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GIS 网络分析的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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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探讨规划期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的可行性，并研究再利用的最优布局。研究方法：
GIS 网络分析、空间分析、Hakanson 生态指数法。研究结果：规划期可剥离耕地以中产耕地占优势，可剥离表土
再利用率达 100%。74.05%可剥离表土再利用运输距离在 3km 范围内，63%表土再利用为相同土壤质地间的调配，
接收表土耕地耕层增厚 4cm。再利用区参与接收可剥离表土的耕地以接收相同或相近质量等级的耕地剥离表土为
主。研究结论：基于精准数据库，在污染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利用 GIS 网络分析，能够为规划期耕地表土剥离体
系研究与过程风险防控、再利用最优布局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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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耕地表土层是自然界风化并凝结人类劳动的物质资源，是土地的精华和不可再生的基础资源，是耕地
生产力的核心，为人类生命活动提供了 80%的热量和 75%的蛋白质[1]。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
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占用郊区优质农业用地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多数被占用耕地耕层土壤处于废弃或
者作为填方，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为避免浪费，更为合理保护耕地，提升耕地质量，国内外提倡开
展耕地表土剥离工程，即表土剥离（topsoilstripping）主要指耕作层土壤剥离，是指将建设用地或露天开采
用地（包括临时性用地）所涉及到的适合耕种的表层土壤剥离出来，用于原地或异地土地复垦、土壤改良、
造地及其他用途[2-3]。国外的表土剥离常见于矿产资源开发、提高土地质量和治理土壤污染中，普及程度较
高，表土剥离的政策[4-5]、制度[6]以及保育技术[7-8]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实证相对成熟。国内的表土层剥离
工作及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最早研究主要集中在矿区建设与污染修复治理方面[9-11]，近年来随着耕地
占补平衡难度的加大，吉林、浙江、福建、河南等国土管理部门率先推广建设占用耕地耕层土壤剥离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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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使宝贵的耕层土壤得以保存并实现永续利用，且在土地开发整理实践中对耕层表土剥离的技术、组
织管理和资金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12-14]。受客观因素影响，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在考虑剥离表土肥
沃性的同时，还得关注剥离表土的健康性问题，同时要测算剥离表土再利用过程中的存储技术、总量、区
域与距离成本[15]。因此，在充分考虑耕地污染风险的前提下，对建设占用的耕地耕层表土剥离进行可行性
研究，通过土方量测算，借助 GIS 网络分析技术对可剥离表土再利用最优布局进行研究，可为有效提高现
有耕地质量和确保耕地占补数量质量平衡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2 研究区概况
闽侯县地处福建东南部，素有“八闽首邑”之称，东连福州，南及东南与福清、长乐毗邻，西同永泰、
闽清县接壤，北界古田县，呈月牙形拱卫省城，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境内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闽江
沿岸低海拔区域兼具南亚热带气候特征。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 19.5℃，年平均降水量为
1673.9mm，年降雨量 1200～2100mm。地形地貌错综复杂，境内中山、低山、丘陵、盆谷地、平原兼之，
福建最大河流闽江由西往东横贯其中。2008 年闽侯县耕地总面积 28487.06 hm2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3.34%。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收集闽侯县统计年鉴（2008）及相关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资料，以及闽侯县 2006 年耕地土壤环境调
查样点空间信息与数据分析测试资料（闽侯县农业局）。收集闽侯县土壤类型分布图（1：5 万）
（二次土壤
普查资料，闽侯县农业局）、闽侯县 2008 年耕地地力评价成果数据库（闽侯县农业局）、闽侯县 2008 年土
地利用现状图及行政区划图（1：5 万）
（闽侯县国土局）、闽侯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2006-2020 年）
（闽侯县国土局）等数据库与图件资料。
3.2 研究方法
3.2.1 研究区评价对象底图数据库建立
借助 ARC/GIS 软件从 1：5 万闽侯县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中提取出耕地利用现状图斑矢量数据，并空
间叠加研究区土壤类型数据库和行政区划图数据库，建立研究区耕地利用现状底图基础数据库，以耕地土
种类型为评价单元，研究区耕地总面积 28487.06 hm2，共划分为 4921 个评价单元。
3.2.2 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
根据闽侯县 2006 年耕地土壤环境调查样点空间信息与数据分析测试资料，研究区共布设 226 个耕地
地块样点，通过调查样点 GPS 坐标与研究区 1：5 万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链接，建立闽侯县耕地土壤调查
样点空间及属性数据库。借助地统计分析模块，利用最优空间插值模型实现研究区耕地土壤重金属元素
（Cu、Pb、Zn、Cd、Cr、Hg 和 As）由点到面的栅格化，建立研究区耕地土壤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异栅格数
据库。
采用污染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土壤重金属进行评价。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

