的大量闲置，存在巨大的整理潜力。 

4.1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土地整理的重要一环，是对村庄进行改造以及对“空心

村”进行整理使其得到再利用的过程。居民点整理潜力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整理措施

后“富余”的土地资源，在宏观上是指对居民点的数量和规模进行调整，高效利用

每一寸土地，最终使土地资源高度节约集约。主要途径是对闲置、废弃和低效利用

的居民点进行整治，提高居民点土地利用强度；在微观上是指对居民点的内部结构

进行布局调整，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地区的生

态环境，最终实现土地增值[11,81]。根据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及人口的流动

情况，本研究将整理潜力分为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 

4.1.1 理论潜力测算 

（1）按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测算 

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简称“人均法”，是对国家制定的人均用地标准的合理利

用以及潜力测算的基础。通过计算现状居民点面积与国家规划的居民点面积的差值

得到测算结果[82-83]。其计算公式为： 

△M=M 现状－G 标×R                         （4.1） 

式中：△M 是农村居民点的现状整理潜力；M 现状是农村居民点的现状面积；G 标

是《村镇规划标准》里确定的人均用地面积；R 是农村户籍人口数。 

根据国家关于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的要求，应将最高幅度控制在 140 m
2 以内。

由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研究区内按户籍人口测算的人均居民点平均值达 224.16 m
2，

已超过规定的上限。 

（2）按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测算 

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简称“户均法”，通过计算农村居民点面积多于户均建设

用地标准所形成的面积得到，与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的计算相同，不同是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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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换为户[11,84]。 

按照《山西省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导则》的要求，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不同

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进行了规定。主要为：①在平原地区，每户建设房屋面积不得

大于 130 m
2；②在山区或者丘陵地区，每户不得多于 180 m

2；③如果出现特殊情况

需通过县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核批准，但也不得超过 200 m
2。研究区地处晋西北黄土

高原的东部边缘，平均海拔 2000 m，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研究区户均农村居民点

平均用地面积是 400.20 m
2，已超过山西省村庄规划对山区的要求面积。 

这两种测算方法都是在理论上进行的计算，只考虑户籍人口的农村居民点用地，

没有考虑人口的变动情况，而研究区山地多，多数村庄自然环境恶劣，常住人口少，

人口流动性大，在这些村庄内房屋破旧居住环境差，导致房屋的闲置现象严重，土

地得不到高效利用。故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相比，更能真实反映区域内居民点的整

理潜力，因此将基于常住人口计算整理潜力作为研究区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可

以摸清村庄居民点的利用状况以及合理控制用地规模，是今后进行居民点布局优化

的前提。 

4.1.2 现实潜力测算 

本研究以行政村为单位，以村庄的常住人口数为基础计算居民点整理潜力，使

得到的结果更具可行性。计算公式如下： 

△S=S 现状－S 标准×P                        （4.2） 

式中，△S 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S 现状是 2015 年常住人口居住的居民

点面积；S 标准是参考表 4.1，即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表，确定各个村庄的用地标准；P

是通过调查得到的各村庄 2015 年常住人口数。 

表 4.1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Tab.4.1 The indicators of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use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指标名称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范围（m
2
/人） 

现状人均建设

用地水平 
≤60 60.1-80 80.1-100 100.1-120 120.1-140 ＞140 

允许调整幅度 增 5-20 增 0-10 增减 0-10 减 0-15 减 0-20 减至 140 以内 

资料来源：《村镇建设用地规划标准 GB5018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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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区内农村居民点现实整理潜力表 

Tab.4.2 The realistic potential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each district 

