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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耕地多功能利用、农户耕地需求偏好多样性理论基础上，基于地块尺度构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

土地利用单元之间感知—响应反馈环路。采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分析、农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辽

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 238 户农户与对应地块采样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农户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目标，导致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上产生差异，对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
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和 pH 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应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和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科学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生产能力的提高。
关 键 词: 农户; 土地利用行为; 耕地质量; 计量经济模型; 地块尺度

中图分类号: F301． 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 2016) 02-0123-05

收稿日期: 2014 － 11 － 24; 修回日期: 2016 － 01 － 24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L15BJY037)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71503174，71373127，71503113 ) ; 2015 年辽宁省农

业领域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2014 年辽宁省高等学校优

秀人 才 支 撑 计 划 ( WJQ2014015 ) ; 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 2014M551127) ; 辽宁省特聘教授资助专项的阶段性成果;“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风沙半干旱区防蚀增效旱作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

项目( 2012BAD09B02)

作者简介: 刘洪彬( 1980 － ) ，男，辽宁沈阳市人，讲师，博士，主

要从事土壤资源与信息技术、资源经济与土地经济方面的研究，( E-
mail) liuhongbinsy@ 163． com。

通信作者: 吕杰( 1963 － ) ，男，安徽宿州市人，教授，博士，主要

从事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区域发展、农业技术经济和农业产业组织与

管理方面的研究，( E-mail) jieluesy@ 163． com。

0 引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已经成为国家

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耕地是土地的精华，是一种

重要的稀缺性的不可再生资源，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

基础，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耕地保护实质是

对生产能力保护，数量保护是关键，质量保护是核心［1］。
但长期以来，虽然对于耕地保护已经进入法制轨道，但

是仍处于一种“自觉状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造成

耕地保护内容缺失。因此，在我国高强度土地开发背景

下、耕地数量持续减少的态势下和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的

情况下，对于耕地质量保护就显得意义更加重要。
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是导致耕地质量变化的主要

方面［2 － 3］。虽然地形、地貌、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对耕地质量变化有一定主导作用，但却是

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在较短时间内相对稳定。而随着

人类活动对耕地干预程度逐渐提高，社会经济、政策制

度等人文因素开始对耕地质量变化起主导性作用［4 － 5］。
但这些因素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

土地利用主体这个中间媒介间接促进耕地质量的变化。

目前，学者们在耕地质量变化方面已经展开了大量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自然科学角度对耕地质量内涵的

界定［6］、农户在低外部技术投入下的土壤养分管理措施

以及对养分退化影响［7 － 8］、农户土壤管理决策的影响因

素［9 － 10］、农户对土地质量认识［11］、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

为的耕地质量评价等方面［12 － 15］，其中耕地质量变化驱动

机制的研究成为破解耕地质量变化规律及其效应的关

键。但是现有研究对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人文因素只

是简单的逻辑推断和描述，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实证研

究。其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自然学科中的土壤学和社会

学科中的经济学之间还没有充分建立起联系和沟通的

桥梁; 另一方面是可比一致的土壤肥力数据不易获得，

数据限制是开展这项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土地利用

的主体———农户出发，基于耕地资源多功能、多价值理

论和农户需求偏好理论，构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

土地利用单元之间的感知—响应反馈环路，以辽宁省沈

阳市苏家屯区的临湖街道( 近郊区) 、王纲堡乡( 研究区

中部) 和永乐乡( 远郊区) 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农户在

采样地块上的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等情况，

分析农户在不同的土地利用行为下对耕地质量变化的

影响，揭示其内在机理，为进一步研究耕地质量变化的

规律及微观驱动机制提供思路，为相关部门制定规范农

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制度和政策以及实现促进耕地可持

续生产能力提高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依据。

1 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1． 1 相关概念界定

1． 1． 1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目前，学者们对于土地利

用行为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致的观点，本研究根据农户

生产决策过程，在对于某一具体地块的利用中，“生产什

么”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决定了农户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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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选择，“生产多少”是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决

定了农户土地利用程度的选择，而“怎样生产”是最后一

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决定了农户土地投入的强度选择。
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农户是否种植经济作

物( GCC ) 、土地复种指数( IMC ) 和单位面积土地资金投入

强度指标( LII ) 量化以上 3 个方面。
1． 1． 2 耕地质量。耕地质量内涵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问题，不同学科对耕地质量内涵界定的侧重点不一

