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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地理与水土资源研究成果与展望

贾绍凤，封志明，李丽娟，黄河清，姚治君，高彦春，姜鲁光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资源地理与水土资源是资源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简称

地理资源所）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是中国资

源地理与水土资源的主要研究机构之一，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几代科学家的辛勤努力，

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在地理资源所建所７０周年、综合科学考察５５周年之际，对地理资源

所在资源地理和水土资源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

望，以资纪念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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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源地理研究成果与展望

资源地理学是研究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特征与时空规律，并从中揭示资源利用与地理

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资源形成的地理背景与制约因素、区域资源结

构、资源评价与区划、资源分布与制图等。资源地理学是在二战之后，基于军事和经济规划

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前者如针对战略物资的需求，后者如开展土地调查、城市和区域规划

以及厂址选择等，对资源地理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欧美各国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已有资

源地理研究，并在大学设置资源地理与区划课程。苏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建立这一学科，偏

重研究自然资源地理，而后扩展到社会经济资源和信息资源等领域［１］。

中国在１９５０年代后期开展了基于国内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国际自然资源资料收集整

理的资源地理学研究。１９８０年代之前的区域资源调查与综合考察工作多在此列，１９８０年代

之后资源地理学研究转向了资源开发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领域。代表性的资源

地理研究成果有《世界钢铁工业地理》［２］、《世界能源地理》［３］、《全球资源态势与中国对

策》［４］、《中国的自然资源》［５］、《农业资源态势分析与优化配置》［６］等。

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是资源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科学领域。近年来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简称地理资源所）封志明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参加了“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研究”，参与完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２００６年正式颁布）。根据国

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形成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和２０２０年发展思路》，于２００５年５月

先后向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中央原则通过了这一思路，有关

成果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其后，负责完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１４４６　 自　然　资　源　学　报 ２５卷

研究项目“生态屏障、功能区划与人口发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和“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分区方案与

配套政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研究”等项课题，在科学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促进人口与资源环

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创新和发展［７１０］。

（１）建立了基于ＧＩＳ的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ＨＥＩ）模型、土地资源承载力（ＬＣＣ）模型、

水资源承载力（ＷＣＣ）模型、物质积累指数（ＨＭＩ）评价模型和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模型，系

统评价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条件；科学厘定了人居环境指

数、土地资源承载指数、水资源承载指数、物质积累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等主要指标，建立了

一整套基于ＧＩＳ的人口发展功能分区技术路线和方法，并实际应用于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分

区研究，为科学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区，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和方法支持。

（２）先后提交了《建设国家生态屏障，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２００６）和《科学

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区，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２００７）等两份重要研究报告，

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批转１０部委，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提供了重要资

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报告系统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动格局，阐明了中国当前和

未来人口布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人口合理分布的基本思路和人口发展功能分区的理念

和框架，对于拓展国人生存与发展空间、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基本关系和一般规律是资源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资源科学研究理

应在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

发展研究的未来发展在于面向国家需求，立足区域集成，以１ｋｍ×１ｋｍ栅格为基础，以分

县为基本单元，建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模型，构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

发展数字工作平台；系统分析和动态模拟中国不同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关系，定量

揭示中国不同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一般规律，为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

展提供决策支持和政策建议。

２　水资源研究成果与展望

水资源学是在对水资源形成、转化、运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研究水资源数量与质量特

征、时空分布格局与演变规律以及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保护、规划与管理的一门学科。水

资源学不仅仅研究水资源本身，而且涉及到与水资源有关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以及它们之

间的相互协调，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有水资源问题，还有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涉及的学科多、

内容广。

围绕日益突出的水问题，国际相关组织与国内有关机构实施及执行了一系列的水科学

计划，旨在揭示与认识不同区域尺度上水资源的形成机理与变化过程，使有限的水资源更好

地为人类社会与生存环境服务。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共同干扰下的水资源形成过程及演变

规律，以及水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等，是当今国际水文、水资源研究领域的重要热点和难点。

人类活动对水资源形成要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下垫面产汇流要素的改变上，即土地利

用／覆被变化；而自然变化则更多地表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的区域差异及其对水资源

形成要素，如降水、蒸发（温度、辐射及云量等）、冰雪融水等的影响上。在我国，自然变化与

人类活动对水资源形成及变化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性。华北及沿海区域人类活动的

影响明显高于青藏高原等地区；而青藏高原分布着大量的现代冰川，作为江河湖泊的重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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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源，冰川对气候变化具有极为敏感的反应。系统研究气候变化下不同区域土地利用／覆