乡土分区 乡镇名称 
居民点用地面积

（hm
2） 

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人均

居民点用地

（m
2） 

增减幅度

（m
2
/人） 

现实整

理潜力

（hm
2） 

一区 

凤凰镇 755.11 35621 211.98 71.98 256.41 

阳方口镇 376.75 8037 468.78 328.78 264.24 

薛家洼乡 150.48 1295 1162.38 1022.01 132.35 

小计/平均 1282.34 44953 285.26 145.26 653.00 

二区 

石家庄镇 87.64 3604 243.17 103.17 37.18 

化北屯乡 214.01 9027 237.07 97.07 87.63 

西马坊乡 149.83 3467 432.17 292.17 101.3 

新堡乡 109.65 3240 338.44 198.44 64.29 

小计/平均 561.13 19338 290.17 150.17 290.40 

三区 

东寨镇 282.55 11450 246.77 106.77 122.25 

余庄乡 141.12 4418 319.42 179.42 79.27 

涔山乡 60.59 1492 406.11 266.11 39.7 

小计/平均 484.26 17360 278.95 138.95 241.22 

四区 

迭台寺乡 71.94 1419 506.96 366.96 52.07 

圪廖乡 63.89 1827 349.69 209.69 38.31 

怀道乡 97.71 2731 357.77 217.77 59.47 

东马坊乡 109.36 4802 227.72 87.72 42.13 

小计/平均 342.90 10779 318.12 178.12 191.99 

利用上述公式得到 4 个分区内 14 个乡镇居民点的整理潜力值。分析可知，位于

一区东北部的薛家洼乡，乡村常住人口人均居民点面积最大，已远远超过 140 m
2，

各村庄整理潜力值介于 0.50-22.88 hm
2，全乡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150.48 hm

2，整理潜

力值达 132.35 hm
2。主要原因是位于采煤沉陷区，生存环境受到威胁，常住人口仅占

总人口的 15%，其中有 7 个村庄已空无一人，房屋闲置最为严重，进行居民点整理

的潜力大。二区和三区西部的西马坊乡、涔山乡由于位于芦芽山林地开发保护区内，

海拔较高，耕地质量较差，在自然保护区内经常出现野猪与村民争夺粮食现象，不

利于农民的生产、生活，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部分村民已搬往县城居住，许多

村庄常住人口不足 10 人，乡村常住人口人均居民点面积超过 140 m
2，房屋破旧、闲

置严重，居民点的整理潜力值大。 

4.2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系数测算 

潜力系数是用来反映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大小。通过计算农村居民

点整理可增加的面积占农村居民点需要整理面积的比值大小获得，其中居民点整理

可增加的面积指整理潜力值，居民点需要整理的面积指村庄的居民点面积。潜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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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越大，即该比值越大，表明居民点的用地方式越粗放，整理潜力越大[85]。计算公

式为： 

ηi=△ Si/Si                           （4.3） 

式中，ηi 是 i 村（乡镇）内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力系数； iS 是 i 村（乡镇）内

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增加的面积； iS 是 i 村（乡镇）内农村居民点需要整理的面积。 

表 4.3 各区内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系数表 

Tab.4.3 The potential coeffici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each district 

乡土分区 乡镇名称 整理面积（hm
2） 新增用地面积（hm

2） 潜力系数 

一区 

凤凰镇 755.11 256.41 0.34 

阳方口镇 376.75 264.24 0.7 

薛家洼乡 150.48 132.35 0.88 

二区 

石家庄镇 87.64 37.18 0.42 

化北屯乡 214.01 87.63 0.41 

西马坊乡 149.83 101.3 0.68 

新堡乡 109.65 64.29 0.59 

三区 

东寨镇 282.55 122.25 0.43 

余庄乡 141.12 79.27 0.56 

涔山乡 60.59 39.7 0.66 

四区 

迭台寺乡 71.94 52.07 0.72 

圪廖乡 63.89 38.31 0.6 

怀道乡 97.71 59.47 0.61 

东马坊乡 109.36 42.13 0.39 

根据表 4.3 可知，研究区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系数差异明显，潜力系

数最大的是位于一区东北部的薛家洼乡为 0.88，其次是四区东部的迭台寺乡是 0.72。

最小的是县城所在地凤凰镇为 0.34，位于县城东南部，距县城最远的东马坊乡也较

小是 0.39。 

本文以村庄为单位，采用 GIS 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方法对潜力系数值进行划分

[54,85]，而潜力系数在 0.40 和 0.73 处变化最为明显，故共分为 3 级，如表 4.4 所示。

潜力系数 0.74≤ηi≤1 为Ⅰ级；潜力系数 0.40＜ηi＜0.74 为Ⅱ级；潜力系数 0.40≤ηi

＜0 为Ⅲ级。由于研究区内村庄整理潜力值为负数的村庄，即潜力系数 ηi≤0，将这

部分村庄的整理系数称为Ⅳ级。 

表 4.4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级标准 

Tab.4.4 The criteria for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study area 

