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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三生用地”分类及其空间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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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127；2. 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710086)
摘 要：以土地的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为导向，将土地划分为生产生态用地、生态生产用地、生活生产用地
和生态用地 4 类，并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进行了衔接，构建了眉县的“三生用地”分类体系。然后采取雷达图、信
息熵、空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方法，分析了眉县“三生用地”分布的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眉县各镇（街
办）的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的数量差异较大;（2）眉县南北部镇（街办）的“三生用地”结构均衡性较高，信
息熵水平高于中部镇（街办）;（3）眉县生产生态用地在全县分布相对平均，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分布相对
合理，生活生产用地在全县分布差距较大。根据眉县“三生用地”的空间分布提出了结构优化的建议，旨在为规划
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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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spatial structure in Me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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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ecology, industrial and living functions of the land, this paper built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in Mei county by linking up with the Current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nd dividing the lan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dustrial-ecological land, ecological-industrial land, living-industrial land
and ecological land. Then, the spatial structure pattern of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in Mei county was analyzed by means of the radar chart, entropy of information, Lorenz curve and Gene coefficien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1)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industrial land and ecological land in Mei county was quite different.
(2)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Mei county, the structure of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is relatively balanced, and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entropy is higher than the midtown of Mei county; (3)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ecological land in Mei county is relatively average,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industrial land and
ecological land are relatively reasonable, but the distribution gap of living-industrial land in the whole county is large.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in Mei county, some suggestions for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urban planning.
Key words: land use;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information entropy; Lorenz curve; Gink coefficient
土地资源是一切生命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
[1-2]
障 ，发挥着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的劳
动资料和生态保护等多种功能。人类与土地资源交
互关系的核心即在于对土地资源的利用[3]。对于土
地利用的分类是进行土地状态检测、土地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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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地规划工作开展的前提[4]。在不同的社会发展
时期，具有不同分类理念和目的的分类体系不尽相
同，而我国开展土地相关工作中采用的《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5]标准综合了土地的用途、经营特点、
利用方式等多因素，具有相当高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2018-10-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271284)资助。
吴宇鑫，硕士研究生。E-mail：806731476@qq.com
赵牡丹，副教授。E-mail：zmudan@nwu.edu.cn

