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县域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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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土地投入和土地产出耦合协调度表征土地经济效益，采用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浙江省县域土地经济效

益空间格局演变，揭示其演化机理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5~2014年浙江省各县(市)土地经济效益均提高，但空间自相

关性降低；土地经济效益县域间差异扩大，空间分布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空间分异朝多峰值演化，高值区面积

缩减，低值区面积扩张；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主要驱动因素是建成区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地形起伏度和第三产业比

重。分析表明，为提升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应促进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和人口、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提高建成区经济要

素投入，提升第三产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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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进入第二阶段

城镇化，偏重城镇规模的扩张导致土地过快的农

转非、粗放利用[1]、利用冲突[2]，土地资源浪费[3]。

以土地经济效益为核心，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与

演化机理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对于土地资源利用

合理优化以及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目前关于土地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运用综合

评价法[4]、投入产出率[5]、DEA[6]、模糊积分[7]等方

法。在研究的空间尺度上，包括开发区[7]、县域[8]

等微观尺度，市域[9]和省域[10]等中观尺度，城市群[11]

和全国[12]为主的宏观尺度。目前中观和宏观尺度

研究中，多以市域和省域为最小研究单元，忽视

县域之间的差异性，不利于区域精细化的分析；

采用的评价方法在指标设计上未突出土地经济效

益中投入和产出的比较，部分方法和模型(如投入

产出率)能有效衡量单个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但

不利于区域之间的比较；此外，土地经济效益的

驱动因素和演化机理的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本研究以浙江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区域，从土

地投入和土地产出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在以往

研究基础上，以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表征土地

经济效益，用耦合协调度既能体现因素间的协同

作用程度，还能考虑到投入产出综合效益的大

小。采用空间分析法揭示2005~2014年浙江省土地

经济效益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采用空间变差函

数和地理探测器从三维空间角度定量分析浙江省

土地经济效益的演化机理和驱动机制。

1     研究区概况与土地利用现状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部长

江三角洲南翼，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中部丘

陵间有大小盆地错落分布。浙江省经济发达，

2005~2014年全省GDP从13 437.85×108元增长至

40 173.03×108元，GDP年均增长为12.94%，全省

总人口从4 602×104人增长到4 859×1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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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4年6月公布的浙江省第二次土地调查

数据成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浙江拥有耕地

198.67万h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8.83%；园地

62.90万hm2，占5.96%；林地568.73万hm2，占

53.91%；草地10.38万hm2，占0.97%；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88.90万hm 2，占8.43%；交通运输用地

21.27万hm 2，占2.0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85.97万hm2，占8.15%；其他土地18.24万hm2，占

1.73%。

2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是指对土地的投入与产

出(取得有效产品或服务)之间的比较，评价所选取

指标采用比值或地均值，来更直观反映单位面积

上的投入产出强度(表1)。

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资本要

素投入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8.23%，

固定资产投资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3]，

房地产投资不仅促进和提升本地区经济增长，同

时也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增长[14]。因此，资本投入

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地均房地产投资总额

表示。劳动力资源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类别、规

模与效益，劳动投入以地均就业人口数表示。土

地投入以建成区面积比重和道路密度表示，建成

区是从事非农业生产建设地段，并且具有良好的

市政公用设施，道路密度则能反映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

产出要素反映土地经济产出，经济产出以地

均生产总值、土地经济密度、地均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和地均财政收入表示。地均生产总值是土地

经济产出最直观的指标。土地经济密度是反映地

域空间扩展与其空间经济产出两个过程协调效率

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土地经济效益的关键指标[15]，

是土地经济产出和经济承载力两方面的反映。地

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反映单位土地面积上消费水

平的大小。

2.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以县域作为基础空间单元，各指标数据

源于2006~2015年《浙江统计年鉴》、2006~
2015年《绍兴统计年鉴》等。因研究时段内行政

区划进行了局部变更，为保持研究时间和空间上

的连续性，统一采用2014年《浙江统计年鉴》所

采用的行政区划。由于各指标量纲不一致，因此

对指标属性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i j =
(
Zi j −minZi j

)
/
(
maxZi j −minZi j

)
(1)

式中：Xij是指标标准化值；Zij为某一指标属

性值，maxZij、minZij分别为某一指标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

2.3    研究方法

2.3.1  改进熵值法

改进熵值法具体计算步骤不做赘述，参考文

献[16]。根据熵值法可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wj，对

指标标准化值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土地投入

和土地产出的效益水平：

Ut =

m∑
j=1

w jxi j (t = 1, 2) (2)