潜力分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潜力系数（ηi） 0.74≤ηi≤1 0.40＜ηi＜0.74 0.40≤ηi＜0 η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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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区 

根据上述分级结果，潜力系数从高到低反映了居民点整理潜力的大小和利用方

式的集约程度，故分为高、中、低、无这 4 个潜力分区（图 4.1）。 

表 4.5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区情况表 

Tab.4.5 The area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乡土

区位

分区 

村庄

总数 

高潜力 中潜力 低潜力 无潜力 

涉及村庄

个数 
占比 

涉及村庄

个数 
占比 

涉及村庄

个数 
占比 

涉及村庄

个数 
占比 

一区 126 67 14.16 37 7.82 16 3.38 6 1.27 

二区 131 32 6.77 65 13.74 33 6.98 1 0.21 

三区 131 43 9.09 62 13.11 22 4.65 4 0.85 

四区 85 32 6.77 32 6.77 19 4.02 2 0.42 

 473 174 36.79 196 41.44 90 19.03 13 2.75 

高潜力区潜力系数 0.74≤ηi≤1，是研究区内居民点整理潜力最高的区域，涉及

174 个村，占村庄总数的 36.79%。区域内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居民点面积均超过

530.61 m
2，最高值达到 28550 m

2。潜力系数达到 1 的有 30 个村，主要分布在一区东

北部属于采煤沉陷区的村庄和三区西部的属于后山村庄，这些村庄居住环境恶劣，

不利于村民的生产生活等各类活动，村内已无人居住，居民点闲置率极高，是今后

迫切需要居民点整理和布局优化的中心地区。其中在一区内属于高潜力的村庄所占

比例最高，主要原因在于东北部的薛家洼乡是全县煤铝资源最为集中分布的区域，

资源优势使该乡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这种地下资源的开发使村民的生产生活也存

在安全隐患。随着采煤范围的不断扩大，土地质量下降，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

生产生活，进行搬迁的数量不断增加，村内常住人口迅速减少，一半的村庄村内常

住人口不足 10 人，这些村庄内居民点用地方式粗放，利用率低，闲置浪费现象极为

严重。 

中潜力区潜力系数介于 0.40~0.74，是仅次于高潜力区的区域，涉及 196 个村，

占村庄总数的 41.44%，区域内常住人口的人均居民点用地均高于 235.75 m
2，二区和

三区涉及的村庄最多，且主要分布在西部的芦芽山林地开发保护区内，由于距离县

城较远，地势高，经济发展水平低，且耕地少，荒山荒坡多，农业发展较落后，村

民大都外出务工，二区和三区内有 43%的村庄常住人口不足 50 人，村内只剩下少数

的留守老人，房屋利用率低。中潜力区的村庄需要进行居民点整理，同时应根据村

庄优势，因地制宜进行村庄的布局优化。 

低潜力区潜力系数 0.40≤ηi＜0，共有 90 个村，占村庄总数的 19.03%，在四个

区内均有涉及，且涉及的村庄数目相差不大。整理潜力低的村庄主要位于研究区内



基于常住人口视角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以山西省宁武县为例 

 36 

恢河、汾河和洪河这三大主河流流经的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同时也是主要交通干

线分布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村庄内常住人口密度大，将是未来人口高度集聚的

地区。 

无潜力区共涉及 13 个村，占村庄总数的 2.75%，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居民点面

积较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村内常住人口高于户籍人口，人口较为集聚，土

地闲置率低，利用率高，不存在整理潜力值。主要分布在一区内县城周围以及西北

部的工矿重镇。二是有 9 个村已通过增减挂钩、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项目，

不存在农村居民点，是已实施的移民村。  

因此，通过常住人口测算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力可知，研究区内高潜力区村庄

占 36.79%，中潜力区村庄占 41.44%，已超过一半的村庄整理潜力大，村庄内常住人

口极少，居民点利用方式粗放。进行居民点的整理，有利于解决空间格局和城乡关

系失衡的状态，是下一步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前提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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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区图 

Fig.4.1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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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5.1 优化布局原则 

（1）多因素综合考虑 

农村居民点不是单一的封闭单元，其在空间上的分布是由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决定的[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点的分布不再只受自然因素的单一决定，

逐渐向社会和区位环境综合优越的地区发展。因此，运用多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布局

