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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
宜居度指数模糊综合评价
毕硕本，凌德泉，
计晗，
沈香，
王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以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 5 个指标构建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模糊综合评价体系，使
摘要
用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法确定各单因素权重，根据环境驱动因子分级标准及等级值，采用梯形和三角形
隶属函数计算单因素评价值，再使用加权平均的综合评价类型和等距法，得到了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
境指数综合等级，运用 SPSS 数据探索功能，分析宜居度最高地区的具体环境特征，并分别以仰韶后期和龙山时
期的实际遗址分布数据对该等级评价系统的准确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
该模型评价结果较为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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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史前聚落遗址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定量分

综合评价方法已经被广泛采用，
如通过获取史前文

析与模拟研究已成为史前聚落遗址人地关系研究

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18]，构造适

的热点。该研究以区域及遗址域内自然环境与资

宜性指数评价系统，
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
来探究

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求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等

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

环境因素对人类生活场所的选择、变更、迁徙所造

本文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法确定各单

成的影响，
以及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响应规律对史前

因素权重，采用梯形和三角形隶属函数法计算各

聚落遗址与自然资源及环境的综合评价分析，可以

单因素评语值，基于加权平均综合评价类型及等

更好地理解史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选择策略和适

距法计算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综

应性，指导现在以及未来人地关系的协调互动

合等级，分别以仰韶后期和龙山时期的实际遗址

。

[1~4]

遗址域内自然资源及环境的研究是史前聚落
遗址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环境影响
因子可分为气候[5]、地貌、土壤等几类，诸多学者在
气候因素[5~8]、地貌因素[9~13]、土壤因素[7,10,14,15]方面已
有较多研究。

分布数据对该等级评价系统的准确性进行验证。

1 研究区与数据资料
郑洛地区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包含郑州市、洛
阳市、许昌市、三门峡市、
焦作市和平顶山市 6 个市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如：岩石缓冲区

区。据研究发现，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
郑洛地区的

因素、海岸缓冲区因素 ；海面变化因素、气候变化

地势和地形基本轮廓并没有明显的变化[19]。本文所

因素、洪水泛滥因素 [11,16]；外来文化因素 [9]；冰河时

用数据为郑洛地区 1∶25 万地形图，
《中国文物地图

[17]

代景观变化因素 等，这些对史前聚落遗址的分布

集——河南分册》[20]中 4 个文化时期的 1∶220 万文物

有着较大的影响。

地图，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 1∶400 万河南

[10]

在国内外对聚落遗址的综合评价研究中，
各种

土壤、
地貌、
水系数据，
文献[19]的相关研究，
以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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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河南省史前气候、地质地貌等的研究成果。地

分别代表对因子的不同分类。不妨设分类数 i 的

图经过扫描，通过 ArcGIS 软件对各数据进行校准

大小为 m。为检查地理现象 H 和风险因子 D 的空

和配准，坐标系设置为北京 54 投影坐标系。其中

间相关性，叠置 H 和 D 图层，在风险因子 D 的每

聚落遗址点数据是经纬度坐标的表格数据。

个 子 区 域 内 ，H 的 离 散 方 差 记 为

2 研究方法
2.1 建立评价对象的因素集和评语集
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

σ 2H (i = 1,2,...,m) 。
D,i

风险因子 D 对地理现象 H 的决定力大小 P D,H
定义为[24]：
P D,H = 1 - 1 2 ∑ im= 1(n D,i ⋅ σ 2H )
nσ H

的宜居度情况，评价因素集的确定至少应遵循以
下 3 个原则：一是该因素在研究区域内存在一定的
变异性，且与研究区的大小密切相关；二是评价因
素应有较好的实际意义和操作性；
三是选取的因子
对被评价对象具有一定影响。根据前人的研究得
知，
高程、
坡度、坡向、土壤性质、河流分布等对遗址
分布都有一定的影响[21~23]。本文综合使用坡度、坡