46 卷 3 期

吴宇鑫等: 眉县“三生用地”分类及其空间结构分析

但缺乏一定的功能性。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和
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土地资源系统的有序性遭到
了破坏，很多具有较高生态价值的土地被侵占和毁
坏。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对生态环境保护越来
越重要。中共十八大会议上初次明确提出了国土生
态—生产—生活空间（简称“三生”）的发展目标
后[6]，以土地利用的生态、生产、生活三大功能为
导向的研究成为了土地利用研究的热点。
学者们对于土地利用的功能分类进行了诸多研
究：周宝同[7]认为土地具有生态、社会、经济、生产
和负向五类功能；姚咏涵[8]认为土地功能体现为经济
和非经济两种；Gebhard 和 Reinfried[9]提出土地功能
应为经济、社会和生态 3 种；De Groot [10]认为土地
具有四大功能，即调节、生产、生境和信息；易秋
圆[11]、刘沛等[12]、梁小英等[13]的观点为土地功能应
划分为生态、社会、生产 3 类；陈婧和史培军[14]研
究认为土地功能应分为生态、生产和生活，其中生
态功能是生产和生活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张红旗
等[15]、刘继来等[16]和于莉等[17]将土地细分为生产生
态用地、生活生产用地、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
等。对于土地功能的划分研究数量众多，但与实践
应用结合的较少，其中张红旗等人的分类体系是与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进行了衔接，实用性较强。而针
对“三生用地”空间结构的研究较少，且仅涉及到
空间洛伦兹曲线[17]、空间结构法[18]等少量研究方法。
故本研究借鉴张红旗等[15]的分类理念，将《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标准（2007 版）[5]中的二级地类进行
重分类，构建了眉县“三生用地”分类体系。然后
从数量特征、均匀程度以及有序程度 3 个角度出发，
采用雷达图、土地利用信息熵、空间洛伦兹曲线和
基尼系数多种方法对眉县“三生用地”的空间分布
结构进行了分析，以期为规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眉县位于关中西部、宝鸡市东界，位处
33°59′00′′～34°19′28′′N， 107°39′08′′～108°00′51′′E
之间。东邻周至县，西接岐山县，北连扶风县，南
与太白县相邻，为三秦要地。全县地形地貌复杂，
呈南北高、中部低的 U 型，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
气候，年平均气温 12.9°C，全县辖 8 个镇（街办）
，
2
土地总面积 85 714.24 hm ，占宝鸡市的 4.7%。眉县
中北部台塬区与阶地区地势平台水源丰富，人口密
度大，是全县主要粮油果品生产区；南部浅山丘陵
区是全县杂果和畜牧业基地；南部秦岭山区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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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资源丰富，建设发展了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胜地。近些年来，由于
眉县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社会发展用地需求与供
给矛盾突出，对耕地的压占致使耕地保护压力越来
越大，且耕地后备资源越来越少，使得补充耕地变
得十分困难，保障社会发展的同时对于生态和生产
空间的保护变得尤为迫切。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源于眉县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
果。在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的理论基础上，参考
张红旗等[15]对“三生用地”的分类理念，以生态、
生产、生活三大土地功能为主导，与《土地利用现
状分类》标准（2007 版）[5]中的地类进行衔接，构
建了眉县“三生用地”分类体系，见表 1。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土地的“三生”功能之
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不可分：生产功能为生活和生
态功能提供物质保证；生态功能是生活和生产功能
的天然基础；生活功能是生产和生态功能实现的最
终意义。土地的“三生”功能彼此交融，故本研究
将眉县土地利用现状地类重分类为四大类型：生产
生态用地、生活生产用地、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态用
地，其中林地重新划分为商品林和公益林，前者主
导功能为经营生产，后者主导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等生态功能。
（1）生产生态用地是以获得农业产品为主要目
的，兼具备一定生态功能的土地，包括旱地、水田、
水浇地、果园、其他园地和林地中的商品林等。
（2）生活生产用地指具有农村、城镇生活用途
和为人类生活提供交通、生产、运输、休闲娱乐等
功能的土地，这类用地的生活和生产功能相互交织
难以区分，包括村庄、建制镇、公路和铁路用地、
农村道路、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等。
（3）生态生产用地兼具有生态功能和生产功
能，但其生态作用大于生产用途，包括的现状地类
有天然和人工牧草地、坑塘水面、水库水面等。
（4）生态用地具有不可或缺的维护生态安全的
功能，是生命存在和繁衍的必要环境，包括内陆滩
涂、裸地、其他草地和林地中的公益林等土地。
1.3 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地反映眉县“三生用地”分布的空间
结构，采用雷达图表示眉县“三生用地”的数量分
布，然后利用信息熵从整体上反映不同镇（街办）
“三生用地”分布的有序程度，用空间洛伦兹曲线
和基尼系数定性和定量地表征眉县不同“三生用地”
类型分布的均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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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眉县“三生用地”分类体系
Table 1 The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classification of
Mei county
“三生用地”分类
The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classification
生产生
态用地

分类说明
Descrip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农业生产为主
要功能，同时
具有一定的生
态功能

生活生
产用地

具有生活用途
或者生产用途
途且与生活空
间难以区分

生态生
产用地

兼具生态功能
和生产功能，
但生态功能强
于生产功能

生态用地

具有不可或缺
的维护生态
安全的功能

现状分类（二级类）
Status
Classification
（Class II）
旱地
水浇地
水田
其他园地
果园
林地（商品林）
采矿用地
村庄
建制镇
公路用地
铁路用地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农村道路
设施农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坑塘水面
水工建筑用地
水库水面
沟渠
林地（公益林）
内陆滩涂
其他草地
裸地
河流水面

