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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尺度特征，从乡镇街道尺度研究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

响有利于得出更精细的结果，并为城市人口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利用第五、六

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数据，分析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自然因素对人

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1）自然因素对不同类型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对常住人

口作用强度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地形起伏度、坡度、海拔高程和河

网密度，对外来人口作用力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地形起伏度、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坡度、

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2）自然因素对不同地区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除适宜建设用

地面积外，坡度和河网密度分别对六环内、外区域人口密度影响较大。高程和地形起伏度对六

环外人口格局作用力高于六环内地区；3）两类自然因素叠加对人口密度作用的强化方式体现

为因素相互协同或因素作用力非线性增加。5类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力交互作用探测

值为1，各类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力协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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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城市研究的传统命题。1935年胡焕庸先生首次揭示

了中国人口密度分布的东南和西北分异突变线[1]。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

口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使其再一次成为研究热点。人口空间格局研究的范

围既涵盖全国[2-6]、大区域[7-9]和省域[10-11]尺度，也包括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研究[12-14]。由

于技术手段不断创新，应用定量方法刻画人口空间格局的文献日渐增多。人口空间格局

研究的常用方法包括洛仑兹曲线法[15]、空间统计分析法[4-5,16]、人口密度等值线法[17]、样带

分析法[15]、半变异函数法[11,18]等。学者们通常将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分为自然因素和

社会经济因素两类。自然因素中的高程[8,19]、坡度[20-21]、地形起伏度[22-24]、水资源量[25]、河

网分布[15,27]、适宜建设用地[26]等被证明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经济社会因素中的人

均GDP[20,27-28]、交通可达性[20,29-30]、公共服务设施[20,27]等因素也被证实是人口分布的主要影

响因素。研究方法通常为相关分析、面板数据模型[28]、空间计量回归模型[27]、空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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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模型[30]、地理加权回归[19-20]、空间叠加分析[4]等。

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格局与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的时空作用均是尺度依存的，人口空间

格局也不例外。同一影响因素对全国、省、城市尺度的人口空间格局作用强度和方向均

有差别，同时影响因素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口作用也有差异。全国层面自然因素对人口空

间格局的影响研究已有较多文献，并且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中国地形的3大阶梯和

400及800 mm等降水线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决定性作用已被证实[6]。在城市尺度，由于城

市是人类活动的高度集聚区，经济社会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常受到更多的关

注和研究。然而在城市尺度上，自然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本底是否仍然对城市人口空间

格局起着较大的制约作用，不同类型的自然因素对人口格局的影响有何差异，各类自然

因素叠加以后是否会互相强化或是互相削弱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目前这一类研究相

对少见。在城市尺度上识别各类自然因素单独以及耦合后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对于

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预测和科学的城市规划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以北京市为案例区，构建刻画人口空间格局及自然影响因素的指标，利

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不同自然因素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以及各类自然因素叠加以后

对人口空间格局的综合性作用，以期正确认识自然类要素对城市尺度人口格局的复合影

响，为城市规划和布局及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基于已有人口空间格局研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指标选择与计算方法如下：

1.1 自然影响因素选择

人口集聚地的选择不但考虑人类生物特征对于生存环境的适宜性和适应性要求，而

且考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和经济性。因此，自然因素对于人口空间格局的作用机理一方