[16]

为土壤重金属含量评价标准，计算耕地土壤评价单元重金属单项污染指数，采用尼梅罗指
[ ]

[ ]

数计算综合污染指数，采用确定污染等级 17 。在此基础上，借助 Hakanson 生态指数法 18 计算单因子生态
[

危害系数和多因子综合潜在生态危害指数；以潜在生态危害风险评价指数及其分级标准 19-21]为依据，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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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风险等级，形成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成果数据库。
3.2.3 规划期可剥离耕地空间属性数据库建立
以闽侯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和耕地利用现状底图为数据基础进行空间叠加分析，
提取并建立研究区规划期内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空间数据库，将规划期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空间数据库与耕地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空间属性数据库进行叠加分析，遵循以下标准提取规划期可剥离的耕地图斑：
（1）重金
属单项无污染；（2）污染水平清洁（安全）或尚清洁（警戒线）；（3）单因子和多因子潜在生态风险为低
度危害；（4）剔除潜育型水稻土类耕地，建立研究区规划期可剥离耕地空间与属性数据库。
3.2.4 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区域空间属性数据库建立
以闽侯县耕地地力等级空间属性数据库为基础，与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空间属性数据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遵循下列标准提取建立剥离表土再利用区域空间数据库：
（1）选取重金属
单项无污染、污染水平清洁（安全）或尚清洁（警戒线）、单因子和多因子潜在生态风险为低度危害和耕
层浅薄（即耕层厚度未达 20 cm）的耕地，
（2）剔除规划期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以及潜育型水稻土类耕地，
建立规划期可剥离耕地再利用区域空间与属性数据库。
3.2.5 基于网络分析的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优化布局
利用研究区规划期可剥离表土空间属性数据库和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区域空间属性数据库，运用
ARC/GIS 相关分析工具将可剥离表土抽象设为供给点，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区域当作需求点。然后以研究区
道路属性数据库为基础，借助 ARC/GIS 网络分析的成本矩阵，建立供给点到对应需求点的属性信息数据
库。以防止二次污染、现实可行性、质量相近且高产田优先、最小费用、客土改良等 5 大原则为前提制约
条件，依据以下规则进行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优化分析：
（1）基于耕地地力评价数据库，将研究区规
划区可剥离表土和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区域的一、二等耕地归并为高产田，三、四等耕地归并为中产
田，五、六等地归并为低产田；
（2）质量相近且高产田优先，即优先安排规划期可剥离高产、中产、低产
耕地土壤分别对应优先回填至再利用区高产、中产、低产耕地上。同时，遵循高产耕地土壤优先利用且优
先回填至高产田的薄耕层区；
（3）在质量相近且高产田优先的前提下，选择距离最短的运输路线；
（4）在
质量相近、高产田优先以及运距最短的情况下，考虑砂掺粘、粘掺砂的客土改良原理。建立规划期可剥离
表土再利用优化数据库。最后，基于研究区道路属性数据库，运用 ARC/GIS 网络分析的路径分析，建立
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优化布局数据库。
4 结果与分析
4.1 闽侯县规划期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的必要性分析
鉴于福建省耕地资源短缺且总体质量不高这一基本省情，区域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应以尽量少的成本