1.3.1 信息熵 “熵”值是热力学中的概念，用来
统计分子不规则运动程度[19]。在地理学中，为了定
量地剖析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用“熵”来度量土地
利用的均质性。土地利用信息熵可以宏观上反映出
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在信息熵这个物理学概
念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出了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计
算模型[20]：
Pi 

Ai
A

H   Pi ln Pi

（1）
（2）

式中：A 为某地区土地面积的总和；Ai 为第 i 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i=1,2,...,n）；Pi 为第 i 种土地
利用类型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H 为信息
熵。当区域土地利用处于未开发时 Hmin=0；当各类
土地利用面积相等时，即 A1=A2=…An 时，Hmin=lnn。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类型越多，各种土地
利用类型面积越接近，熵值越大，土地利用越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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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性。
学者们根据信息熵提出了均衡度 J 和优势度 I
的概念，相比于信息熵，均衡度和优势度增加了数
值的可比较性和指标性，即数值范围都为[0,1]。均
衡度值越大，土地利用的均衡性越强，而优势度与
均衡度的意义相反，反映一种或多种类型对于区域
土地利用类型的支配程度[20]。计算公式[21]为：
J

H
 Pi ln Pi
﹣
H max
n

（3）

I 1  J

（4）
1.3.2 空间洛伦兹曲线 经济学家 M.Lorenz 提出
的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s）
，用来反映经济收入
[22]
分配在区域内的分布均匀程度 。如图 1 所示，洛
伦兹曲线 L 是一条内凹的曲线，X 坐标为某一百分
比的人口，Y 为 X 对应的收入百分比，绝对平均线
M 是洛伦兹曲线与坐标轴呈 45 度夹角时的理想状
态，实际情况下，洛伦兹曲线 L 均在绝对平均线右
下位置，且距绝对平均线越近，下凹程度越低，反
映出收入分配越均等；反之，洛伦兹曲线距绝对平
均线越远，越向内凹，分配越不均等。

Figure 1

图 1 洛伦兹曲线示意图
Diagrammatic sketch of Lorenz Curve

借用经济学中的洛伦兹曲线方法，绘制出眉县
“三生用地”的洛伦兹曲线。具体步骤为：①求取
各镇（街办）某地类的区位熵，区位熵用于反映某
一地类在该镇（街办）分布的专门化程度，亦称专
门化率。计算公式[22]为：

Q

A1 / A2
A4 / A4

（5）

式中 Q 为某类“三生用地”的区位熵；A1 为某
镇（街办）该类“三生用地”的面积；A2 为该类“三
生用地”的总面积；A3 为某镇（街办）土地总面积；
An 为全县土地总面积。②将该类“三生用地”区位
熵数值按照升序排列，然后计算各镇（街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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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累计百分比和该类“三生用地”的累计百分
比，③将各镇（街办）土地总面积累计百分比作为
X 轴，该类“三生用地”的累计百分比 Y 轴，绘制
出“三生用地”的洛伦兹曲线。
根据曲线的弯曲程度和距绝对平均线的远近可
以直观地看出眉县“三生用地”的分布的均匀程度：
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线间距越小说明该类“三生
用地”的分布越均匀，反之，说明眉县“三生用地”
的分布平均性越差。
1.3.3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又叫作洛伦兹系数，
是由经济学家 Gini 提出用来揭示收入分配均匀程度
的指标[23]。基尼系数是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提出
的，在图 1 中，其内涵为：洛伦兹曲线 L 与绝对平
均线 M 之间的面积和绝对平均线一下的面积之比，
基尼系数（G）公式表达为：
A
G
（6）
A B
基尼系数 G 值域为[0,1]，G 越大，收入分配的
空间分布差距越大；反之，G 越小，收入分配均匀
程度更高。
洛伦兹曲线仅能通过曲线图定性地表现出眉县
“三生用地”分布的均匀程度，无法定量分析。故
借用经济学中的基尼系数，解决了洛伦兹曲线无法
定量分析的问题即采用施卫国关于基尼系数的计算
方法，“三生用地”结构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24]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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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G   ( M i Qi 1  M i 1Qi )