样，本研究主要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

地质量的影响，其实质上是对耕地表层土壤耕作的过

程，其行为主要考虑土壤提供植物养分和生产生物物质

的能力。因此，本研究把耕地质量界定为耕地土壤肥力

质量，在指标选取时，避免选取土壤质地、土壤构型等相

对稳定的指标，而是选取了土壤有机质( MO ) 、碱解氮

( NAV ) 、速效磷( PAV ) 、速效钾( KAV ) 和 pH 值等受农户土

地利用行为影响较大、又能准确反映出耕地土壤肥力质

量的指标来综合评定耕地质量。
1． 2 分析框架

根据农户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户是理性的

“经济人”，其行为目标是为了获取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在此种效用的驱动下，进行着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安排着各自的作物种植、
土壤培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土地利用活动。

首先，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
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和政策制度的不断调整，使得农户

在感受到这些外部社会经济及政策压力的同时，不断调

整土地利用目标［16］，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这些目标

的调整落实到土地上，具体表现为农户在土地利用方

式、利用程度、投入强度等方面的变化［17］。
其次，耕地本身资源特征和利用特点( 耕地质量的

变化) 决 定 着 耕 地 的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和 价 值 生 产 能

力［17 － 19］。在农户决策单元中，农户通过感知外部社会经

济环境的压力和耕地质量的变化，结合自身拥有的土

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数量特征，不断调

整对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价值生产能力的需求偏好，

最终导致农户在不同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下对耕

地利用单元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价值能力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最终实现农户单元的需求与耕地单元生产能

力相匹配，形成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土地利用单元

之间的感知—响应的反馈环路。
第三，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和投入强度

差异必然对土壤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产生显著影响，

这种影响的实质是耕地质量变化，最终使其在空间分布

上形成不同特征。因此，只有揭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

异对耕地质量的驱动机制，才能解释农户土地利用行为

与耕地质量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建立规范农户土地

利用行为政策建议提供科学依据，保证耕地能够得到可

持续的利用( 图 1) 。

图 1 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
土地利用单元之间的感知—响应的反馈环路

Fig． 1 The feedback loop of
the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between the

process of the land use behavior and the land use unit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区域选择

以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王纲堡乡和永乐乡为

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 ① 样本区域处于沈阳

市主城区的南部，是未来城市扩展的主要区域之一，因

此，受工业化、城市化等外部社会经济压力影响较大; ②
样本区域是沈阳市主城区居民农产品主要供应地之一，

农业生产较为发达，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明显; ③ 研

究区地处平原，自然条件相对均一，符合探讨人为因素

对耕地质量影响的要求，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④ 研究区域基础资料和相关农户调查数据容易获取。
2． 2 研究方法

2． 2． 1 野外采样与室内实验。2011 年 4—5 月，对样本

区域耕地土壤进行采样测定。① 布点。在典型村内，样

点布局充分考虑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在空间上的差异，保

证采样点分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均匀性。② 采样。
土壤样品取自耕层( 0 ～ 20 cm) ，每一个样点都按照农化

样点采样要求获取，得到 240 个土壤样品。③ 室内实验

分析。在实验室内剔除土样中杂物，经过风干、研磨和

细筛，备用［20］。按照国家标准方法测定有机质、碱解氮、
速效钾、速效磷和 pH 值 5 种土壤养分的含量。
2． 2． 2 农户调查法。在采样点数据的基础上，对采样

地块对应农户在该地块上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调查，保

证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数据与耕地质量数据一一对应，确

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同时，也考虑了农户对

问题的接受程度。最后获得了 240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剔除填写不全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238 份，问卷有

效率为 99． 2%。经过处理后，得到各个变量及其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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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 1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

从农户土地利用方式调查可以看出，有 115 户农户

只种植粮食作物，占样本总量的 48． 3%，有 50 户农户兼

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占样本总量 21． 0%，只种经济

作物的农户为 73 户，占样本总量 30． 7%，说明研究区域

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已经产生明显差异，已经从传统的只

种植粮食作物开始逐渐向种植经济作物过渡; 在复种指

数上，复种指数大于 1 的农户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为 51．
7%，说明农户对于耕地的利用程度在逐渐提高; 农户土

地投入行为方面，有 50%的农户单位面积资金投入超过

7 500元 /hm2，特别是超过 22 500 元 /hm2 的农户占到样

本总量的 26． 5%，说明农户在单位面积的资金投入强度

也在逐渐的提高，特别是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单位面

积资金投入强度增加比较明显( 图 2) 。

图 2 样本区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统计分析
Fig． 2 The variance of the household land use behavior in the sample area