实现优质表土资源的再利用，努力提高区域耕地的质量。闽侯县规划期非农建设累计占用耕地面积 1083.18
hm2，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3.80%，占用耕地以高、中产田为主，合计面积为 981.03 hm2，占全县规划期占
用耕地总面积的 90.57%，主要分布于经济相对发达、交通便利的青口镇、南屿镇、上街镇和荆溪镇。这些
乡镇地处闽江沿岸，与福州市区毗邻，地势平坦，农业相对发达，土地肥沃，耕地质量较高。近年来，由
于福州市“东扩西进”城市战略的实施，非农建设占用了不少耕地，规划期内或用于教育配套建设以及文
化旅游用地，或以工业园区和独立工矿用地的形式建设占地，占用优质城郊耕地已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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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学合理地将优质且无污染的表土层资源予以剥离再利用，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区域耕地质量，还能有
效避免珍贵表土资源的浪费。规划期可剥离耕地面积、表土土方量分别为 611.05 hm2 和 992083.09 m3，可
剥离耕地总体质量以中产耕地占优势，其面积、土方量分别占全县规划期可剥离表土总面积、总土方量的
74.78%和 73.79%。
4.2 闽侯县规划期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的可行性分析
4.2.1 耕地表土可剥离与再利用的运距分析
刘明松等研究表明[22]，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成本与运距大小关系密切，在一定运距范围内（一般为
3 km 以内），耕作层剥离费用与耕地开垦费比较，约占耕地开垦费的 1/3，而超出 3 km 运距，剥离费用就
会增加更快。运距分析结果表明（如图 1），闽侯县规划期距离≤3 km、3-6 km 以及大于平均运距（6 km）
的可剥离表土土方运输量分别为 734598.31 m3、93270.02 m3、174214.76 m3，分别占全县可剥离土方运输
总量的 74.05%、8.39%和 17.56%。运距在≤3 km 范围内的可剥离表土主要是在同一乡镇内不同地块之间
的调配，其中以上街镇不同地块之间的运输量最大，青口镇次之，荆溪镇第三。全县运距在 3-6 km 运距范
围内的土方运输量以同个乡镇内不同地块之间的调配量占多数，以青口镇不同地块之间的运输量最大，上
街镇次之，南通镇第三。就乡镇而言，上街、青口、荆溪、南通镇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可剥离表土质量
高且运输便捷，故运距相对较短，运输成本较低，表土剥离再利用的效益高。闽侯县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平
均运距为 6 km，6-10 km、10-15 km 以及＞15 km 的可剥离土方运输量分别占全县大于平均运距的可剥离
土方运输量的 40.74%、35.10%和 24.15%。可剥离表土的再利用优化布局受行政管辖的限制，只考虑闽侯
县可剥离表土在本县域范围内的再利用优化调配，而＞15 km 运距的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区多位于乡镇的边
界区域，且部分乡镇内可剥离表土输出量远高于接收量，只得将其剩余的可剥离表土运往其他相对偏远乡
镇的再利用区，因而提高了表土剥离再利用的费用。
4.2.2 耕地表土可剥离与再利用的耕层改良分析
闽侯县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区平均耕层厚度为 16 cm。按照设计耕层厚度为 20 cm 的标准，通过
规划期可剥离表土的调运，全县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区耕层厚度平均增加了 4 cm。耕作层厚度的增加，
能够有效地提高土壤养分和水分的容量，提高土壤保肥供肥的能力，扩大作物根系发育的地下空间，为作
物生长发育提供有利的土壤条件，达到耕地表土再利用与提高耕地土壤肥力的双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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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闽侯县规划期不同运距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分布图