（7）

i 1

式中 G 是“三生用地”结构的基尼系数；Mi
是某镇（街办）某类“三生用地”面积的百分比累
计值；Qi 是某镇（街办）总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百分比累计值。G 越大，说明该“三生用地”类别
在全县的分布不平均。

2

结果与分析

2.1 数量分布特征
根据表 1 的“三生用地”分类体系对眉县 2015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重新分类，分类后的“三生用
地”中生产生态用地、生活生产用地、生态生产用
地和生态用地面积分别约 45 483、7 568、802 和
31 862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 53%、9%、
1%和 37%。眉县“三生用地”类型主要为生态用地
和生产生态用地，总比例高达 90%。
图 2 为眉县“三生用地”在各镇（街办）的数
量分布雷达图，眉县生产生态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
在各镇（街办）的数量雷达分布较为平均；生态生
产用地在常兴镇和汤峪镇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镇
（街办）；生态用地的雷达图更是集中指向汤峪镇和
营头镇。这是由于眉县地势南北高，而常兴镇、营
头镇和汤峪镇正位于地势较高的区域，地形多为丘
陵和山区，且常兴镇南邻渭河，故对应的生态生产
用地或生态用地数量较多。

图 2 眉县“三生用地”数量分布雷达图
Figure 2 Radar chart of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of the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in Me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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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高；汤峪镇和营头镇专门化程度低。

图 3 眉县各镇（街办）“三生用地”信息熵
Figure 3 Information entropy of the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of townships in Mei county

2.2 “三生用地”结构信息熵
图 3 是对 2015 年眉县各镇（街办）
“三生用地”
结构信息熵进行了计算从而绘制的直方图。眉县“三
生用地”结构信息熵值平均值为 0.73。全县 8 个镇
（街办）信息熵差距较大，其中横渠镇、槐芽镇和
金渠镇 3 个镇的熵值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属于为熵
值较低区域，最低为横渠镇（0.55）；其他 5 个镇（街
办）的信息熵值均处于全县平均值以上，属于较高
熵值区，最高为齐镇（0.86）。均衡度的分布与信息
熵基本一致，优势度的分布却截然相反：优势度最
高的是横渠镇，最低的是齐镇。
从眉县整体上看，南北部比中部镇（街办）信
息熵水平高，说明眉县南北部镇（街办）
“三生用地”
结构较均衡，而中部是眉县县中心所在区域，地形
条件、经济结构和行政地位决定了该区域偏重社会
生产生活功能发展，故“三生用地”结构性较弱。
2.3 “三生用地”洛伦兹曲线
图 4 为眉县各类型“三生用地”的空间洛伦兹
曲线，可以看出眉县“三生用地”各类型的洛伦兹
曲线中距离绝对平均线的距离：生产生态用地<生
态生产用地<生态用地≈生活生产用地，说明生产
生态用地在眉县各镇（街办）的分布最均匀，生态
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的分布最不均衡。
各类型“三生用地”洛伦兹曲线上的点的前后
顺序与区位熵的顺序一致，因此根据洛伦兹曲线的
拐点的位置和斜率大小，还可以判断各镇（街办）
“三生用地”的专门化程度：斜率即区位熵数值大
于 1 表明该镇（街办）的某类“三生用地”的比例
大于该镇（街办）土地总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比例，
即认定专门化程度较高，具有一定区域优势；相反，
则是区域劣势。综合分析情况如下：
（1）生产生态用地：斜率横渠镇>槐芽镇>金
渠镇>首善街道办>常兴镇>齐镇>1，汤峪镇<营头镇
<1。眉县大部分镇（街办）生产生态用地专门化程