被变化等人类活动对水循环过程及区域水资源形成的影响，既是水资源学科自身发展的需

求，亦是社会经济发展对该学科的要求。

２１　流域生态需水、水资源承载力研究

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简称地理所）研究员汤奇成１９８９年首次提出了生态环境用

水的概念及估算方法［１１］，并较早提出了水资源承载力的概念［１２］。此后，在中国科学院“九

五”生态环境重大Ａ类项目“华北地区水资源变化与调配研究”、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课题

“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课题“西北地区水资源

承载力研究”及地理资源所“京津唐地区生态需水量与水资源承载力理论及方法研究”、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典型流域生态需水机理与定量方法研究”等项目的支持下，地理资

源所李丽娟等［１３］、姚治君等［１４］、贾绍凤等［１５］研究了流域生态需水的定量评估方法，提出了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理论框架、水资源承载力描述的普遍性表征指标及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指标体系，建立了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分析模型，估算了柴达木盆地、西北地区、海滦河流域、

松花江流域等流域或地区的生态需水量和水资源承载力，提出水资源供需平衡的适应性调

整对策，形成了生态需水与水资源供需平衡关系及优化配置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参与了南水

北调合理调水规模的论证［１６２０］。

２２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资源演化规律研究

原地理所所长左大康先生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

沙运行规律研究”是国内较早开展的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研究项目［２１］。该项目较早研究

了降水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黄河水沙的影响［２２］。在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不断加剧的形

势下，在国家９７３课题“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律与二元演化模式”、中国科学院方向性项目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与对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典型流域生态需水机理与

定量方法研究”、“西藏玛旁雍错近百年来水文要素变化及水循环机理研究”、地理资源所“半

湿润、半干旱区典型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水循环时空演化的影响”等项目的支持

下，揭示了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和洮儿河流域水资源演化的基本规律，定量分析了无定河、潮

白河流域和洮儿河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水循环时空演化规律的影响，对气候变

化对我国重点流域和地区的水资源影响进行了初步评估［２３３０］。

２３　青藏高原水资源与冰湖灾害研究

在国家９７３“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对策”课题、国家科技基

础性专项课题“澜沧江中下游及大香格里拉地区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科学考察”、科技部国

际合作项目“三江源地区水资源演变规律与预测研究”及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

项目课题“青藏高原冰湖溃决对下游水资源、生态与环境影响研究”等的支持下，开展了青藏

高原主要江河流域径流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的研究工作。系统分析了雅鲁藏布江及

其主要支流年楚河流域、三江源以及澜沧江、怒江等流域近５０年来的径流、降水、气温等变

化过程与规律，初步阐明了上述研究区径流变化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３１３４］。

利用ＤＡＭＢＲＫ模型对年楚河上游流域的白湖进行了模拟计算
［３５］。研究了冰湖溃决

洪水形成及传播机制，基于冰湖溃决后可能出现的最大洪峰、洪量的研究数据，计算与分析

了冰湖溃决后相对稳定条件下冰湖出流的可能变化及其对下游河道枯水期径流补给变化及

可利用水资源的影响。通过对历史上曾发生冰湖溃决事件的典型湖泊———桑旺湖的模拟对

比分析，阐述了冰湖溃决对流域下游生态与环境的影响程度，为应对青藏高原日趋频繁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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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溃决事件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支撑。

基本阐明了西藏玛旁雍错流域降水和蒸发，特别是降水等水文要素变化的规律与趋势，

初步揭示了高原气候变化条件下，流域水循环的一般性规律；运用同位素水文示踪技术，系

统分析与揭示了“气候－大气降水－河水－湖水”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阐明了近３０年

湖泊变化趋势及其主要驱动因子，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高原无资料地区湖泊研究的空白。

对我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和水环境的影响

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了保护三江源生态系统、减缓生态退化的适应性对策。

２４　水资源安全与综合风险评价与防范研究

在中国科学院方向性项目“华北地区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

撑专题“华北京津唐地区水资源综合风险评价与防范技术示范研究”等项目的支持下，提出

了水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水资源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海

河流域、京津唐地区的水资源安全和综合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价，给出了风险分级及其空间分