图 2 闽侯县规划期不同质地可剥离表土再利用分布图

4.2.3 耕地表土可剥离与再利用的质地改良分析
从挖填区耕地土壤质地改良来看（如表 1 和图 2），挖土区壤土类总土方量为 341551.66m3，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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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区总土方量的 38.3%，其中有 32.8%的壤土类表土调配到壤土类填土区，挖土区壤土类表土调配
到粘壤土类填土区占主要优势，其土方量超过壤土类挖土区总量的 65%，实现了客土调剂。挖土区
粘壤土类总土方量 501147.60m3，占挖土区总土方量的 56.2%，其中 88%的粘壤土类调配到粘壤土类
填土区，余下 12%的粘壤土类参与了客土调剂。挖土区粘土类总土方量 48958.30m3，仅占挖土区总
土方量的 5.5%，挖土区粘土类的质地改良最为明显，其中仅 19.7%的粘土类调配到粘土类填土区，
超过 60%的粘土类壤质粘土表土回填至壤土，余下 17.6%的粘土类表土调配到粘壤土类填土区。由
此可见，在闽侯县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过程中，挖土区粘壤土类多为相同质地之间的调配，减少
了对原耕地土壤的扰动，而壤土类多数分配至粘壤土类填土区实现客土改良，粘土类半数以上调配
至壤土类填土区，通过掺粘改良了填土区土壤质地。
4.3 闽侯县规划期耕地表土可剥离与再利用的数量、质量与空间布局分析
如图 3 所示，闽侯县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数量达 992083.09 m3，占规划期可剥离表土总数
量的 100%。规划期表土再利用区耕地实际接收土方总量为 992083.09 m3，占再利用区耕地可接收土
方量 11.52%，主要分布于上街、青口、荆溪、南通、祥谦、甘蔗、南屿和白沙镇，合计接收量为 896315.99
m3，占总接收量的 90.35%。
规划期表土再利用区高产耕地实际接收土方量为 75874.63 m3，为规划期表土再利用区高产耕地
可接收土方量的 93.16%，其接收的土方以一等可剥离表土为主，其中一等耕地接收的土方有 74.83%
来自一等可剥离耕地；二等耕地有 58.23%的土方也来自一等可剥离表土，这些表土就近增厚且肥沃
了高产田薄耕层，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规划期表土再利用区中产耕地实际接收土
方量为 800484.48 m3，为其理论可接收土方量的 16.42%，其接收表土以可剥离中产表土占优势，总
共为 732027.45 m3，是再利用区中产耕地实际接收土方总量的 91.45%，这部分表土增厚了中产田薄
耕层，改善了作物生长的立地条件。规划期表土再利用区低产耕地实际接收土方量为 115723.99 m3，
仅为规划期表土再利用区低产耕地理论可接收土方量的 3.17%，其接收土方量以可剥离低产表土占
优势，总共为 110287.84 m3，是规划期表土再利用区低产耕地接收土方总量的 95.30%，一定程度增
加了低产田耕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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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污染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利用 GIS
网络分析对规划期建设占用耕地进行表土
剥离再利用研究具有理论可行性，能够提
供表土剥离再利用最优方案并提供数据支
撑。研究数据表明：（1）规划期可剥离耕
地面积、土方量为 611.05 hm2 和 992083.09
m3，以中产耕地占优势；再利用区耕地实
际接收土方总量为 992083.09 m3，可剥离
表土再利用率达 100%，在避免土壤资源
浪费的同时有效提升耕地生产力。（2）从
表土剥离空间调配上看，74.05%可剥离表
土再利用的运输距离在 3km 范围内，63%
表土再利用为相同土壤质地间的调配，在
就近增厚 4cm 耕层土壤的同时减少了对原
耕地系统的扰动。（3）从表土剥离再利用
布局上看，再利用区高产耕地以接收一
等可剥离表土为主，中产耕地接收土方

图 3 闽侯县规划期可剥离表土再利用优化布局

量以可剥离中产表土占优势，低产耕地实际接收土方量较少，符合土地整理当中建设高产稳产耕地
土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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