D,i

（1）

其中，n D,i 代表在风险因子 D 的子区域 i 内的样本
数，n 代表在整个研究区域 A 内的所有样本数，

n = ∑ im= 1n D,i 。σ 2H 代表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当 D

对地理现象具有决定力，则每个子区域的离散方
差 n D,i 会很小，而子区域之间的方差则很大。当

向、高程、地貌、土壤这 5 个指标构建郑洛地区史前

σ 2H → 0 ，则是某种地理现象分布完全由该因子决

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综合评价体系（以仰韶后期

定的理想状态。此时 P D,H = 1，则该因素的权重值

为例），因素集 U ={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

大。反之，则该因素的权重值越小。

其中地貌是按成因划分。对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

D,i

使用 ArcGIS 的 kernel density 功能，设置输出

境本文共设 5 级评语，V ={宜居度高，
宜居度较高，

栅格大小参数为 5 000 m×5 000 m，
搜索半径参数为

宜居度中等，
宜居度较低，宜居度低}。

5 000 m，
生成仰韶后期遗址点核密度。再使用 cre-

2.2 基于因子探测的单因素权重计算

ate fishnet 功能生成正方形网格，
设置格网大小参数

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并不一样，
为了反映各因

为 5 000 m×5 000 m，
同时生成网格的标签点作为采

素的不同重要性，
对各个因素赋予与其相应的系数

样点。用 extract values to points 功能抓取采样点上

W j 。由各权重数所构成的向量 W = W1,W 2 ,W3…,W n

的遗址密度值以及处理后的地貌、土壤、坡向、坡

称为因素权重向量。确定权重最常见的方法是利

度、高程分类等级值，最后，将以上数据导入中国

用 AHP 层次分析法来构造成对比较矩阵。其中，
矩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王劲峰、胡艺等

阵中的数值需要根据资料数据、专家的意见、系统

研发的地理探测器软件，得到各因素的 P D,H 值，将

分析人员等的反复研究才确定。目前对人类居住

其作为权重：W＝（0.061 959, 0.091 433, 0.013 301,

环境适宜度的研究大多是以现代为背景，
关于史前

0.039 813, 0.097 874）T。式中，T 为转置矩阵。从因
素集 U 中的单个因素出发进行评价，
确定在该因素

聚落遗址宜居度的研究并不多，
因此获取大量专家
同时，
考虑到聚落遗址宜居度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

下评价对象对各评语集的隶属程度，
然后将 n 个因
素的评价集组成一个总的评价矩阵，用 R 表示，R

方向，
各专家的评定也是基于对已有遗址数据的分

即为模糊评价矩阵。

析和归纳，故本文通过对遗址数据本身规律的提

2.4 基于隶属函数的评语值计算

的评价来确定因素权重的方法可操作性并不强。

炼，
采用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法获得各因子

确定评价对象对各评语的隶属程度，首先需

决定力数值，
即各单因素权重。

要明确各评语的划分标准，即某评语对应因素的

2.3 因子探测器原理

等级区间。在许多研究中，往往是采用已有的成

假设研究区域为 A ，分布某种地理现象 H。H
被采集在 A 内由采样单元 g i (i = 1,2,…,n)（ n 为总

熟的专家经验判断，也有部分运用数理统计方法，

采样单元数）组成的格网系统 G 中。假设 D ={D i}

雨灾害风险评价 5 个等级各自的具体分级标准。

（ i 为因子分类数）为一种导致或影响该地理现象
的因素（本文称风险因子）。当 i 取不同的值时，D i

本文采用 K 均值聚类方法，辅以图像法和百分位

如翁莉 [25] 分析南京 13 个区县的暴雨特征，得到暴

法，获得某因素下对各评语集范畴的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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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区域综合评价