式中：U1为土地投入效益水平；U2为土地产

出效益水平；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xij表示第i县
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17]来确定土地投入与土

地产出交互耦合的程度，以此衡量土地经济效

益，公式为

C = 2
√

U1 × U2/ (U1 + U2) (3)

T = αU1 + βU2 (4)

D =
√

C × T (5)

式中：C为耦合度，用来描述土地投入和土地

产出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T为土地利

用综合评价指数；α和 β为待定系数，此处取

α=β=0.5；D为耦合协调度，用来度量土地投入和

土地产出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

现土地经济效益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用

来表征土地经济效益的高低。

表 1    土地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Tab.1    Indicator System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Evaluation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单位

土地

经济效益

土地投入

(A)

建成区面积比重(A1) %
道路密度(A2) km/km2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A3) 亿元/km2

地均房地产投资(A4) 亿元/km2

地均就业人数(A5) 万人/km2

土地产出

(B)

地均生产总值(B1) 亿元/km2

土地经济密度(B3) 亿元/km2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B4) 亿元/km2

地均财政收入(B5) 亿元/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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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全局Moran’s I来衡量全局空间自

相关，验证全省土地经济效益的空间分布特征，

采用LISAi衡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具体公式参考文

献[18]。需要注意的是，因研究区内存在岛屿面，

故利用GeoDa设置空间权重时采用K最近邻域法，

依据每个岛屿面的最近面作为相邻面，最终得到

K值取8。
2.3.4  空间变差函数

土地经济效益指数是区域化变量，空间变差

函数可用于揭示其空间异质性特征，描述区域化

变量随机性和结构性特征[2]。公式为

r (h) =
1

2N (h)

N(h)∑
i=1

[Z (xi) − Z (xi + h)]2 (6)

¢ ¢ ¢式中：i=1，2， ，N(h)；h为配对取样的空

间距离；N(h)为抽样间距h时的样点对的总数；

Z(xi)和Z(xi+h)分别是随机函数Z(土地经济效益指

数)在空间位置xi和xi+h上的值。

2.3.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检验地理现象与其潜在驱

动因素之间关系的空间统计方法，包含风险探

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4部分[19]。该

方法可利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开发的

地理探测器软件包实现。本研究利用因子探测检

验土地经济效益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决定力大

小，PD,U为土地经济效益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PD,U

值越大，说明因素对土地经济效益的影响越大。

利用交互探测识别不同影响因素间是否存在

交互作用。通过对两个影响因素独立作用时PD,U值

之和与双因子共同作用的PD,U值的比较，得到以下

交互作用形式[20]：

Max
[
PD,U (x) , PD,U (y)

]
<

PD,U (x∩ y) < PD,U (x) + PD,U (y)
双 协 同 作 用 ：

PD,U (x∩ y) PD,U (x)+ PD,U (y)非线性协同作用：  
Min
[
PD,U (x) , PD,U (y)

]
<

PD,U (x∩ y) < Max
[
PD,U (x) , PD,U (y)

]单 拮 抗 作 用 ：

PD,U (x∩ y) <
Min
[
PD,U (x) , PD,U (y)

]非 线 性 拮 抗 作 用 ：

PD,U (x∩ y) = PD,U (x) + PD,U (y)相互独立：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特征

3.1.1  空间格局总体特征

从2005、2010和2014年空间分异图(图1)来
看，3个时期各县(市)土地经济效益均有不同程度

的优化，全省耦合协调度平均值由2005年的

0.258上升至2014年的0.421。趋势分布图反映出，

土地经济效益在自西向东、由南到北的两个方向

上呈现上升趋势，同时Y方向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变

化率大于X方向变化率，这意味着全省土地经济效

益高值区域集中于东北部而低值集中于西南部。

具体而言“杭-绍-甬”地区为土地经济效益的热点区

 

 
图 1    土地经济效益空间分异图与趋势分布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and Evolutio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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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丽水西南部县(市)与温州西部县(市)为土地