优化的影响条件进行综合分析，是本研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优化评价时，定量分析法可以有效降低主观判断导致的

误差，使优化布局更加科学合理，同时，对于定量分析的过程以及结果，需要通过

综合定性思维，即二者相结合，得到合理、可行且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3）居民点应集中布局 

在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人口非农化带来的“人口屋空”现象突出，原先

国家投入的基础设施大多遭遗弃，是对土地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双重浪费。研究

区内山地多，自然环境恶劣，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口主要的居住区，布局分散，

多数房屋已破旧无法居住，许多地区都是几户孤寡老人留守在村内，常住人口少，

土地利用率低，极大地浪费了土地资源，也不利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因此需要

通过合理的布局，使居民点集中分布在城镇周边、中心村以及交通便利的地区，不

仅有利于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步伐，更为农业的发展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 

5.2 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评价 

本研究以村庄为单位，参考相关研究[67,86-87]，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通过归纳分

析，从自然方面、社会方面和区位方面共提取 9 个影响居民点布局的因素，建立农

村居民点用地优化评价体系，进一步开展农村居民点适宜性分类，作为居民点布局

优化模式建立的基础。 

5.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人们选择居住地的基础与前提，其中地形条件是进行农村居民点空

间布局优化应首要考虑和最主要的因素[1,88]。基于数字高程模型计算得到各评价单元

居民点的海拔、坡度和坡向平均值。其中海拔高、坡度大的区域不利于居民点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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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坡向的分布中，平坡、南坡、东南坡和西南坡赋值 1，东坡和西坡赋值 0.75，

东北坡和西北坡赋值 0.5，北坡赋值 0.25。 

（2）社会条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因素对居民点布局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通过实

地调查信息分析，对于适合人居的区域，社会条件中影响最为鲜明的是常住人口密

度、整理潜力系数、居民点用地比重和耕地质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居民点常住人口是人们对于居住地喜好的直接反映[89]，常住

人口越密集的地区越有利于居民点的布局。 

整理潜力系数是根据居民点整理潜力面积占居民点需要整理面积的比重确定

的。根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得到各评价单元居民点整理潜力，其系数越大的地区说明

空闲的居民点越多。 

居民点用地比重反映了各评价单元内农村居民点的发展状况，比重大的地区表

明该地区居民点分布集中，发展程度高，且适合居民点的布局。 

耕地质量的好坏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90]。研究区地处山区，耕地中以坡耕地

为主，耕地与农村居民点镶嵌分布，选择耕地质量这一指标对布局居民点具有深刻

的意义。耕地质量指标采用国家利用等指数，是对耕地自身生产状况和人们利用土

地意愿的综合反映，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91]。利用等指数高的地区适合进行居民

点的布局。 

（3）区位条件 

通过实地调查信息分析，对于适合人居的区域，区位条件中影响最为鲜明的是

距河流的远近和交通通达度。 

交通条件的优劣影响着居民各类生产生活行为，对居民点的布局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距离越短表明交通优势越强，通达性好，越有利于居民点的布局。通过计算

居民点图斑距道路的最短距离，利用面积加权法得到各村庄居民点距道路的平均距

离，计算公式如下： 







t

j

io

io
O

S

SR
R

1

io                           （5.1） 

式中， OR 表示第O个村庄距主要道路的平均距离； ioR 表示第O个村第 i 个居民

点图斑距主要道路的距离； ioS 表示第O个村庄第 i 个居民点图斑的面积；t 表示研究

区居民点图斑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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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用水，也是进行农业灌溉和工业生产的重要来源[92]。

距河流近的地区地势平坦、气候适宜，而且人们自古以来就有依山傍水的生活习惯，

区位条件优越适合进行居民点的布局。通过计算居民点图斑距河流的最短距离，利

用面积加权法得到各村庄居民点距河流的平均距离，计算公式见公式 5.1。 

5.2.2 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 

根据目前的研究[93-96]，为避免过多的主观思维形成的偏差，熵值法不失为一种

客观赋权的有效方法。熵值法确定权重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原始数据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的结果是分布在