础之上，为以更高的准确度来反映评价因素在多

常用的分级方法有等距法、累积频率曲线法

大程度上隶属于某个评价等级，通过建立隶属函

和主成分分析法。本文选择等距法，得到郑洛地

数来刻画评价因素对各评价等级的相对隶属程

区仰韶后期遗址人居环境指数综合评价，宜居度

度。常用的确定隶属函数的方法有模糊统计法，

等级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综合等级 1~5（图 1）。

例证法，专家经验法，二元对比序列法，典型函数
法[26]等。本文针对数据的具体情况，采用典型函数
法中较为普遍的梯形和三角形隶属函数来评价对
象的隶属度。设 t = 1,2,3,4,5 分别表示宜居度从
低到高，x i ( i = 1,2,3,4,5) 分别为评论域端点值，某
因素对宜居度从低到高的隶属函数为 r t 。

3 模糊综合评价计算
当权重向量 W 和模糊评判矩阵 R 都为已知
时，便可做模糊变换来进行综合评判。常用的综
合评价法有 3 种：加法模型、乘法模型、加乘模型。
本文选择加权平均型算子，该算子能指出众多指

图1

郑洛遗址人居环境指数模糊综合等级划分结果

标的总体趋势，并发现其中的潜在矛盾并加以分

Fig.1

The result of environment index fuzzy comprehensive
grading in Zhengluo Area

析。模糊加权综合评判的数学模型如下：
ér11 ... r1sù
B = W ⋅ R =(b1,... ,b s) =(w1,... ,w t )⋅ ê ⋮ ⋱ ⋮ ú （2）
ê1
sú
ër t ... r tû
式中，s 为评语等级数，t 为因素集 v 内的因素个

数，
·为广义模糊算子，此处选择加权平均类型。 B
称为评价集 v 上的等价模糊子集，b j ( j = 1,2,3…,n)

为评价对象对评语集各项的综合隶属度，

综合等级为 1 的地区，地貌为：侵蚀剥蚀大起
伏中山、喀斯特侵蚀中起伏中山等 8 种类型；土壤
为粘磐黄棕壤等 3 种类型；坡向分布于 135°~320°；
坡度多为 8°~ 79°；高程在 800~1 000 m 或 1 100 m
以上（图 2a）。
综合等级为 2 的地区，地貌为：主要分布于喀

w j ( j = 1,2,3…,m) 为各项的权重系数。如果要选择

斯特的侵蚀小起伏低山等共计 17 种地貌类型；土

一个决策，则可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选择最大的 b j

壤类型有盐潮土、黄棕壤、棕壤等；坡向在 330°~

所对应的评语作为综合评判的结果。

120°之间；坡度在 3°~8°左右；高程在 0~100、400~

使用栅格计算器，对宜居度高、较高、中等、较
低、低来说，分别使用以下栅格计算器公式，得到
各评价的加权平均等级值记录在栅格文件 1.img~

500、600~800 m 等之间。主要分布地横贯卢氏县
西-中-东部分（图 2b）。
综合等级为 3 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侵蚀堆积黄

5.img 中。

土斜梁、黄土茆梁、河谷平原类型；土壤为黄垆土、

x.img=0.061 959 dimaox.img + 0.091 433 soilx.img+

淤粘土、碳酸盐褐土 3 种类型；坡向范围很窄，集中

0.013 301 aspectx.img + 0.039 813 slopex.img+

在 320°~330°之间；坡度在 1°~3°左右；高程位于

0.097 874 demx.img（x=1,2,3,4,5）

300~400、500~600 m 之间（图 2c）。

（3）

为了获取每个像元的综合评判结果，
需要该像

综合等级为 4 的地区的面积约为综合等级 3

元处隶属度的最大值，
并且以最大值对应的等级为

地区面积的 2 倍。地貌类型共计侵蚀堆积黄土塬、

最终结果，
得到 summary.img，
该栅格文件中各栅格

河流低阶地等 6 种；土壤类型为潮黄垆土与褐土；

值即为综合评判等级。栅格计算器公式如下：

坡向范围也集中在 120°~135°这个较小区间内；坡
度在 0°~1°之间，高程约 200~300 m 内（图 2d）。

d =max(1.img,2.img,3.img,4.img,5.img)