面体现为人类适应性，如海拔高度、坡度、水资源等，另一方面体现为人类活动的经济

性影响，如地形起伏度、适宜建设用地等。因此，采用如下自然因素指标：

1）高程。高程是影响人类生活舒适性的重要指标，研究基于DEM数据，通过Arc-

GIS分区计算得到各乡镇、街道矢量斑块覆盖下的栅格数据平均值，作为每个乡镇、街

道的高程。

2）坡度。坡度通过影响人类各类建设的成本和便利度来影响人口空间格局。本研究

基于DEM数据采取ArcGIS坡度命令得到坡度栅格值，进一步应用空间分析模块中的分

区统计计算每个乡镇、街道的坡度平均值，作为该乡镇、街道的坡度。

3）地形起伏度。地形起伏度是区域海拔高度和地表切割程度的综合表征，影响人类

生活建设的成本和便利度。本研究参考已有算法[15]，采取如下公式计算：

RDLS=ALT/1 000+{[max(H)-min(H)]×[1-P(A)/A]}/500 （1）

式中：RDLS 为地形起伏度；ALT 为某一栅格单元为中心一定区域内的平均海拔高度；

max(H)和min(H)分别为区域内最高与最低海拔；P(A)为区域内坡度小于等于5°的地域面

积；A为区域总面积。ALT、max(H)、min(H)通过ArcGIS邻域分析实现，分析窗口采用

矩形窗口，以每个栅格为中心在0.9 km×0.9 km的范围内搜索提取。P(A)通过坡度和重分

类命令实现，最终通过地图代数和分区计算得到各乡镇、街道的地形起伏度。

4）河网密度。人类具有逐水而居的特征，区域发展过程中人类的聚居体现出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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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性。水资源量和河流分布是影响人口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河网密度指标

反映该要素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WSD=WA/A （2）

式中：WSD为河网密度（%）；WA为各单元的总河流面积；A为各单元面积。WA利用

ArcGIS的分区统计命令提取。

5）适宜建设用地资源量。适宜建设用地是指可被作为人口集聚、产业布局和城镇发

展的土地资源。综合考虑生活的舒适性、建设的经济性、生态敏感性与生态脆弱性和保

护基本农田等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借鉴相关研究[31]，采取以下公式提取适宜建设用地：

适宜建设用地=(高程∩坡度)-水域面积-林地面积-保护区面积-基本农田面积 （3）

式中：高程为海拔高度在500 m以下的地区，因为低海拔地区更适宜于人类居住。坡度

为按照建设部城镇建设用地适宜标准，选择坡度为15°以下的地区。高程和坡度数据均采

用栅格重分类命令获取。河流水库、林地、保护区和基本农田均转为栅格数据重新分

类，利用栅格计算器进行图层叠加计算，按属性提取适宜建设用地，并利用分区统计得

到各乡镇、街道适宜建设用地面积。

1.2 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最初被用于探寻地理空间分区因素对疾病风险的影响机理[32]。由于传统统

计方法假设较多，而地理探测器模型在应用时没有过多的假设条件，可以克服统计方法处

理变量的局限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33-34]。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可以识别影响因子，交互探测可以解释影响因子对因变量的交互

作用，是研究复杂地理因素驱动作用机理的有效工具[35]。

1）因子探测。因子探测的核心思想是比较某一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

是否具有显著的一致性，若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具有一致性，则说明这种环境因

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PDU = 1 - 1
nσ 2

U

∑
i = 1

m

nD, iσ
2
UD, i

（4）

式中：PDU为影响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力探测指标；n为乡镇、街道数量；nD,i为次一级

区域样本数；m为次级区域个数； σ 2
U 为全市乡镇、街道人口密度的方差； σ 2

UD, i
为次一级

区域人口密度方差。假设 σ 2
UD, i

≠0，模型成立，PDU的取值区间为[0,1]，PDU=0时，表明人口

密度空间分布不受影响因素的驱动，PDU值越大表明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越大。

2）交互探测。交互探测可以定量表征两个影响因子对于人口格局的作用关系，比如

对于影响人口格局的A和B因素，通过空间叠加A和B形成新图层C，C的属性由A和B

共同决定。通过比较A、B图层的因子影响力与C图层的因子影响力，可以判断两个因子

交互作用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与单个因子对人口格局的影响是更强化还是更弱化。

交互探测由以下表达式构成：若P(A∩B)<min(P(A), P(B))，说明因子A和B交互后非

线性减弱；若min(P(A), P(B))<P(A∩B)<max(P(A), P(B))，说明A和B交互后单线性减弱；

若P(A∩B)>max(P(A), P(B))且P(A∩B)<P(A)+P(B)，说明A和B交互后互相增强；若P(A∩
B)>P(A)+P(B），说明A和B交互后非线性加强；若P(A∩B)=P(A)+P(B)，说明A和B相互

独立。本文相关结果均使用GeoDetector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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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北京市人口数据来源于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数据，研究定

义的北京市外来人口数据为普查中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乡镇街道矢量数据来源于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数字高程数据来源于美国航天局（NASA）与日本经

济产业省（METI）联合发布的ASTER GDEM，空间分辨率为30 m。河流水系、自然保

护区、基本农田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科学数据中心。土地利用数

据基于Landsat TM影像采用人机交互遥感快速提取方法获得。

2 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特征

2.1 北京市人口分布集中在六环以内，且空间分布为“东北—西南”方向

北京市人口集中分布在六环以内（图 1）。2010年六环内常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75.97%，较2000年上升了4.1%，说明北京市人口分布呈现出在六环内集聚的趋势。外来