0-1 之间的。本研究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为： 

minmax

min

jj

jij

ij
XX

XX
X




 （正向指标）                （5.2） 

minmax

max

jj

ijj

ij
XX

XX
X




 （负向指标）                （5.3） 

式中， ijX 表示 i 村第 j 个指标归一化后的值；Xij 表示 i 村第 j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Xjmax表示研究区内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Xjmin 表示研究区内第 j 个指标的最小值。 

（2）确定指标熵值 

指标熵值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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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j PPkE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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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nk ln/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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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式中， jE 代表熵值（第 j 个指标）； n代表评价单元个数 

（3）确定指标熵权 

指标熵权计算公式如下：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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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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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1

1
                        （5.7） 

式中， jW 代表熵权（第 j 个指标）；m代表指标个数，本文选择了 9 个指标。 

通过上述计算过程得到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熵值和熵权（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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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指标权重 

Tab.5.1 The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of optimization of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熵值 熵权 

居民点布局

优化 

自然条件 

海拔 0.99 0.02 

坡度 0.99 0.01 

坡向 1 0.01 

社会条件 

整理潜力系数 0.96 0.07 

常住人口密度 0.61 0.58 

居民点用地比重 0.84 0.24 

耕地质量 0.99 0.01 

区位条件 
距河流的距离 0.99 0.01 

交通通达度 0.97 0.05 

5.2.3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结果分析 

（1）计算方法 

运用多因素综合加权求和法，得到研究区各村庄居民点布局优化分值。分值越

高则说明该地区居民点布局的适宜程度高。计算公式为： 

j

m

j

iji WXF 
1

                       （5.8） 

式中， iF 是 i 村的评价分值； jW 是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ijX 是 i 村第 j 个指标标准

化值；m是评价指标数 

按照以上计算公式得到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结果，见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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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分析——适宜度分区 

对以上评价结果按照适宜度进行分区，划分为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低度适宜

和不适宜四个级别（表 5.2）。 

表 5.2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综合评价分析 

Tab.5.2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适宜级别 村庄个数 居民点个数 居民点面积（hm
2） 

面积比

（%） 
平均面积（hm

2） 

高度适宜 36 125 1198.36  44.87  9.59  

中度适宜 127 412 717.56  26.87  1.74  

低度适宜 253 874 626.20  23.45  0.72  

不适宜 57 337 128.51  4.81  0.38  

高度适宜级别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有 1198.36 hm
2，占研究区居民点总面积的

44.87%，平均面积最大，主要分布在恢河和汾河两岸，地势平坦，靠近水源，水资

源充足，农业发展条件好，同时也是主要交通干线经过的地区，经济水平较高，人

口分布高度集中。按照当地乡土分区来看，一区高度适宜居民点面积最多，为 868.08 

hm
2，占到 72.44%，主要分布在县城周围和西北部的工矿重镇周围，自然条件优越，

经济发达；二区内高度适宜居民点面积有 187.27 hm
2，占 15.63%，主要位于东部，

图 5.1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图 

Fig.5.1 The evaluat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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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汾河流域和公路分布；三区内高度适宜居民点面积有 143.01 hm
2，占 11.93%，集

中位于旅游集镇——东寨镇周边，是汾河源头所在地，自然、经济等条件优越；而

四区内没有高度适宜级别的居民点分布，主要原因是常住人口少。 

中度适宜级别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717.56 hm
2，占研究区居民点总面积的

26.87%，主要分布在高度适宜级别周围的地区。这些地区离河流、道路有一定的距

离，但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仍比较优越，也是人口集聚的地区，可以通过建设中心

村来加快发展，更能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 

低度适宜级别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626.20 hm
2，占研究区居民点总面积的

23.45%，主要分布在距河流和道路更远的地区，人口逐渐稀少，一些地区已经分布

到海拔较高的林区范围内，耕地面积少且质量差，水、电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

落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不利于居民点的发展。 

不适宜级别的农村居民点分布最少，仅有 128.51 hm
2，占研究区居民点总面积的

4.81%，且居民点的平均面积最小，呈零星的点状分布在海拔较高、坡度较大的西部

和东南部的山区，人口密度低，不适合分布居民点。 

5.3 建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 

5.3.1 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 

（1）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的界定 

农村居民点一般都实行分级布置，有利于在区域内形成居民点分布的网络体系，

便于建设和统一管理，更能保护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地区经济的有序发展[97-98]。

