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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ources of rural abandoned residential land in China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reclamation,
and are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hollow village re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azards of
abandoned homestea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clam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measures for
improving and fertilizing,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homestead reclamation or soil fertiliz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omestead recla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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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村废弃宅基地资源有着很大的复垦潜力，也是空心村整治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废弃宅基地存
在的危害、复垦的意义，进而提出改良培肥的措施，为宅基地复垦或进行土壤培肥等提供理论依据，从
而保证宅基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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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导致农村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大，保护耕地和保障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但当前，农村居民“一户多宅”、“弃老宅、划新宅、占耕地”的建房现象较为普遍且呈扩展之势[1] [2]。
这种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和房屋对我国耕地的有效保护、粮食安全的实现和农村社会的稳定都造成了一定
的危害[3]。
中国农村居民点复垦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开始逐渐受到重视，从自发、零散阶段转变
为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复垦阶段。近年来，各地按照政府部署，坚持城乡统筹、合理
布局、节约用地、集约发展的原则，农村宅基地复垦取得明显成效。在宅基地复垦成耕地过程中，耕
地数量得以增加，但多数只注重前期的复垦而忽视后期的培肥改良，从而导致废弃宅基地复耕土壤质
量较差[4]。

2. 废旧宅基地存在的危害
农村废弃旧宅基地的存在既浪费了土地资源，又影响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
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具体表现：一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废弃旧宅
基地占用的土地，耕不能耕，住不能住，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激化了人地矛盾；二是影响
乡村文明建设。农村旧宅基地的废弃房屋由于无人居住，不少村民将老房用于圈养禽畜，致使村内环境
卫生“脏、乱、差”，严重影响这些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身心健康；三是阻碍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
旧宅基地的存在，使农民居住地散乱，农村的村落分布面积过大，村庄外延拉得过长，增加了农村统一
建设水、电、路、通信、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的难度，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四是
造成管理混乱。依据土地法，农村宅基地必须占新退旧。但现实中，由于农村土地管理松散混乱，宅基
地占用地规划粗放，农民在占地建新宅基地的同时，仍旧占有原有宅基地堆放杂物，圈养养畜等；在当
前耕地大量减少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呼声日高的形势下，节约用地、合理使用土地刻不容缓，农村旧宅基
地现象不能不引起关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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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废弃宅基地复垦的意义
3.1. 有利于增加耕地面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在当前要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大背景下，可用耕地逐年减少，土地控制更为严格。开展废旧宅基
地复垦工作，对闲置土地、废弃民居及临时搭建设施进行规划重整，能有效增加耕地面积，确保“占一
补一”，实现耕地占补平衡。通过废旧宅基地复垦，把废弃民居推倒整理为耕地，用新增耕地面积来置
换城市建设用地，盘活土地存量，缓解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

3.2. 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及基础设施配套
对废旧宅基地实施改造，不仅可以改善村容村貌，而且可有效地遏制对耕地的乱占滥用，产生直接
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将带动建筑业及水泥等建材工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农民增收。在开展废
旧宅基地复垦工作中，改变农村土地利用缺乏，村庄“天女散花”的状况，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并配套完
善水、电、路等设施，完善的农业生产设施，便于生产结构的调整，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从而保证农业
生产的稳定发展，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优美的生活环境也会对人们积
极向上、奋发图强发展经济产生激励作用。

3.3.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废旧宅基地复垦后，新增的耕地可以承包给农民，增加承包农民的收入。

4. 废弃宅基地土壤改良与培肥措施
宅基地复垦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对依法取得的利用效益不高或废
弃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行为[6]。废弃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潜力大，对其复垦培肥能补充耕地资源，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地矛盾[7]。工程复垦过程中常采用的工程治理措施主要是挖塌填实或剥离表土，新复
垦土地中耕作层土壤大多是未经过生物作用和腐殖化过程的自然土[8]，其生土裸露、土壤贫瘠、养分含
量低、保水保肥性能差，这种情况加剧了人地、人粮矛盾，制约经济发展。因此，对废弃宅基地进行复
垦熟化已经迫在眉睫。

4.1. 工程措施
1) 清理建筑垃圾[1]。首先对复垦区内及周边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并对土地进行平整。
2) 保护耕作层土壤。年代较久的少量废旧宅基地和农户房前屋后的空闲地，经长年种植农作物，表
土层物理性状好、肥力较高。因此，在复垦施工时，应将该表土收集起来并妥善保存，待平整后回填，
利于农作物生长。
3) 修建附属配套设施。复垦区应做到沟、渠、路配套，水源充足，排灌方便，耕作机械通行自如，
复垦后的耕地保证农户能正常耕作并获得较好的收益。
4) 深翻土壤。如旧宅基地土层深厚且养分含量较高，可进行深翻，然后平整、翻耕，以改善耕作层
土壤的物理性状，达到农作物正常生长的要求。