综上，虽然样本区域传统的作物种植方式为一茬玉

米，但是随着沈阳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

户在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上已经产生了明显

的分化，城市发展为其周边种植经济作物提供了销售市

场，工业发展为周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供了条

件。在这样双重压力的影响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

户，会根据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调整土地利用目

标，如近郊区的农户以非农就业为主，在作物种植上，选

择省时省力的粮食作物种植，远郊区的农户为了增加收

入，选择种植比较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由此也产生了

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投入强度的差异，势必会对研究区

域耕地质量的变化产生影响。
3． 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影响研究

为了科学分析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

对耕地质量的影响机理，通过对不同模型估计形式的测

试和比较，最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 SPSS 13．
0 统计分析软件，得到模型估计结果( 表 1 ) 。从各参数

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对于耕地质量变化具

有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说明其对于模型在性质

和量化方面的解释程度各不相同。

表 1 模型估计结果
Tab． 1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自变量
因变量

MO NAV PAV KAV pH 值

GCC

B
T
Beta

19． 760＊＊＊
3． 441
0． 258

106． 036＊＊＊
4． 737
0． 310

84． 176＊＊＊
3． 947
0． 281

IMC

B
T
Beta

－ 1． 867*
－ 0． 363
－ 0． 023

－ 37． 168＊＊
－ 1． 946
－ 0． 166

LII

B
T
Beta

0． 001*
2． 556
0． 211

0． 013＊＊＊
5． 321
0． 367

0． 066＊＊＊
6． 988
0． 427

0． 060＊＊＊
6． 695
0． 445

－ 0． 064*
－ 2． 748
－ 0． 229

Ｒ2 0． 370 0． 308 0． 474 0． 378 0． 351
调整 Ｒ2 0． 351 0． 300 0． 467 0． 370 0． 340
F 检验 22． 977＊＊ 34． 639＊＊＊ 69． 975＊＊＊ 47． 167＊＊＊ 13． 813＊＊＊

说明: 以＊＊＊，＊＊，* 表示分别达到 1%，5%，10%显著水平，对应参数为空白意味着在模型中未达到显著水平。

3． 2． 1 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会影响土壤肥力水平与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过

程，主要是由于不同作物种植模式之间耕地的物质循环

差异引起，最终导致土壤中植物所需 N、P 和 K 等营养元

素平衡的变化。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种植经济作物的

地块对土壤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变化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其显著水平为 1%，表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的前提下，改种经济作物的地块会比没有种植经济作物

的地块土壤中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 平 均 升 高

19． 760，106． 036，84． 176 mg /kg，影响程度排序为: 速效

磷 ＞ 速效钾 ＞ 碱解氮。说明改变作物的种植结构可以

大大提高土壤中速效养分的含量，特别是对于提高速效

磷含量的效果更加明显。
实证结果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工业化、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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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加快，使农户作物种植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其中远郊区永乐乡农户以种植陆地蔬菜和大棚蔬菜等

经济作物为主，近郊区临湖街道以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

为主，中部王纲堡乡农户以兼种陆地蔬菜和粮食作物为

主。空 间 分 布 呈 现 出“反 杜 能 圈”式 的 种 植 模 式 特

征［21 － 23］。蔬菜种植对速效磷、速效钾的需求很大，导致

土壤中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的降低，同时，为了提高经

济作物的产量，农户往往会增加土壤化学肥料的施用。
虽然改变作物种植方式有正负两种效应，但是从研究区

域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正效用要大于负效用，也就是

说农户通过增加土地投入获取到的速效养分含量的增

加要远大于由于种植经济作物而从土壤中吸收的养分

含量，整体土壤中速效养分含量趋于增加。
3． 2． 2 农户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程度主要表现为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土地生态系统的改变或干扰

程度，在此过程中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就会导致土壤

中的养分损耗及其他形式的土壤退化。从模型的估计

结果来看，复种指数对碱解氮和速效钾含量变化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显著水平分别为 10%，5%，表示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复种指数每增加 1 个单位，土壤中碱

解氮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下降 1． 867，37． 168 mg /kg，影响