Con( d =1.img,1,con{ d =2.img,2,con[d=
3.img,3,con( d =4.img,4,5)]})

（4）

综合等级为 5 的地区，地貌类型为低海拔侵蚀
冲积黄土台塬与冲积洪积平原类型；土壤为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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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综合等级 1；b.综合等级 2；c.综合等级 3；d.综合等级 4；e.综合等级 5

图 2 综合等级 1~5 区域
Fig. 2

Comprehensive regional level 1-5 region

土类；坡向为平地；坡度为 0°；高程在 100~200 m 之
间（图 2e）。

3.2 最优等级区域评价
在综合等级为 5 的地区，各个因素对宜居度高

分别将仰韶后期与龙山时期实际遗址分布与

这一评语的隶属度加权数值是最高的。为了探究

该等级评价图叠加，统计各时期内遗址的等级分

宜居度最高等级区域的具体环境特征，在 ArcGIS

布情况。其中，在仰韶后期，遗址人居环境指数在

中提取这些地区的综合等级值，运用 SPSS 数据探

中等及以上的遗址比例达 87.1%，较低为 12.9%，

索功能，发现最高等级区域的等级值明显地分为

说明该结果对发现遗址的准确度较高。在龙山时

[最小值，0.16]，
（0.16，0.25]，(0.25，最大值]3 类，将

期，中等及以上的遗址比例约为 85.5%，较低为

各自对应的区域分别记为Ⅰ、Ⅱ和Ⅲ类区域。分

14.5%。龙山时期遗址数据检验同样如此说明该

别提取该 3 类区域中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 5

模型可以运用到其它时期，且从比例来看该模型

因素各自对应的隶属度均值，并计算乘以权重后

结果较为可靠（图 3）。

的均值，得出结果（表 1）。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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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后期（a）、龙山时期（b）遗址点分布
Sites distrbution in Yangshao and Longshan Period

表 1 仰韶后期郑洛遗址最优等级分类与

貌的符合度最高（1），特别是该类型内土壤类型全

5 个因素的隶属度均值

为两合土，地貌类型全为冲积洪积平原或侵蚀冲

Table 1 The optimal classification and five factors membership

积黄土台塬。高程的符合度持续上升（0.97）同比

degree mean value of Zhengluo Area in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地貌

土壤

坡向

坡度

高程

Ⅰ类

0.09

0.26

0.42

0.82

0.63

Ⅱ类

0.33

0.69

0.34

0.8

0.91

Ⅲ类

1

1

0.26

0.74

0.97

1） 对于Ⅰ类高宜居度型遗址区域，对坡度因
子为 0°这一特征的符合程度最高（0.82），高程在
100~200 m 范围的符合程度次之（0.63），接下来是
坡向（0.42）和土壤（0.26），对地貌为冲积洪积平原
或侵蚀冲积黄土台塬的符合程度最低（0.09）。但
从加权贡献度来看，由于对高程有较大依附度的
遗址数较多，导致高程的加权作用最大，高程因素
的贡献度也最大，土壤和坡度的贡献度相近，居第
二，而地貌和坡向的贡献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仰韶后期处于Ⅰ类高宜居度区域的遗址有尚岗
阳、西山、大河村等遗址。
2） 对于Ⅱ类高宜居度型遗址区域，对高程在
100~200 m 这一条件的符合程度最高，并大大超越
Ⅰ类环境。坡度（0.8）次之，为 0°的符合程度与Ⅰ
类环境不相上下。土壤（0.69）和地貌（0.33）的符
合程度都明显高于Ⅰ类环境，但对坡向处于平地
的符合程度却是唯一相较下降的。从加权贡献度
来看，高程同样居于第一，土壤次之，地貌和坡度
紧随其后，坡向仍旧可以忽略不计。仰韶后期处
于于Ⅱ类高宜居度区域的遗址有白庄、黄冈寺、青
台等遗址。
3） 对于Ⅲ类高宜居度型遗址区域，土壤和地