人口中的83.53%分布在六环以内，其中37.84%的外来人口分布在五环至六环之间，北部

回龙观镇、北七家镇、东小口镇，南部黄村、亦庄、良乡等地区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

2010年常住人口标准离差椭圆旋转角为64.36°，2000年为62.97°，说明人口空间分布的主

要方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格局没有大的变动。2010年外来人口标准离差椭圆旋转角为

66.23°，2000年为65.18°，说明外来人口也呈东北—西南分布，且分布方向变化不明显。

2.2 人口密度由中心城区向外梯度递减，三环以内区域人口密度最高

北京市人口密度分布规律为自中心城区向外，随着环线增加人口密度降低（图 2）。

2010年北京市人口密度在三环内达2万人/km2，三环至四环达1.6万人/km2，四环至五环

为9 590人/km2，五环至六环为3 228人/km2，六环外区域人口密度仅为336人/km2。环线

内部区域人口密度也存在较大差距，三环内人口密度最大的街道是密度最小街道的 10

倍。在六环外区域，常住人口密度最大的乡镇达到 2万人/km2，最小仅为 16人/km2。全

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常住人口相似，外来人口密度随环线增加不断减少，外来

人口在三环内达1万人/km2，六环外区域仅124人/km2。

2.3 人口分布呈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

人口密度空间自相关结果 （图 3） 显示 2010 年常住人口密度和外来人口密度的

图1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和外来人口总量空间格局

Fig. 1 Distribution of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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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值分别为0.793和0.795 （P=0.000 1），说明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均呈现出显著

的空间正向自相关。常住人口密度的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五环以内的大部分地区及北

五环外的上地和回龙观地区。人口密度的低-高区域分布在五环和六环之间，如大兴北部

的亦庄、黄村地区，丰台中部的花乡镇，朝阳区豆各庄、崔各庄以及海淀区西北旺镇和

香山镇。人口密度的高-低区多分布在远郊中心镇。外来人口密度的高-高区主要分布在

五环以内，低-高区在五环与六环之间，低-低区分布在远郊区县，如延庆县中部、门头

沟东部、房山中部和平谷、密云、顺义的交界区。

3 自然因素对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

2000—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604.3万人，约为2000年常住人口的44.5%，年平

均增长率3.8%。通过对各类自然影响因素进行分区，计算人口在各分区中的比例，结果

发现10 a中全市人口分布比例的变化较小。每个自然因素中适宜区域的常住人口分布比

例增加约 1.07%~4.82%，外来人口分布比例增加 0.63%~6.67%。虽然城市人口总量经历

图2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和外来人口密度空间格局

Fig. 2 Spatial features of permanent resident density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density in Beijing in 2010

图3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和外来人口密度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 3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manent residents density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density in Beijing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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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的变动，但变动后的分布比例仍与自然因素分布有高度相似的耦合现象，说明在

城市尺度，人口空间格局仍未突破地理环境的制约。

3.1 自然因素分布与人口空间格局叠加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一致性

3.1.1 人口密度随高程的增加逐渐降低，高程低于200 m的区域是人口集中区

高程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为-0.38 （P=0.000 1）。高程在200 m以下的区域常住人

口密度达 2 763人/km2，外来人口密度达 1 556人/km2，分别是高程 900 m以上区域人口

密度的 51.31 和 277.86 倍，是高程在

700~900 m区域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

密度的 69.62 和 212.57 倍。不同高程

之间人口密度差异显著。高程在 200

m以下的区域占总面积的39.96%，但

93.27%的常住人口和 96.77%的外来

人口集聚在该区 （表 1）。相比 2000

年各高程的人口分布，常住人口和外

来人口均体现了向低海拔地区集聚的

特征。

3.1.2 人口密度随坡度减小逐渐增大，坡度在10°以下的区域是人口集中区

坡度因素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为-0.39。坡度10°是分界点，2010年北京市坡度在