经济效益冷点区域，这与浙江省县域经济空间格

局分布相一致[21]。

2005年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呈现出集聚

区。产生浙北、浙南两个高值区，一是以杭州市

区为核心的环杭州湾区域，二是以温州湾、乐清

湾和台州湾南部县市组成的区域。其余低值区以

面状集中分布于浙西北、浙西南以及宁波南部和

台州北部。对比2014年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

可以发现，浙北高值区范围变大，进一步向北部

以及南部延伸，浙南高值区向南部延伸。以义乌

为中心的副高值区向周围县市扩张。由于低值区

内部各县市土地经济效益提升程度不均，原本面

状集中分布的格局变得破碎化。

3.1.2  空间集聚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表明全省土地经济效益在空

间上的趋同性。图2为土地经济效益Moran散点

图，3个年份Moran’s I指数都为正数，绝大多数县

(市)都位于第一、三象限，表明浙江省土地经济效

益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但从数值上来看

Moran’s I值在3个年份依次下降，说明全省土地经

济效益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下降，空间分布集聚

度减弱。

局部空间自相关反映全省所有县(市)之间的空

间关联程度，由Moran散点图进一步得到LISA图
(图3)，反映3个年份土地经济效益空间集聚特征：

①高-高：具有显著性的高值集聚区位于环杭州湾

的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和舟山的部分县(市)以
及环乐清湾的温州和台州部分县(市)，3个年份高

值区整体分布差异不大，仅2014年南部高值区减

少了洞头县。②低-低：具有显著性的低值区主要

位于西部衢州和丽水两市，2005~2010年低值区向
 

 
图 2    Moran散点图

Fig.2    Moran Scatter Map
 

 

 
图 3    土地经济效益局部空间自相关图

Fig.3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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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延伸值缙云县，各年份低值区无显著变化。

③低-高：2005年长兴县为北部高值区“谷地”，
2005~2010年“谷地”面积扩展至安吉县，2010~
2014年，安吉县土地经济效益提高显著，“谷地”面
积缩小。

在研究时段内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的空间集

聚特征相对稳定。高值集聚区分布于海湾与海岛

县(市)，均为浙北和浙南地区的优势板块，是区域

社会经济与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增长极。而低值集

聚区多位于西部山地丘陵地区，区域自然禀赋与

地理区位条件较差。

3.1.3  空间格局演化机理

“格局-过程-机理”是地理学研究地理现象与规

律的基本范式。采用空间变差函数来研究县域尺

度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演变的内在机

理，反映其随机性与结构性特征。利用ArcGIS提
取各县域空间单元的几何中心点并将各县(市)耦合

协调度值赋予几何中心点。将几何中心坐标导入

GS+空间变差函数，通过模型进行拟合，利用块金

系数和决定系数选择最佳模型(表2)，计算3个年份

各方向上的分维数(表3)，并对土地经济效益进行

Kriging插值(图4)。
从基台值、块金值和块金系数变化情况来

看，3个指数均呈增大趋势，同时3个年份块金系

数均<0.25，这表明2005~2014年浙江省土地经济效

益的空间差异不断增大，其中由随机性部分引发

的空间差异在不断增加，而由结构性部分引发的

空间差异在不断减少。土地经济效益空间分布具

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但相关性减弱，异质性

增强，这与上述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一致。

从变程变化来看，2005~2014年变程范围扩大

37.0%，变程可用来估测区域化变量空间自相关的

有效距离。表明全省土地经济效益的空间联动效

应的作用范围在不断扩张。从拟合模型来看，3个
年份最佳模型均为指数模型，且决定系数较大，

表明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的空间演变具有较好的

表 2    土地经济效益格局变差函数拟合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Variogram Model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年份 变程 块金值 基台值 块金系数 拟合模型 决定系数(R2)
2005 353.4 0.001 05 0.013 50 0.077 78 Exponential 0.920
2010 484.2 0.002 58 0.021 86 0.118 02 Exponential 0.931
2014 484.2 0.005 85 0.029 40 0.198 98 Exponential 0.887

 

表 3    土地经济效益变差函数分维数

Tab.3    Fractal of Variogram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年份
南-北 东北-西南 东-西 东南-西北

分维数 决定系数 分维数 决定系数 分维数 决定系数 分维数 决定系数
2005 1.776 0.812 1.628 0.942 1.534 0.802 1.812 0.577
2010 1.758 0.915 1.731 0.817 1.617 0.788 1.753 0.771
2014 1.816 0.847 1.754 0.819 1.667 0.711 1.810 0.712

 

 

 
图 4    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变差函数演化(上：同向方差拟合；下：Kriging3D图)

Fig.4    Evolvement of Variogram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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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自组织性和延续性。从分维数来看，东-西方