布图，提出了水资源风险防范的综合对策和措施，对我国水资源安全、城乡饮水安全问题进

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咨询建议，受到国家的重视［３６４３］。

２５　水文遥感研究

精度检验一直是困扰遥感蒸发模型的一大难题，其核心难点就在于无法得到大尺度地

表蒸发的真实值。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支持下，通过水文和遥感学科交叉的思路来

检验遥感蒸发模型的反演精度，充分发挥水文模型模拟精度可控的优势和遥感反演空间分

布相对合理的特点，检验遥感蒸发模型在区域尺度、景观尺度乃至像元尺度的反演精度。在

大量地面流域水文实验的基础上，对经典的遥感蒸发模型ＳＥＢＡＬ、ＳＥＢＳ、ＰＴＳＥＢ和Ｓ

ＴＳＥＢ从模型的构模原理到模型参数获取的难易，再到模型实际应用的优劣各个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对比，并选择潮河上游大阁流域为精度检验的实验场，利用分布式水文模型

（ＳＷＡＴ）对遥感蒸发（散）模型在流域尺度复杂自然下垫面条件下反演精度进行了分析检

验。同时，改进了坡面辐射参数化计算方法，提高了遥感蒸发的计算精度；改进了经典串联

双层模型，使其借助于遥感数据在区域尺度上的应用得以推广。

２６　水资源综合管理

根据水资源管理由“以需定供”向“以供定需”转变的形势，开展社会经济水循环研

究［４４］，重点研究了水资源需求的规律，提出了在宏观上水资源需求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

的库兹涅茨曲线规律［４５４６］，分析了水价、产业升级、用水计划等多种因素对用水的影响，探

讨了需水管理的机制和途径［４７５０］；研究了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含义、理论和体制，提出了中国

水质不安全比水量不安全更加严重的判断，在技术上提出了基于ＳＷＡＴ模型的水量水质统

一评价方法，在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加强水量水质统一管理的若干建议［５０５２］。

３　土地资源研究成果与展望

土地资源学是研究土地资源类型与质量特征、土地资源分布与演变规律，以及土地资源

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的一门综合性学问。土地资源研究先后经历了２０世纪早期的赋税

土地评价与土地类型研究阶段、２０世纪中期的土地资源调查与土地资源评价阶段和２０世

纪后期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与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３个阶段。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土

地资源学才逐渐发展成为资源科学研究的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目前土地资源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土地类型与土地结构、土地资源调查与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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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土地资源生产力与土地承载力、土地资源利用与土地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与立法。随

着土地资源基础理论研究的逐步扩展、面向国家目标的应用研究进一步强化和３Ｓ技术的广

泛应用，土地资源学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土

地资源承载力、城镇用地和农用地分等定级、土地规划与土地整理和土地资源信息系统建设

等应用基础研究领域。

土地资源研究是地理资源所一个具有传统学科优势和广泛发展前景的经典学科领域，

资源地理与水土资源研究则是２００９年重组而成的一个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方向。

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集中在土地资源综合研究领域，我们主要在土地资源承载力研

究和土地资源利用分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３１　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从理论估算到实际应用，基于犌犐犛逐步格网细化，规范化与

模式化指日可待

　　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是地理资源所一个具有传统学科优势的学科领域。１９８０年代后

期，石玉林院士领导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土地资源承载

力研究，随后逐步扩展到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到２１世纪初期已发展到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城

市土地承载力研究，并实际应用于地震灾区重建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极大地拓展了资源环

境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与应用范围。具体到土地资源承载力，我们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项较具

影响的研究工作：

（１）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受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

员会（简称综考会）石玉林院士领导的课题组负责完成了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土地资源生产

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项目组总结创立了“区域资源系统生产力方法”，分时段、分省区、

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得出中国最大人口承载量为１６亿人的结论
［５３］。

（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综考会陈百明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负责完成了国家“九五”科技攻

关项目课题“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课题系统评估了中国不同时

期（２０１０年、２０３０年）、不同生态区的农业资源（包括耕地资源、草地资源、木本粮油林资源、

内陆淡水渔业资源、海洋渔业资源等）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能力。研究认为，只有依靠

农业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才能满足中国从小康生活到富裕生活的食物需求［５４］。

（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地理资源所封志明研究员领导

的课题组主持完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互动关系

研究”。项目以分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建立了基于人粮关系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和承载指

数模型；完成了中国基于人粮关系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系统评估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土地

资源承载能力，为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５５６０］。

目前，地理资源所正在主持的土地承载力领域的研究工作仍有三项正在执行：一是国家

科技支撑项目课题“区域土地资源综合承载能力评价方法与技术”，目标是编制完成《区域土

地资源综合承载能力评价技术导则》；二是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专题“城市土地承载力评价技