高于Ⅱ类，坡度的符合度（0.74）稍低于Ⅱ类，坡向
的符合度最低（0.26）。与Ⅱ类的差别仅在于地貌
的贡献率高于坡度，除了坡向和坡度，其它所有贡
献率都高于Ⅱ类。仰韶后期处于Ⅲ类高宜居度环
境区域的遗址有后庄王、陈庄、杜寨等遗址。
总之，绝大多数高宜居度遗址以郑洛地区北
部和中部的伊洛河流域为主，综合等级越高的遗
址越靠近主要河流交汇处及沿干流分布，如黄河、
伊河、洛河、伊洛河、蟒河等。

4 结语
本文以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这 5 个指
标构建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模糊
综合评价体系，使用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
法确定各单因素权重，根据环境驱动因子分级标
准及等级值，采用梯形和三角形隶属函数计算单
因素评价值，再使用加权平均的综合评价类型和
等距法，得到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
数综合等级结果如下：
1） 综合等级 1 为西部山地型遗址，等级 2 分
布地众多，为四周-中心混合型，等级 3 为西北黄土
型，等级 4 为中部低山-洪冲积平原型，等级 5 为东
部台塬-阶地-平原型。将其与仰韶后期时期实际
遗址分布和龙山时期遗址分布图相叠加，统计各
等级内的遗址情况，发现绝大多数集中在等级中
等及以上，验证该模型可行，同时对遗址发现的准
确率较高。该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按照位置可以

6期

毕硕本等：
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宜居度指数模糊综合评价

判断该地所处的遗址宜居度等级定量数值、自然
环境状况，以及与该地环境相似的其它地理位置

Geographica Sinica, 2013,33(4):443-449.]
[4]

Ningning et al.Spatial Modalit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2） 对 综合等级 5 这一类进行具体分析，由

in Luoyang Are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32(8):

SPSS 数据探测功能发现自然分为Ⅰ、
Ⅱ、
Ⅲ类，
分别

993-999.]
[5]

Guangliang, Xu Changjun,Xiao Jingyi. Comparative Analysis

遗址主要是坡度因子为 0°这一特征的符合度最高，

of Prehistoric Sites Distribution Around 4 ka B.P. in Gansu-Qin-

高程 100~200 m 的符合度次之；Ⅱ类型高宜居度遗

ghai Region Based on GIS.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2,32

址对高程 100~200 m 的符合度最高，对高宜居度在

(1):116-120.]
[6]

吴立,王心源,周昆叔,等.巢湖流域新石器至汉代古聚落变更与
环境变迁[J]. 地理学报,2009,64(1):59-68.[Wu Li , Wang Xinyu-

遗址较Ⅱ类土壤和地貌的符合程度是最高的。

an, Zhou Kunshu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Archae-

3）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实际中对挖掘遗址挖

ological Sites (Neolithic Age to Shang & Zhou Dynasties) on

掘潜力的评估中，对处于同样宜居度等级（本文以

the Western Shore of the Chaohu Lake. Acta Geographical Sini-

高宜居度为例）的两个地理位置，在其它同等条件
下，
满足Ⅱ类型环境特征的位置比Ⅰ类更有新遗址

侯光良,许长军,肖景义. 基于 GIS 的 4kaB.P.气候事件前后甘
青史前遗址分布分析[J]. 地理科学,2012,32(1):116-120. [Hou

合等级值的符合度和贡献度，
发现Ⅰ类型高宜居度

地貌和土壤的符合度明显高于Ⅰ型，
Ⅲ类高宜居度

杨林,裴安平,郭宁宁,等.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形态研
究[J].地理科学,2012,32(8):993-999.[Yang Lin,Pei Anping,Guo

与聚落遗址。

统计各类中五项因素的隶属度在加权前后对整个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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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2009,64(1):59-68.]
[7]

朱光耀.安徽省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与人地关系的

挖掘潜力，
而满足Ⅲ类环境特征的位置又比Ⅱ类更

初 步 研 究 [J.]. 地 理 科 学,2005,25(3):346-352. [Zhu Guangyao.