4.2. 进行保护性耕作
保护性耕作是指在不剧烈扰动土壤的情况下从事农业生产。复垦土壤由于受到的人为扰动比较大，
表土层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改变耕作方式，进行保护性耕作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土壤养分流失，改善土壤
的理化性质。杨学明等[9]通过分析北美不同国家保护性耕作对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水分入渗速率和利用
DOI: 10.12677/ulu.2019.72003

23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魏彬萌

率、蚯蚓数量和作物产量的影响，发现保护性耕作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壤
水分利用率，建议在中国也推广应用。江晓东等[10]通过对免耕、少耕和秸秆覆盖与常规耕作进行比较，
研究不同耕作方式对土壤质量的影响，发现少耕能够明显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加土壤贮水量、同时还
能减少硝态氮的淋失，进而提高全年作物产量。

4.3. 生物措施
1) 广辟有机肥源，增施有机肥料。有机肥不仅能提供农作物必需的多种营养元素，而且含有大量的
有机质，对于作物生长及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仁顺荣等[11]通过田间试验发现施用高
量有机肥能提高天津地区宅基地复垦土壤有机质和速效养分含量，改善复垦土壤物理结构。
一是大力发展种植绿肥，实行绿肥压青回田。冬季可种植紫云英等专用绿肥．并可因地制宜发展种
植蚕、豌豆、油菜等农作物，粮、油、绿肥兼收。谢川等[12]以四川某废弃的农村宅基地为对象，研究了
翻压紫花苜蓿、光叶苕子、白三叶和红三叶 4 种绿肥对复垦土壤肥力的影响。结果表明，4 种绿肥翻压
后复垦土壤养分较修复前的土壤显著提高，随着翻压次数的增加土壤肥力呈上升趋势；
二是推广秸秆还田。作物收割后．将秸秆翻压入田中作为基肥，是解决有机肥不足的经济有效的措
施。另外，秸秆配施生物腐熟剂也是目前比较省工、高效又环保的技术措施之一。孔龙等[2]通过田间试
验研究了 6 种培肥措施对复垦土壤酶动力学特征的影响，发现黄土高原沟壑区宅基地复垦较适宜的培肥
方式为有机肥单施或与菌肥配施。
2) 大力推广使用生物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有益微生物及农作物所需的微量元素
等，具有肥效持久、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生长发育、提高作物产量、品质和经济效
益的作用。
3) 广施农家肥，增施沼肥。农家肥(包括猪牛栏粪、土杂肥等)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来源广、数量多。
施用农家肥，既可培肥地力，又能减少施肥成本，达到生态环保施肥的目的。闫锐等[13]在成都平原宅基
地复垦土壤上研究有机物料(秸秆、菌渣、猪粪)对土壤有机碳及易变有机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麦-玉轮
作下“菌渣堆肥还田”处理对于改良宅基地复垦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具有较好的效果。李彦霖等[14]
研究了 3 类种养废弃物(秸秆、猪粪和菌渣)与化肥配施下土壤酶活性、微生物数量的动态变化及其相关性，
发现“菌渣 + 化肥”配施是成都平原复垦宅基地土壤培肥较适宜的方式。
4) 优化种植结构。进行作物轮作，有利于改善土壤结构，加速生土熟化，促进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
活动，同时还可促进土壤中养分的转化，让一些被土壤固定的无效养分向有效养分转变，从而提高土壤
肥力。Robison [15]研究表明：玉米带状间作大豆的系统总生产力可比单作玉米高 4%，而且能减少病虫
危害，减轻土壤侵蚀。

5. 结论
废弃宅基地复垦是空心村整治的重要内容，但复垦后耕层土壤质量往往不如人意。要将提高复垦土
壤质量贯穿于废弃宅基地复垦实施的整个过程。首先，拆除工程实施前，要做到对拆除体及拆除物的特
性心中有数，针对不同类型房屋制定相应的拆除计划。其次，在废弃宅基地复垦工程实施之前，要在工
程预估的基础上对田块布局、土层厚度、田坎设计、灌排水沟布局及田间生产道路布局等进行规划。再
次，在土地平整工程实施中，通过采取表层熟化土剥离回填、宅基地地基土翻耕、土墙捣碎、外部客土
等工程措施拓展土源重新构筑耕层土壤，进行耕层土壤工程重构。最后，培肥改良是基于土壤工程重构
之后的关键环节，培肥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可以选择合适的培肥改良组合策略，加速培肥过程，促进
土壤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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