10°以下的区域人口密度为 2 892 人/

km2，是坡度为15°以上区域人口密度

的 34.74 倍。坡度对外来人口密度具

有同样显著的影响。坡度在5°以下区

域外来人口密度为2 184人/km2，是5°

~10°区域的1.58倍，是25°以上区域的

116倍。坡度10°以下区域为市域面积

的 38.25%，但集中了全市 93.42%的

常住人口和 97.13%的外来人口 （表

2）。与 2000 年相比，常住人口和外

来人口均倾向于向坡度10°以下的区域集聚。

3.1.3 人口密度随地形起伏度增加而递减，人口集中在地形起伏度0.1以下的区域

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为-0.39，说明地形起伏度较低的区域人口密度较

大。在地形起伏度小于 0.1 的区域，

常住人口密度达 3 225 人/km2，外来

人口密度达 1 844 人/km2，分别是地

形起伏度在 0.8 以上区域常住人口密

度 的 80.82 倍 和 外 来 人 口 密 度 的

362.18 倍。地形起伏度在 0.3 以下的

区域占总面积的 46.79%，但该区域

集中了全市 95.19% 的常住人口和

97.82%的外来人口 （表 3）。常住人

表1 人口密度与高程分区的空间耦合关系

Table 1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levation

统计项

常住人口

比例/%

外来人口

比例/%

面积比例/%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高程/m

<200

93.27

90.34

96.77

95.22

39.96

200~500

4.77

6.63

2.53

3.45

22.73

500~700

1.30

1.90

0.52

0.76

19.36

700~900

0.46

0.75

0.16

0.33

13.66

>900

0.20

0.38

0.04

0.24

4.29

表2 人口密度与坡度分区的空间耦合关系

Table 2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lope

统计项

常住人口

比例/%

外来人口

比例/%

面积比例/%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坡度/(°)

<5

32.70

24.15

40.62

30.09

11.95

5~10

60.72

65.78

56.51

65.19

26.30

10~15

3.26

4.85

1.47

2.17

14.65

15~20

1.91

2.87

0.86

1.34

18.80

20~25

1.15

1.82

0.40

0.76

23.81

>25

0.25

0.52

0.13

0.44

4.51

表3 人口密度与地形起伏度分区的空间耦合关系

Table 3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DLS

统计项

常住人口

比例/%

外来人口

比例/%

面积比例/%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地形起伏度

<0.1

88.96

85.11

93.73

91.77

32.66

0.1~0.3

6.24

7.81

4.09

4.89

14.14

0.3~0.5

2.74

3.84

1.45

1.96

13.99

0.5~0.8

1.55

2.34

0.61

0.95

24.01

>0.8

0.51

0.91

0.12

0.44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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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外来人口不仅倾向于分布在地形起伏度较小的区域，并且这种集聚特征在10 a内进

一步强化。

3.1.4 人口密度与乡镇、街道的河网密度呈现“U”形对应关系

北京市人口密度与河网密度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4 （P=0.1）。在没有河

流经过的40个乡镇、街道，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密度为4 228和2 092人/km2，分别是河

网密度在 0~1%地区常住人口密度和

外来人口密度的4.94和4.51倍。河网

密度在 1%~3%的乡镇、街道人口密

度高于河网密度在 0~1%的乡镇、街

道，同时低于河网密度在 3%~5%之

间的乡镇、街道。全市 86.28%的常

住人口和 85.52%的外来人口居住在

河网密度 3%以下的地区（表 4）。10

a间，河网密度在1%以上的地区吸引

了更多的人口，体现了人类亲水而居

的特性。

3.1.5 人口密度与适宜建设用地面积负相关，人口分布变动与宜建用地分布趋于一致

北京市人口密度与适宜建设用地面积相关系数为-0.421 （P=0.001）。2010年适宜建

设用地面积大于 20 km2的地区常住人口密度和外来人口密度分别为 1 133和 797人/km2。

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小于 3 km2的区域人口密度最大，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密度分别为

2 925和1 279人/km2。统计结果表明，适宜建设用地面积越大的区域人口密度越低，主要

原因在于人口密度受自然和社会经济

的双重影响。北京市适宜建设用地面

积较大的乡镇多分布在城市远郊，交

通和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因此人口

密度低于六环内区域。从人口分布格

局看，人口空间分布与宜建用地分布

越来越趋于一致。宜建用地在10 km2

以上地区，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和外来人口的占比均增加（表5）。

3.2 适宜建设用地、地形起伏度和坡度是对人口格局作用最大的自然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的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图4），其探测结果表明，各类自然因子对人口密