本研究按照城中村、中心村、保留村和移民村四种类型进行界定。 

城中村是城镇化、城乡转型发展的产物，与城镇间的距离近、联系密切，受城

镇辐射和影响明显。主要分布在县城及重点城镇周围，位于主要交通干线和河流周

围，交通便利，基础设施条件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人口高度集中。本研

究主要将高度适宜级别和部分中度适宜级别的村庄作为城中村。 

中心村是一定范围内仅次于城中村的村庄，也是各个地区迁移村庄的迁移方向

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对象。主要分布在区域内地形条件较好，交通便利、区位条件

优越的地区，部分位于城中村周围。本研究将布局优化评价结果中中度适宜级别和

部分高度适宜级别的村庄作为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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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村距城中村和中心村有一定距离，但这些村庄尚能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的需

要，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主要是针对部分中度适宜级别和低度适宜级

别的村庄。 

移民村界定情况多种多样，总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地势较高、气候寒冷，交

通不便利；二是由于长期进行煤炭开采，导致地表塌陷、水土流失、人居环境恶化，

居民点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人口自发迁移现象普遍，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三

是在自然保护区、河源区等为保护现有生态环境而确定的生态移民村。本研究主要

将低度适宜级别和不适宜级别的村庄作为移民村。 

（2）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划分 

根据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结果，结合实地调查对各村情况的分析，按照城

中村、中心村、保留村和移民村四种类型进行优化布局，得到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

局优化图（图 5.2），进一步按照乡土分区，对各类型农村居民点统计得到表 5.3。

通过引导人口向城中村、中心村迁移，改变用地粗放和闲置的格局，形成以城镇为

核心、以中心村为农业人口集中分布的模式。 

表 5.3 各乡土分区内居民点类型分析表 

Tab.5.3 The adjustment of the types in rural areas 

类型分区 城中村 中心村 保留村 移民村 

一区 

居民点面积（hm
2） 903.48 115.47 92.26 171.13 

村庄个数 22 15 18 69 

平均面积（hm
2） 41.07 7.70 5.13 2.48 

二区 

居民点面积（hm
2） 195.15 201.45 51.44 113.10 

村庄个数 16 34 15 65 

平均面积（hm
2） 12.20 5.92 3.43 1.74 

三区 

居民点面积（hm
2） 165.46 86.62 67.25 164.94 

村庄个数 9 11 14 93 

平均面积（hm
2） 18.38 7.87 4.80 1.77 

四区 

居民点面积（hm
2）  107.61 163.30 71.98 

村庄个数  9 29 45 

平均面积（hm
2）  11.96 5.63 1.60 

全县 

居民点面积（hm
2） 1264.09 511.15 374.24 521.15 

村庄个数 47 69 76 272 

平均面积（hm
2） 26.90 7.41 4.92 1.92 

一区位于研究区中部偏北，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1282.34 hm
2，其中城中村的居民

点面积最多，占 70.46%，有 22 个村庄，主要沿交通线和河流线分布，自然条件优越，

交通便利，占据了区域内最有利的地区，经济发展快，人口高度集中；中心村的居

民点面积占 9%，有 15 个村庄，主要分布在城中村的两侧，基础设施等较为齐全，

人口集中度较高；由于中心村的辐射范围和辐射能力有限，保留村的居民点面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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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有 18 个村庄，零散的分布在区域东侧，主要靠近一些小河流，地势较为平

坦；移民村的居民点面积占 13.35%，有 69 个村庄，村庄个数最多，但平均面积最小，

表明移民村内各居民点之间距离远，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原因在于煤炭资源的开采，

造成水土流失、地表塌陷，人居环境恶劣，居民点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人口

自发迁移现象普遍，常住人口不断减少，居民点闲置程度很高。 

二区位于研究区西南部，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561.13 hm
2，区域内城中村居民点面

积占 34.78%，有 16 个村庄，分布在东侧的交通线和河流线上；中心村居民点面积最

多，占 35.90%，有 34 个村庄，分布在城中村周围；保留村居民点面积占 9.16%，有

15 个村庄，分布在中心村周围；移民村居民点面积占 20.16%，村庄个数最多，有 65

个，但居民点的平均面积最小，空间上布局分散。 

三区位于研究区中部，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484.27 hm
2，距离县城较近，但区域西