术研究”，要求编制完成《城市土地承载力综合评价技术规范》；三是国土资源部委托国土资

源战略研究项目课题“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旨在为国土综合规划与国土资源战略提

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３２　土地资源利用分区研究：从土地利用分区到人口发展功能分区，基于犌犐犛的国土资源

分区，数字化与定量化已成大势

　　分类与区划是资源地理学最为成熟的优势学科领域之一。在土地资源研究领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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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类与土地资源分区一直是土地资源综合研究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早在１９６２年

邓静中先生受农业部委托主持编制了《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区划》，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吴传钧先生

在编制１：１００万土地利用图的同时，主持完成了“全国土地合理利用区划”，二者都极富影

响。２０００年前后，受国家不同部门的委托，基于栅格尺度，以分县为基本研究单元，我们先

后开展了以下三项具有一定影响的土地资源分区与区划研究工作［６１６４］：

（１）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受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综考会封志明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负责完

成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分区研究”，２０００年合作出版了《中国土地资源》。较为系统地研究

了中国的土地利用、地域结构与空间格局，提出了一个由１２个土地利用区和６６个土地利用

亚区组成的“中国土地利用区划新方案”，由于其科学性和实用性，不仅为国土资源部所接

受，为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了依据，且已被纳入高等教科书。

（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受国土资源部委托，地理资源所封志明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负责完

成了“中国国土综合整治区划研究（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课题，２００７年合作出版了《中国土地资源

与可持续发展》［６３］。研究提出的“中国国土综合整治区划方案”和“关于实施菱形国土规划

的设想”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地理资源所封志明研究员领导

的课题组负责完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分区方案与配套政策

研究”。项目系统评价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条件，科学厘定

了人居环境指数、土地承载指数、水资源承载指数、物质积累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等主要指

标，科学界定了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为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方法和决策支持。

目前，地理资源所正在执行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课题“可持续发展功能分区技术开发”，研

究内容涉及中国可持续人居环境功能分区、中国可持续粮食安全功能分区、中国可持续能源

安全功能分区和中国可持续环境安全功能分区等。土地资源分区研究面向国家需求，立足

区域集成，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土地资源利用分区未来的发展在于以１ｋｍ×

１ｋｍ栅格为基础，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建立中国土地资源与土地分区数字化工作平台，提高

量化基础与模型方法；系统分析和数字模拟中国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和人口分布与区域发

展之关系，定量揭示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和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和一般规律，

土地资源分区的数字化与定量化已成为必然选择。

４　水土资源综合研究成果与展望

我国地域广阔，拥有大量的水土资源，但不同类型的土地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水资

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由于缺乏合理的水土资源综合利用措施，我国许多地区的水土资源

综合利用结构不合理、效率很低，使水土资源不匹配的矛盾更为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人、水、土地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规模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耕地减少以及环境恶

化所带来的极端水文事件（暴雨、洪水）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并对国家粮食安全及环境保护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因此，在国家需要和水土资源学科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地理资源

所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４１　基于粮食安全的区域水土资源平衡研究

基于粮食安全的区域水土资源平衡关系定量分析与模拟是资源地理与水土资源可持续

利用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地理资源所封志明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先后负责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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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自然资源平衡表理论与可持续利用模式（中国科学院领域前沿项目，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中国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源效率与环境效应（中国科学院重要方向项目，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和“基于ＬＵＣＣ的北方农牧交错带水土资源平衡效应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等项目。研究建立了基于ＧＩＳ的农业气候－土地生产潜力模型和区域水土资源平

衡模型，完成了中国农业土地生产潜力的数字计量与空间表征，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粮

食生产的水土资源平衡关系与资源潜力，在粮食生产的资源潜力、区域水土资源平衡模拟和

农业资源与农产品平衡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１）建立了基于ＧＩＳ的农业气候－土地生产潜力模型，以１ｋｍ×１ｋｍ为基本研究单

元，计算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小麦、玉米和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光合、光温、水分和土地生产潜

力，编制完成了上百幅中国农业土地生产潜力数字化地图；从气候、水分到土地，逐步完成了

中国县域农业土地生产潜力的数字计量与空间表征，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源

潜力及其效率差异。

（２）建立了区域水土资源平衡模型，以１ｋｍ×１ｋｍ栅格为基本单元，计算了中国不同

地区的气候水分平衡、作物水分平衡和农田水分平衡，实现了区域水土资源平衡研究的数字

化与空间化；以西北地区和农牧交错地区为例，全面刻画了近５０年来区域天然状态下水土

资源平衡的基本特征及演变态势，定量揭示了气候变化下西北地区的水土资源平衡效应。

（３）提出了区域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产品平衡表理论与方法，定量研究了西部地区的可

