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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快速城市化使城市建设用地快速增长，但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要求城市土地必须集约利用和合理

开发，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分析有助于优化城市土地配置。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应

用 SPOT和ALOS高分辨率遥感数据进行土地利用解译与分类，基于ArcGIS、Fragstats软件平台，采用层次分析

（AHP）与移动窗口相结合的方法，将景观指标融入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因子中，并结合城市土地利用的自然和其

他限制因子，对济南市2004年城市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和等级划分，最后利用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对

评价结果进行有效性和可靠性分析。评价和分析表明，2004年适宜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以

及东西部区域，2009年新增加的建设用地分布范围与2004年适宜性评价结果大致吻合，评价结果具有一定准确性

和实用性。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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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管

理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城市建设用地适宜

性评价是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布局的前提 [1]，合理确

定适宜发展的城市用地对城市的整体发展布局以

及城市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的作用[2]。城市土地

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成为

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依据，同时也

促进了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3]。城市建设用地适

宜性评价的关键是针对不同区域建立合适的建设

用地适宜性评价准则。目前基于GIS的城市用地适

宜性评价的方法主要有直接叠加法、因子加权评价

法、生态因子组合法、神经网络法[4]、模糊综合评判

法[5]、多目标决策支持系统[6]、AHP方法、有序加权平

均法（OWA，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等 [7-11]，但

更多、更成熟的是GIS技术支持下的适宜性评价[12-14]。

通常，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侧重于城市的地

形、植被、水系以及城市道路体系，但融合城市生态

环境景观格局量化指标的研究不多见[15]。城市景观

格局因子融入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将有

助于城市土地在生态环境的限制约束下达到最优

化配置和利用，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本文以

济南市为例，基于ArcGIS、Fragstats软件平台，应用

SPOT和ALOS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同时采用AHP和

移动窗口相结合的方法对济南市 2004年建设用地

适宜性进行了定量分析与评价，并使用济南市2009
年城市土地利用数据验证了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和决策支持。

2 研究区概况
济南位于山东省中部，是全省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享有“泉城”和“泉都”美誉。地貌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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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陵、平原为主，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复杂多样；

济南境内河流主要属黄河、小清河两大水系，湖泊

主要有大明湖、白云湖等。济南市主要由历下、市

中、槐荫、天桥、历城、长清 6城区，平阴、济阳、商河

3县和章丘1市组成。本文以济南市绕城高速以内

区域作为研究区，该区域是未来济南市中心城区扩

展的主要区域。

3 数据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及预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包括：2004年的 SPOT
数据（分辨率 10m×10m，4波段彩色多光谱）；2009
年的 ALOS 数据（分辨率 2.5m×2.5m，全色波段；