程度排序为: 碱解氮 ＞ 速效钾。随着复种指数的增加土

壤碱解氮和速效钾含量将显著降低，对前者影响的程度

要大于后者，复种指数的提高将导致土壤肥力退化。
实证研究证明，虽然复种指数的增加对耕地质量的

变化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复种可以消耗地力，

复种指数越大消耗土壤中氮、磷、钾等养分越大; 另一方

面，复种指数的提高，将会增加作物在土壤中固定的碳

素和氮素，进而提高土壤肥力。但实际情况是，复种指

数提高的负面效应要大于正面效应，因此，在提高复种

指数的同时，要增加对于耕地土壤肥力的保护，这样才

能持续稳定地保证耕地的生产能力。
3． 2． 3 农户土地投入强度。土地投入强度对耕地质量

变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合理的土地投入有利于土壤流通

物质中相应土壤养分的补充和积累，从而改善相应的土

壤养分含量变化，但不合理的土地投入则会造成土壤板

结、盐碱化等损害耕地质量的结果。从模型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对土壤有机质、速效养分

含量变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著水平分别为 10% 和

1%，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亩均土地投入每增

加 1 单位，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

平均增加 0． 001，0． 013，0． 066，0． 060 mg /kg，影响程度

排序为: 速效钾 ＞ 速效磷 ＞ 碱解氮 ＞ 有机质。对土壤

pH 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亩均土地投入每增加 1 单

位，土壤中 pH 值下降 0． 064。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研究区域种植经济作物，

特别是种植葡萄、陆地蔬菜和大棚蔬菜农户的增加，在

土地上的生产性投入和保护性投入也在逐渐增加，导致

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壤质量明显优于种植大田作物的地

块。具体来说，有机肥和化肥施用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

着土壤养分库的贮量和变化，农药施用量的变化会改变

土壤的物理性状，劳动力和机械投入量的增加可以改善

土壤的通气性和团聚体的稳定性，增强土壤微生物的活

性。但是，由于研究区域长期过量施用尿素、碳铵等化

学肥料，土壤中残留大量的 H + ，当其含量突破土壤自身

的酸碱缓冲能力时，土壤 pH 值就开始下降。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对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王纲堡乡和永

乐乡 3 个区域 238 个地块采样数据和对应农户调查的实

证研究表明: ( 1 ) 农户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目标，导致在土地利用方式、程度

和投入强度上产生差异。( 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耕地

土壤肥力质量变化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土地利用方式、
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投入强度对耕地质量影响的显著

水平、方向和程度都表现不同。
4． 2 建议

第一，加大经济刺激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

益。将耕地质量保护的目标融入到农户土地利用行为

中，通过建立一种能够自动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利益驱动

和调控机制，使其自觉地在耕地利用中实现有效地保

护。第二，稳定土地承包期，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

革。让农户对土地形成一个合理的预期，是促使农户对

土地肥力维护的根本动力所在。第三，积极引导耕地流

转，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政府应该在研究区域建立新

的资源配置方式，采取一定措施推动和加快耕地流转，

使专业农户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为可能。第四，大力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样本区域土

壤 pH 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化肥的过量施用。因此，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可以提高农户化肥的利

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提高耕地生

产能力，最终达到在利用中保护耕地的目标。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从农户微观视角研究耕

地质量变化的驱动机制，通过土壤采样与调查农户在该

采样地块上的土地利用行为数据，将农户行为的差异与

耕地质量变化的空间特征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使得

研究结果更加精确和具有说服力。同时，采用计量经济

学模型分析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驱动机制，

尝试在自然学科的土壤学和社会学科的经济学之间建

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另外，由于耕地质量是一个动

态、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如何能够建立固定观察点对

农户连续观测，从而获取更为精确的数据，从时间和空

间 2 个层面更为全面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提高

研究的精准程度，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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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ffect of the Household Land Use
Behavior to the Quality Chang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Plot Scale

Liu Hongbin1a，1b，Lu Jie1a，Luo Xiaojuan2
( 1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b． College of Land and Environment，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2． Ｒesearch Center for Jiangxi Economic Development，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had constructed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the feedback loop of the perception and re-
sponse between the process of the land use behavior and the land use unit by the multi functional using of the culti-
vated land and the diversity preference of the househol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bination in field sampling and la-
boratory analysis，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econometric models analysis，as a case study of survey of 238 househol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lot sampling point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ousehold adjusted the goal of the land
use management，and led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land use patterns，land use degree and land input intensity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y had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degrees of the quality of cul-
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through guide the household reasonable use of cultivated land，and implemented land resource sustainable use．

Key words: household; land use behavior;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econometric model; scale of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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