侧位于芦芽山自然保护区，海拔高坡度大，气候寒冷且耕地资源分布少，故常住人

口稀少，居民点零星分布，同时，考虑到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规划，共有 93 个移民

村。城中村紧靠旅游集散地东寨镇周围，居民点面积占 34.17%，共 9 个村庄；中心

村靠近湖泊水库区域，地势平坦，农业发展基础良好，居民点面积占 17.89%，共 11

个村庄；保留村位于城中村和中心村的外围，居民点面积占 13.89%，共 14 个村庄。 

四区位于研究区东南部，农村居民点面积是 342.89 hm
2。区域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交通较为不利，没有城中村的分布。中心村位于区域内的中心地带，居民点面积占

31.38%，有 9 个村庄，是自然、社会和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保留村居民点面

积最大，占 47.62%，有 29 个村庄，常住人口相对较多；移民村则零星的分布在其中，

居民点面积占 21%，有 45 个村庄，是一些自然条件不利，常住人口稀少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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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农村居民点优化策略 

城中村共涉及 47 个村庄，县政府所在地位于一区内，带动作用大，城中村最多。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条件下，应不断深化城中村的发展，继续加强公共交通、教育和

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面貌，提高新增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等途径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渠道和就业信息，提高居民

的收入水平；同时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村庄应进行土地的集约利用规划，合理

预测人口迁移带来的用地变化，避免土地低效利用，充分发挥其对周边村庄的辐射

带动作用，加快构筑城中村建设新格局。 

中心村共涉及 69 个村庄，在四个分区内均有分布。一方面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扩

展经济发展渠道，通过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水平实现资源共享，对农业发展基

础好的地区，通过培养种植大户，建立大型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

充分发挥中心村的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村民集中居住，增加区域内

人口集聚度，并合理预测人口和土地的容纳量，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居住质量和避免

土地资源的浪费、低效利用。 

图 5.2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图 

Fig.5.2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图例 

城中村 

中心村 

保留村 

移民村 

不涉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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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村共涉及 76 个村庄，具有一定的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目前尚能满足居民

生产生活的需要，但却因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限制，缺乏发展的动力。由于村内

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居多，从长远发展来看应通过完善的规划，逐步引导村民向周围

条件好的中心村和城中村搬迁。 

移民村涉及村庄较多，有 272 个，大多位于偏远山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

件恶劣、地理条件差，发展基础差，一方面应鼓励山区农民外出就业和定居落户，

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城中村居住，结合生态移民、扶贫移民、地质灾害避让搬

迁、增减挂钩等多种形式，加强居民点整治工作；同时对废弃的宅基地因地制宜进

行复垦还林、还田，加快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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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文以山西省宁武县为研究区域，利用 GIS 空间分析和社会调研法，进行基于

常住人口视角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在不同地形和区位条件下

农村居民点与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将常住人口作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并

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自然、社会和区位三方面的评价体系对居民点进行

布局优化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与地形因素密切相关 

地形条件下，受海拔、坡度和坡向因素的影响明显。主要表现为：①随海拔的

升高，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呈下降趋势，与户籍人口相比对常住人口的影响更为

显著。海拔＜1500 m 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最多，主要位于境内的恢河和汾河流域

两岸。海拔＞2000 m 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减少，人们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和居住，

常住人口数比户籍人口减少更明显，房屋大多闲置低效利用。②随坡度的增加，农

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逐渐减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相比减少趋势更显著。平均坡

度＜15°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最多，主要位于研究区境内的恢河和汾河两岸。平均

坡度＞15°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减少，人们大多通过外出打工避免这一不利的生活

环境，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减少更明显，房屋闲置现象严重。③受坡向因素影响，

农村居民点和人口主要分布在偏东偏南的阳坡，在偏西偏北的阴坡上分布减少。对

常住人口来说仅在东南向的阳坡和北向的阴坡处稍多于户籍人口，在其他坡向上均

少于户籍人口。 

（2）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与区位因素密切相关 

区位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和人口的分布与距主要道路、河流和乡镇中心的远近

有较强关系。主要变现为：①距主要道路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点和人口分布逐渐

减少。距主要道路 500 m 范围内集中了全县 53%的常住人口，农村居民点面积占到

63%，＞2000 m 的地区居住的常住人口数急剧减少仅有 15%，农村居民点面积占

18%，且主要位于研究区东西两侧海拔和坡度大的地区。②距河流距离的增加，农村

居民点和人口分布呈减少趋势。＜500 m 的地区集中了全县 68%的常住人口，农村居

民点面积占 76.90%，＞2000 m 的地区常住人口仅占 5%，农村居民点面积占 8.36%。

③距乡镇中心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点和常住人口分布逐渐减少。＜1000 m 内农村