能退耕规模及其对粮食生产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关于实施西部‘退耕’战略中应同步实施

‘藏粮于土’工程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发挥了积极的智囊作用。

基于粮食安全的水土资源平衡研究的未来发展应该夯实基础工作，立足系统综合，把平

衡表方法、资源综合理论与ＧＩＳ技术相结合，建立规范化的区域水土资源平衡模型，系统集

成中国区域水土资源利用与粮食生产平衡表系统；定量分析和模拟中国不同地区水土资源

利用与粮食生产的动态平衡关系与未来发展情景，揭示中国水土资源利用与粮食生产的地

域平衡特征与空间规律性，以期进一步为区域水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学基础和量化依据。

４２　运用人工社会模型对水土资源综合利用进行研究

水资源系统不仅在空间上差异巨大，而且随时间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变化过程，致使我国

许多地区的土地利用时而遭遇洪水的侵袭，时而又面对缺水的危机。为能合理地解决由水

资源系统动态变化所带来的洪涝与干旱缺水等问题，黄河清、潘理虎［６５６７］等在这方面做了

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通过将人工社会理论与资源科学相互结合，以基

于ＪＡＶＡ技术的Ｅｃｌｉｐｓｅ和ＲｅＰａｓｔ为建模环境，建立了基于多主体模拟的区域水土资源综

合利用人工社会模拟平台。

根据鄱阳湖区地理系统的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方式与意愿，

黄河清、潘理虎［６５６７］等利用基于主体模拟的建模方法（ＡＢＭ），构建了基于土地利用的人工

社会模型（ＬＵＣＡＳＭ），并利用该模型对鄱阳湖区水土资源综合利用、退田还湖生态补偿等

问题进行研究。

该研究首先针对鄱阳湖区土地利用问题，用ＬＵＣＡＳＭ模型模拟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

件和政策影响下，ａｇｅｎｔｓ对自己承包土地利用方式的微观决策所可能产生的宏观效应及其

时空变化特征。具体来说，以鄱阳湖区一个现实村落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农户从事各类生产

活动的行为特征为准则，利用ＬＵＣＡＳＭ模型模拟了未来３０年内该村落土地利用变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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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研究结果说明，未来这一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与人口增长结构调整方式、国家土地利

用与环保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城市化的影响下，该地区的农业劳动

力将会出现短缺，农村土地有可能被撂荒，需要及早采用政策措施予以避免。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证明，运用ＬＵＣＡＳＭ模型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及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效应

进行仿真模拟时，能清楚地展示土地撂荒与人口、政策和经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并且能够解决研究区未来３０年内土地利用变化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次，在对鄱阳湖区水文特征和洪水风险加以分析的基础上，以鄱阳湖上的一个小

岛———鄱阳县莲湖乡为研究区，运用ＬＵＣＡＳＭ模型模拟分析了气候影响下的洪水风险对

农户土地利用的影响、在政府补贴和指导下洪水风险对农户的影响、政府推进“退田还湖”政

策的过程、在有企业参与的情景下“退田还湖”政策实施的过程以及政府科学决策对农户土

地利用变化的影响５种不同情景下政府实施退田还湖政策过程中的成本与效益。其研究说

明，单独依靠政府解决“退田还湖”过程中的生态补偿问题成本很高，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协调。在有企业配合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下，政府的成本

显著下降，说明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展地方经济，壮大本地企业规模，增加就业岗位。

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预期下，用１０～２０年的时间可以较为彻底地解决退田还湖的生

态补偿问题。

但是，该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首先，由于入户调查数据和农户地理位置等差

异，导致了模拟结果存在误差，因此，虽然所构建的模型在定性研究方面存在明显优势，但今

后在定量研究方面还需要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其次，在本模型中，由于不了解现实中政府

和企业的运行机制，特别是企业的运作机制，如企业规模与员工数量的比例关系，投入与产

出的关系，企业利润增长与规模扩大的关系，扩大生产与新增岗位的关系，因此，对政府ａ

ｇｅｎｔ和企业ａｇｅｎｔｓ方面模拟得仍然不够细致。在模型中这两种ａｇｅｎｔｓ具体运行机制跟实

际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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