10m×10m，4波段彩色多光谱）；1∶1万的地形图；济

南市城市规划以及其他相关的政策方案作为济南

市格局分析的辅助信息。

首先，基于ERDAS软件平台，将 2009年ALOS
影像数据进行分辨率融合；然后，参照济南市地形

图将融合的数据和SPOT数据进行几何纠正与重采

样处理（几何校正误差（RMS）小于 1个像元），并将

坐标系统一转换成WGS_1984坐标系，影像投影均

设定为UTM；最后，在ArcGIS平台上通过目视解译

结合实地调研验证获取两个时期的城市土地利用

分类图（图 1）。根据研究区实际和研究目标，将济

南市土地利用分为5类：建设用地，绿地，农业用地，

水体和其他用地。

3.2 研究方法

在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过程中，指标的选取和

标准化、权重确定及如何将GIS和决策过程结合始

终是评价方法研究的关键[16-17]。通过GIS空间分析

和移动窗口方法获取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影响

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相关影响因子权

重（表 1）。AHP方法的定义和具体阐述详见文献

[18]。根据研究区实际和数据资料情况，选取生态

环境、可达性、地形三类因子共7个指标构建了建设

用地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为了使评价过程更

具有可量性，采用特尔菲法（Delphi Method）确定影

响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的各单因子中相关影响要

素的等级和评价值[19]，本文将各单因子的评价等级

分为 5级，分别用 5，4，3，2，1来代表相应的适宜性

高低（表1）。
移动窗口是通过对窗口内所选中景观指标进

行统计计算，输出对应于所选景观指数栅格图 [20]。

移动窗口方法可以使城市景观空间格局信息明晰

化。本文基于Fragstats软件平台，选用500m窗口半

径，采用移动窗口方法，获得了济南市 2004年建设

用地景观百分比 PLAND指标评价图（图 2）。移动

窗口方法的具体步骤参见文献[20]。PLAND指数越

大，建设用地密度越高，适宜性越高，按照指数大小

将其分为5级 [21]。

城市空间扩展往往围绕已发展的高密度区及

道路蔓延[20，22]。本文以PLAND值大于 80%，面积大

于 0.50km2的斑块为源，基于GIS软件平台，将济南

市 2004年的道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三个等

级，根据不同道路平均时速的差异，其行进成本分

图1 2004年和2009年济南市土地利用分类

Fig.1 Land use maps of Jinan City in 2004 an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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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赋值为 15，20，30，其他用地类型的行进成本值

赋值为150。然后，采用费用加权距离方法进行可

达性分析，并按照到源的车程将可达性分为 5个

等级，得到距源的可达性适宜性（图3）。采用同样

方法计算获取道路可达性分级结果。

在单因子评价结果的基础上，采用多因子加

权叠加方法得到济南市 2004年建设用地适宜性

综合评价结果，并按自然断裂点方法将适宜性划

分为 5类，分别为最适宜用地、较适宜用地、基本

适宜用地、不适宜用地、不可用地（图 4），并利用

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图，采用叠置分析方法对评

价结果进行了有效性和可靠性分析（图5，表2）。
4 结果分析
4.1 建设用地PLAND指标与可达性单因子适宜

性分析

由图 2可见，建设用地PLAND最大值分布于

济南中心城区以及其西部和东部，这与济南市该

表1 影响因子分级指标权重和评价值

Table 1 The weight and score of different factors

影响因子

生态环境

（0.40）

可达性

（0.30）

地形

（0.30）

指标（权重）

植被（0.40）

水域（0.40）

建设用地百分比（%）（0.20）

道路可达性（min）（0.5）

距源的可达性（min）（0.5）

坡度（°）（0.50）

地形起伏度（m）（0.50）

指标分级

绿地

农业用地

水域

50m缓冲区

<20
20~40
40~60
60~80
80~100
<5
5~10
10~15
15~20
>20
<5
5~10
10~15
15~20
>20
0~2
2~6
6~15
15~25
>25
<20
20~40
40~60
60~80
>80

评价值

1
2
1
2
1
2
3
4
5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图2 2004年建设用地PLAND指标等级

Fig.2 The map of built-up area PLAND index in 2004
图3 距源的可达性指标分级

Fig.3 The map of accessibility index to sources

适宜性用

地类型

增加的建设

用地面积

所占比重

不可

用地

1.36

3.12

不适宜

用地

2.07

4.74

基本适

宜用地

4.38

10.04

较适宜

用地

14.07

32.25

最适宜

用地

21.75

49.85

表2 2004年-2009年不同适宜性用地中增加的

建设用地面积与比重

Table 2 The increases of built-up area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from 2004 to 2009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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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东拓西进”的城市发展规划政策有关 [23]；

PLAND的较小值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和城市边缘

地区，南部山区是济南市泉水的重要涵养区，同时

也是重要的风景林和风景名胜区，历次规划都将其

作为限制开发利用和保护地区，城市边缘地区因建

设密度降低、农田增加致使PLAND降低。南部有小

片高密度区，主要是南部山区风景林地具有重要的

宜人性吸引居住用地发展，对绿地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侵占和蚕食。由图 3可见，高可达性区域主要分