度的作用强度不同，且同一自然因子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人口密度的影响力存在差

异。自然因素耦合后的综合作用力增加。

1）地理探测器的探测结果表明，自然因素显著地影响了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

的空间格局。2010年各类自然因素对常住人口密度的作用强度由大到小分别为适宜建设

用地面积（0.336）、地形起伏度（0.236）、坡度（0.230）、海拔高程（0.182）和河网密度

（0.145）。对于外来人口密度影响力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地形起伏度（0.260）、适

宜建设用地面积（0.246）、坡度（0.227）、海拔高程（0.197）和河网密度（0.111）。自然

因素对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常住人口密度，适宜建设用

表4 人口密度与河网密度分区的空间耦合关系

Table 4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WSD

统计项

常住人口比

例/%

外来人口比

例/%

面积比例/%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河网密度/%

0

11.72

14.46

10.68

14.46

3.28

0~1

41.15

41.21

41.07

44.03

56.88

1~3

33.41

32.04

33.77

29.75

31.81

3~5

8.09

7.15

8.41

6.37

5.01

>5

4.72

4.32

5.05

4.44

3.03

表5 人口密度与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分区的空间耦合关系
Table 5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CL

统计项

常住人口

比例/%

外来人口

比例/%

面积比例/%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适宜建设用地面积/km2

>20

18.20

13.19

23.60

15.59

19.02

10~20

24.39

21.18

24.92

18.24

38.23

5~10

27.70

27.84

25.85

28.59

26.88

3~5

15.22

18.48

13.95

19.32

10.00

<3

14.49

19.31

11.68

18.26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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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外来人口密度影响最大的因子是地形起伏度。坡度和河网密度对

于常住人口分布的作用强度高于其对外来人口的作用强度，高程对于外来人口的影响大

于对常住人口的影响。

2）按照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特征将全市划分为六环内区域和六环外区域，分别对自

然因素影响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六环内区域对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力由大到小

的自然因子依次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0.444）、坡度（0.191）、河网密度（0.138）、地形

起伏度（0.099）和海拔高程（0.051）。六环外区域对于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力由大到小的自

然因子依次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0.161）、河网密度（0.148）、地形起伏度（0.125）、坡

度（0.110）和海拔高程（0.093）。自然因素对六环内外区域人口密度的作用差异明显，适

图4 地理探测器中自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actors in geographical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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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建设用地对六环内区域的影响更大。同时，坡度是六环内人口密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高

程和地形起伏度对于六环外区域人口格局的作用强度高于对六环内区域的作用强度。

3.3 不同自然因素对人口格局影响力交互作用，正向强化了各因素的影响力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两类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表6）。高程

与坡度、高程与地形起伏度、坡度与地形起伏度、坡度与宜建用地、河网密度与宜建用

地具有交互协同的作用，即两个因素在影响人口密度方面的作用是互相增强的。高程与

河网密度、高程与宜建用地、坡度与河网密度、河网密度与地形起伏度在影响人口密度

方面的作用是非线性增加的。各类自然因子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两类适宜人类集聚的

自然因素相叠加时，其对于人口密度的综合作用是增强的。同样，两类不宜于人类集聚

的自然因素叠加时，其综合作用显著减小了区域的人口密度值。

在ArcGIS中对 5类自然因素进行分区相交，共得到 458个分析单元，形成了 181个

自然因素的组合类别。通过空间分区统计功能计算每个分析单元的人口密度栅格平均

值，对自然因素组合类别与人口密度做地理探测分析，发现高程∩坡度∩河网密度∩地形

起伏度∩宜建用地=1，且通过了统计检验。5类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力交互作用探

测值为 1，说明自然因素综合影响力与人口密度的变化在空间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并且

这种一致性达到了最高级别。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的综合作用力值高于任意一类自然因

素单独作用的强度，也高于任意子类影响因素组合后的强度，说明各类自然因素对城市

人口空间格局的交互影响力是互相增强的。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自然要素对不同类型人口的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对常住人口密度作用强度

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地形起伏度、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

度。对外来人口密度影响力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依次是地形起伏度、适宜建设用地面