居民点与常住人口分布最多，＞5000 m 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和常住人口分布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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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常住人口为依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更具有科学意义 

整理潜力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重要社会因素，是进行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的基础与前提。通过常住人口测算整理潜力，按潜力系数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为

高、中、低、无 4 个潜力分区，分别涉及 174 个村、196 个村、90 个村和 13 个村。 

（4）构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评价体系 

从自然方面、社会方面和区位方面共提取 9 个影响居民点布局的因素，构建农

村居民点用地优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按适

宜度划分为四种级别：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低度适宜和不适宜。高度适宜级别的

村庄共 36 个，分布在河流沿线和主要交通沿线，中度适宜级别的村庄共 127 个，分

布在高度适宜区周围，低度适宜级别的村庄共 253 个，不适宜级别的村庄共 57 个，

均分布在坡度大、海拔高的山区。 

（5）建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 

在适宜性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结果，确定四种布局类型作为农村居民点

布局优化的模式：城中村、中心村、保留村和移民村。城中村共涉及 47 个村庄，主

要分布在县城或重点城镇周围，是区域内自然、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

今后应继续加强城中村的发展，同时进行土地的集约利用规划，科学预测人口和用

地的规模；中心村共涉及 69 个村，分布在城中村周围地区，应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扩

展经济发展渠道，进一步加强中心村的集聚效应；保留村共涉及 76 个村，从长远发

展来看应通过完善的规划，逐步引导村民向周围条件好的中心村和城中村搬迁；移

民村共涉及 272 个村，位于偏远山区，应结合具体的移民工程加快居民点的整治。 

6.2 创新点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山西省宁武县为例，通过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对

居民点布局优化进行研究，主要的创新点有： 

（1）基于常住人口的视角综合提出居民点布局优化的方案 

本研究基于常住人口的视角反映了区域内居民点的利用状况，通过常住人口测

算农村居民的整理潜力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巨大。在此前提上，综合多因

素建立居民点布局优化体系，提出适宜的布局优化方案。这是从全新的角度反映人

口的迁移导致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能有效改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为今后相关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2）基于常住人口测算居民点整理潜力并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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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住人口数进行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是基于对研究区实地调查的基础

上发现区域多数村庄自然环境恶劣，人口流动性大，房屋闲置率高，土地利用率低

等现象。常住人口能更真实的反应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方向和潜力，并将测算结果

用于建立居民点布局优化体系，使居民点布局方案更合理。 

6.3 展望 

（1）以常住人口为视角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布局优化研究可用于更广泛的区域 

居民点是人口聚集的场所，常住人口不仅反映了人口的迁移方向，导致人口的

再分布，并且直接影响着区域的土地利用。常住人口聚集区人地矛盾突出，常住人

口稀少区“空心村”现象严重。因此基于常住人口视角进行居民点的布局研究可应

用于更广泛的地区。 

（2）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居民点布局优化进行研究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其布局特征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不仅

受到可定量化因素的影响，如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还受到不可定量因素的

影响，如地区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政策导向等方面。本研究成果为居民点的调

整与优化指明了方面，但如何对不可定量因素进行研究，揭示其内在变化的规律性，

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布局优化一直是学者们研究与争论的重点，从不同角度，采用

不同方法对居民点进行研究，应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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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里我学会了独立、勇敢和宽容，感恩世间美好的一切。我深知你们为我所做的

牺牲与努力，但你们的恩情我至今无以为报。 

踏出校园后，我将带着所有的感动继续前行，唯有不断突破进取、努力拼搏奋

斗，才能回报所有给予我关心及帮助的人们。最后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祝他们一

生幸福、安康！ 

 

原丹妮 

二零一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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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原丹妮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个人简历： 

 2010 年 9 月-2014 年 7 月，山东省潍坊科技学院贾思勰农学院，本科 

 2014 年 9 月-2017 年 7 月，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生态学，硕士 

mailto:13994184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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