布在建设用地高密度区的外围，尤其在东部片区可

达性水平明显改善，南部山区因受地形影响可达性

水平较低。高可达性区域因与济南中心城区时间

距离小、联系紧密，未来城镇发展的适宜性相对较

高。

4.2 建设用地适宜性综合评价及有效性分析

由图4可见，济南市2004年最适宜用地主要分

布在城市中心城区附近以及城市东西部区域，较适

宜性用地分布主要在最适宜用地的边缘，基本适宜

用地、不适宜用地、不可用地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

大型水体、基本农田等限制性发展区域。

由图 5可见，2004年-2009年建设用地在城市

中心边缘和东部区域增加的面积和比重较大，特别

是东部片区增加尤为明显，这与该时期城市发展的

方向有关。由表 2可见，新增建设用地（共 43.63

km2）的49.85%分布在最适宜用地内，32.25%分布在

较适宜用地内，说明本文构建的2004年适宜性评价

指标体系基本合理，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具有

较高的分析精度和有效性，适宜性评价方法有一定

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但仍有部分新增建设用地分布

在不可用地和不适宜性用地内，分别约占 3.12%和

4.74%，这些区域多是受到保护限制开发的区域，但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城市外围部分林地

和农田逐渐被蚕食，被建设用地所取代，也说明济

南市应进一步加强南部山区的保护力度。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AHP和移动窗口相结合的方法对

济南市 2004年的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进行了定量

分析与评价，并将景观指标融入建设用地适宜性评

价因子中，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适宜于城市建设用

地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以及东西部区域，

2009年新增加的建设用地分布范围与 2004年适宜

性评价结果大致吻合，因此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准

确性和实用性。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可提高

城市有限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研究

结果可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和

决策支持。

AHP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解决多准则评价问题，

而影响城市用地适宜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使用

图4 2004年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Fig.4 The map of suitability assessment for built-up area in 2004

图5 2004年-2009年新增建设用地适宜性等级分布

Fig.5 The suitability degree of newly increased built-up area
from 2004 t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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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方法对城市用地适宜性评价的精度主要取决

于数据的有效精度以及评价因子的选择和其权重

的划定 [24]。本文在AHP方法中评价因子的选择和

相应权重的确定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主观性因

素。例如由于获取的济南市数据有限，对济南市城

市地貌和地质灾害数据考虑甚少；另外移动窗口方

法中的数据精度、栅格大小以及移动窗口大小的设

置均影响景观指标评价因子的准确度[25-27]。这些都

将对最终分析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城市建设用

地的适宜性评价是进行城市未来扩展预测的前提

和基础。在此基础上，采用城市空间扩展模拟模型

对济南市未来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和趋势进行模

拟预测，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以便更好地为

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城市用地增长管理政策提供决

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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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Jinan City Based on AHP and Moving Window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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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anding worldwide in

conjunction with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apid growth of urban areas has led to

complex problems, including traffic conges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duced open space, and

unplanned or poorly planned land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these urban problems and

to identify approach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s useful when optimizing land use in urban areas. In this paper, construction land

suitability in Jinan City was evaluated using GIS and remote sensing (RS). Land use characteristics

in 2004 and 2009 were captured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SPOT and

ALOS. Then, the PLAND landscape metric of the built-up area was obtained using the Moving

Windows method (MW).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how to

combine the information from several criteria to form a single index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Three

types (environmental ecology, accessibility and landform) and seven criteria including vegetation,

water, road accessibility, PLAND landscape metric of built-up area, distance from urban center,

slope and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were selected to form the single index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The weight of each criterion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Analytical Hierarchical Analysis

(AHP) method. The study area was zoned into five classe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in 2004.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land use type map for

2009. The GIS-based AHP-MW tool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is simple, spatial, and flexible. It

supplies more immediate feedback to evaluators, is easier for non-experts to understand, and

provides a mechanism to explore the decision problem while learning how changes in criteria

weights affect evaluation outcomes spatially and quantitatively.

Key words: Analytical Hierarchical Analysis；Moving Window；Landscape metrics；Suitability

evaluation；J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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