图 4 眉县“三生用地”空间洛伦兹曲线
Figure 4 Lorenz curve of the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in Mei county

（2）生活生产用地：斜率首善街道办>常兴镇
>2；金渠镇>槐芽镇>横渠镇>齐镇>1；营头镇<汤峪
镇<1。首善街道办和常兴镇土地总面积面积分别占
全县土地总面积仅 7.3%和 6.9%，但生活生产用地
比例却分别达到了约 20%和 16%，专门化程度最高；
营头镇和汤峪镇生活生产用地分布较少，专门化程
度低。
（3）生态生产用地：斜率常兴镇>3；首善街
道办>金渠镇斜率>1；营头镇<槐芽镇<汤峪镇<横渠
镇<齐镇<1。常兴镇土地面积仅 6.9%却占约全县生
态生产用地的 24%，专门化程度最大。
（4）生态用地：斜率汤峪镇>营头镇>1，其他
镇（街办）的斜率均小于 1。说明营头镇和汤峪镇
生态用地分布的专门化程度高，分布有全县 85%的
生态用地。
2.4 “三生用地”结构基尼系数
为了能够定量眉县不同“三生用地”类型分布
的均匀度和合理性，分别计算了基尼系数：生活生
产用地（0.42）>生态用地（0.39）>生态生产用地
（0.35）>生产生态用地（0.22）。
基尼系数数量的含义标准为：基尼系数<0.2 时，
表明分布的绝对平均；在 0.2～0.3 之间，表明分布
相对平均；若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表示分布相
对合理；0.4～0.5 表明分布的差距较大；当基尼系
数>0.5 时，表明分布的差距悬殊。
眉县“三生用地”的结构基尼系数中，0.2<生
产生态用地<0.3，0.3<生态生产用地<生态用地<0.4，
0.4<生活生产用地<0.5，说明生产生态用地分布相
对平均，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分布相对合理，
而生活生产用地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2，表明其在
眉县各镇（街办）的分布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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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土地利用的“三生”功能角度为着眼点，参
考众学者对“三生用地”的划分原则，与土地利用
二调分类衔接，构建了眉县的“三生用地”分类体
系。然后利用雷达图、土地利用信息熵、空间洛伦
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方法对眉县“三生用地”的空
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到结果：
（1）眉县生产生态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在各镇
（街办）的数量较为平均；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态用
地在不同镇（街办）的数量差异较大，其中生态生
产用地集中分布在常兴镇和汤峪镇，生态用地集中
分布在汤峪镇和营头镇。
（2）眉县 8 个镇（街办）之间“三生用地”结
构信息熵差距较大，南北部镇（街办）的均衡性较
高，信息熵水平高于中部镇（街办）
。
（3）眉县生产生态用地在全县分布相对平均；
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分布相对合理；生活生
产用地在全县分布差距较大，较为不均匀。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为眉县土地利用规划的调
整和优化提出如下建议：①维持生产生态用地在眉
县较为均衡的分布态势，保证全县农产品的生产和
供给；②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眉县
生活生产用地在全县分布差异较大，因此要通过加
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等手段逐步缩小各
镇（街办）间的差距；③进一步平衡生态生活用地
在全县的分布，并通过建立河流廊道、道路廊道、
农田防护林廊道等人工措施，促进生态生产用地质
量和生产性能的提高；④加强对现有生态用地数量
和质量管控，为眉县社会的持续发展建立坚实的生
态屏障。⑤不同镇（街办）自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
得镇（街办）间存在各自土地职能的不同，应充分
考虑具有优势的“三生用地”类型，因地制宜的调
整和完善土地利用结构。
由于对于“三生用地”体系的划分受不同地区
土地利用特点和人为认知不足的干扰，本研究的“三
生用地”分类体系一定存在某些不足，故值得进一
步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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