表6 自然因素交互作用对人口密度的影响

Table 6 Interactive impact of natural resources factors on population density

C=A∩B

高程∩坡度=0.241

高程∩河网密度=0.354

高程∩地形起伏度=0.239

高程∩宜建用地=0.525

坡度∩河网密度=0.401

坡度∩地形起伏度=0.280

坡度∩宜建用地=0.549

河网密度∩地形起伏度=0.405

河网密度∩宜建用地=0.411

地形起伏度∩宜建用地=0.571

A+B

高程（0.182）+坡度（0.230）= 0.411

高程（0.182）+河网密度（0.145）= 0.327

高程（0.182）+地形起伏度（0.236）= 0.418

高程（0.182）+宜建用地（0.336）= 0.518

坡度（0.230）+河网密度（0.145）= 0.375

坡度（0.230）+地形起伏度（0.236）= 0.466

坡度（0.230）+宜建用地（0.336）= 0.566

河网密度（0.145）+地形起伏度（0.236）= 0.381

河网密度（0.145）+宜建用地（0.336）= 0.481

地形起伏度（0.236）+宜建用地（0.336）= 0.572

比较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解释

高程↑↑坡度

高程↑河网密度

高程↑↑地形起伏度

高程↑宜建用地

坡度↑河网密度

坡度↑↑地形起伏度

坡度↑↑宜建用地

河网密度↑地形

起伏度

河网密度↑↑宜建用地

地形起伏度↑↑宜建

用地

注：A↑B表示A和B非线性增强；A↑↑B表示A和B互相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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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坡度和河网密度对于常住人口分布的作用强度高于其

对外来人口的作用强度，高程对于外来人口密度的影响大于对常住人口的影响。

2）自然要素对不同区域的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对于六环内区域人口密度

影响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依次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坡度、河网密度、地形起伏度和海

拔高程。对于六环外区域人口密度影响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依次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

河网密度、地形起伏度、坡度和海拔高程。适宜建设用地对六环内区域的影响更大，高

程和地形起伏度对六环外区域人口格局的作用强度高于对六环内区域的作用强度。

3）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两个自然因素交互作用时对人口密度的作用更加强化。高程与

坡度、高程与地形起伏度、坡度与地形起伏度、坡度与宜建用地、河网密度与宜建用地

对人口密度的影响具有相互协同增强的作用。高程与河网密度、高程与宜建用地、坡度

与河网密度、河网密度与地形起伏度交互作用后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是非线性增加的。5

类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交互影响的综合作用力为 1，且高于任意子类影响因素组合后的

强度。自然因素叠加后对人口空间格局的交互影响力互相增强。

4.2 讨论

在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均为直接影响因素。但是

自然因素同时也影响了经济因素的布局，在对人口空间格局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也通

过影响经济因素进一步间接地影响了人口空间格局。城市尺度的人口空间格局是否存在

类似的“胡焕庸线”，城市的增长和拓展可以多大程度上突破自然因素的限制，在城市不

同发展阶段能够以多大的代价改变自然因素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如何在保护自然环

境和经济可行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人口布局和空间规划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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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features as the scale varies.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urba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scale of street

and township could provide more precise resul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reasonabl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rangement and urban plann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in Beijing on the scale of street

and township,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eatures of both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distribution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Beijing by exploration of spatial data analysis with ArcGIS.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arious zonal natural factors o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natural factors in our analysis which have been proved to influence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clude the altitude, slop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water system

density, and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natural factor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having effects on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density were the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0.336), 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0.236), the slope (0.230), the altitude (0.182), and water

system density (0.145) in descending order according to factor dictator of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d the natural factors having impacts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density were 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0.260), the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0.246), the slope (0.227), altitude (0.197), and

water system density (0.111) in descending order. 2) The natural factors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For the region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ixth express way loop, the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was the most decisive natural influential

factor. Besides the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the slope (0.191) was the second decisive natural

influential factor to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regions inside the sixth express way loop,

and the water system density (0.148) was the second decisive natural influential factor to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regions outside the sixth express way loop. These two natural factors

had greater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than other natural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altitude had

mor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regions outside the sixth express way loop

(0.093) than they did to the regions inside the sixth express way loop (0.051). The PDU value of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regions outside the sixth express way

loop was 0.125,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regions inside the sixth express way loop which valued

0.009. 3)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detector from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showed that the overlay

impact of two natural factors on population density got intensified, and the intensified effect was

often presented as the synergy of two factors or the non- linear increase of two factors.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five natural factors on population density valued 1, which disclosed that

the natural factors enhanced each other when they influenced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Key word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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