有潜力。即该研究实际意义在于判断宜居度等级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Neolithic and Xia-Shang-Zhou
Dynasties Sit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

相同地区哪个为更有新遗址挖掘潜力的一方。

ment in Anhu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05,25

4） 绝大多数宜居度高或较高的遗址分布在
郑洛地区北部和中部的伊洛河流域，靠近河流交

(3):346-352. ]
[8]

汇处及沿干流分布。
本文还分别以仰韶后期和龙山时期的实际遗
址分布数据对该等级评价系统的准确性进行验
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仰绍后期，遗址人居环境指

Nicoll K. Recent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Prehistoric Human Activity in Egypt and Northern Sudan[J]. Quaternary Sci.
Rev., 2004,23(5-6):561-580.

[9]

李开封,朱诚,王鑫浩,等. 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贵州遗址空
间分布及其自然环境背景[J]. 地理学报,2013,68(1):58-68.[Li
Kaifeng,Zhu Cheng,Wang Xinhao et al. The Archaeological

数在中等级以上遗址比例达 87.1%；在龙山时期，

Sites Distribu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hysical Environ-

中等级以上的遗址比例达 85.5%，说明该模型评价

ment from Around 260 ka B.P. to 221 B.C. in Guizhou Prov-

结果较为准确可靠。

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68(1):58-68.]
[10] 惠夕平. 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鲁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至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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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Zhengzhou-Luoyang Area
Bi Shuoben, Ling Dequan, Ji Han, Shen Xiang, Wang Ju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Jiangsu, China)

Abstract：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Abstract
sit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in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This article used five indicators, landform, soil, exposure, slope and elevation, to construct the fuzzy evaluation system about prehistoric human settlement exponent in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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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Luoyang Area, which is based on factor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geographic detector to gain the
weight of every factor,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driving factors grading standard and scale value, we used
trapezoid and triangle membership function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every factor, then we us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weighted average type and isometric method to gain the result of prehistoric human settlement exponent’s comprehensive level in Zhengzhou-Luoyang Area. Comprehensive level 1 for the western region of the site, the level of 2 are large number of distribution, is a Hybrid - Around the Center type, grade 3 is
the northwest loess type, grade 4 is the Central Hills - Flood Alluvial Plain, grade 5 is the eastern Platform-Terrace-Plain type. Overlay them with the actual site of later period of the Yangshao distribution and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ite of the Dragon Mountain, statistics of the sites in each level, it is fou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oncentr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class and above, the model is feasib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ccuracy of the
site was found is higher. To carry out specific analysis on comprehensive level 5 class, according to the SPSS
data detection function, the nature is divided into I, II, III class, count respectively the membership degree of
the five factors in the statistics of various types are calculated, and the degree of conformit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grade value a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weight. It is found that the site of type I
high livable degree i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nformi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lope factor of 0 degrees,
and the height of the 100-200 m is the second; Type Ⅱ high degree of habitable site for elevation of 100-200
m conform to the highest degree, to high livable degree in geomorphology and soils on the coincidence degre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ype I, class Ⅲ high degree livable sites representing class Ⅱ soil and topography of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pliance. In the same livable degree, two geographical positions, in other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the position to mee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I type environment than type I more new
sites mining potential, and meet the needs of type III environmental features position than type II more potential. Most livable degree high or higher site distributions in the Zhengzhou-Luoyang area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Yiluo river basin, is near the river interchange and along the main stream distribution.This article also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e of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Yangshao and Longshan period distribution data of the level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Yangshao, site environment index above the intermediate site ratio was 87.1%; In the period of Longshan, the site of the intermediate above proportion was 85.5%, indicated that the model of evaluation result is
accurate and reliable.
Key words:
words human settlement; fuzzy evaluation; Zhengzhou-Luoyang Area; settlement 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