向分维数在各年份均最小，表明浙江省土地经济

效益的空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

根据Kriging 3D图，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空间

格局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分布形态具有特

有的内部结构。从整体分布状况来看，土地经济

效益呈现出东北和东南两个“高原”地带，东北部主

要集中于环杭州湾的县(市)，东南部主要集中于温

州湾、乐清湾与台州湾南部的县(市)；西南部为

“洼地”地带，主要集中于丽水和衢州大部分县

(市)。从结构变化上来看，东北部和东南部两个

“高原”地带逐渐分离为一个“高原”地带和三个“高
峰”，表明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空间分异朝多峰值

演化，相对高值区面积缩减，相对低值区面积

扩张。

3.2    驱动机制分析

土地经济效益与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产

业结构以及土地禀赋状况密切相关。因此选取以

下影响因子：建成区比重(PER_BUA)、非农业人

口比重(PER_NAP)、第三产业比重(PER_TI)、人均

GDP(PC_GDP)、第二产业增加值(AVSI)、第三产

业增加值(AVTI)、固定资产投资(FAI)、非农业就

业人口(NAEP)、地形起伏度(RDLS)。将以上影响

因子数据导入ArcGIS，计算2005~2014年前8个影

响因子和土地经济效益平均值，通过DEM数据计

算得到地形起伏度，采用分区统计的方式计算每

个县(市)地形起伏度的平均值。

通过因子探测得到各影响因子对土地经济效

益的决定力大小的排序为：建成区比重(80.2%)>非
农业就业人口(71.7%)>人均GDP(65.3%)>第二产业

增加值(64.1%)>固定资产投资(62.6%)>地形起伏度

(61.4%)>第三产业增加值(59.5%)>非农业人口比重

(50.9%)>第三产业比重(12.9%)。
城镇化发展因子中，建成区比重对土地经济

效益变化的决定力具有主导作用。建成区作为城

市非农业生产的主要地段，城市资本要素集中，土

地投入和土地产出强度大，推动土地经济效益提

高。经济发展因子中，各因子PD,U值均大于50%，

其中非农业就业人口对土地经济效益变化的决定

力最大。

对9个影响因子进行交互探测后得到36个影响

因子对，并分为4个类型(表4)：城镇化因子对、

经济发展因子对、城镇化-经济因子对以及禀赋因

子对。

PD,U (PER BUA∩PER TI)

PD,U (PER BUA∩PER NAP)

城镇化发展因子对中，

与 交互作用最强，分别

达到92.38%和90.75%，表明建成区扩张伴随着非

农业人口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是土地经济

效益提高的重要驱动力，意味着城镇化发展中土

地和人口、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能更好促进土地

经济效益的提升。

PD,U (AVTI∩NAEP) PD,U (AVSI∩NAEP)

经济发展因子对之间均为双协同作用，

和 在此类因

子对中交互作用最强。表明非农业就业人口与第

二、三产业产值相互促进的交互作用有利于土地

经济效益的提高。

城镇化-经济因子对中，交互作用最强的6个因

子对中有5个是与建成区比重有关，各项经济发展

因子与建成区比重因子交互作用对土地经济效益

提高具有极强的驱动力，平均决定力为90.01%。

意味着当前浙江省县域土地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

仍依赖于城镇化发展中建成区面积增加与经济要

表 4    土地经济效益影响因子相互作用

Tab.4    Interactions Between Factors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影响因子
城镇化发展 经济发展 禀赋

PER_BUA PER_NAP PER_TI PC_GDP AVSI AVTI FAI NAEP RDLS
城镇化发展 PER_BUA

PER_NAP 0.907 5
PER_TI 0.923 8* 0.745 2↗

经济发展 PC_GDP 0.869 2 0.808 9 0.857 6↗
AVSI 0.903 0 0.831 8 0.831 4↗ 0.839 9
AVTI 0.927 4* 0.815 6 0.756 1↗ 0.853 5 0.680 1
FAI 0.879 3 0.808 3 0.751 1 0.817 1 0.678 1 0.669 4
NAEP 0.921 7 0.912 3 0.839 6 0.827 4 0.874 0 0.897 3* 0.835 6

禀赋 RDLS 0.917 9 0.874 4 0.828 0↗ 0.820 5 0.922 7 0.932 5* 0.911 7 0.892 0

PD;U (x\ y) > PD;U (x) + PD;U (y)
[PD;U (x) ;PD;U (y)] < PD;U (x\ y) < PD;U (x) + PD;U (y)
1.  “↗”表示因子x和y之间为非线性协同作用： 。未标注此符号表示因子x和y之间为双协同作用：Max

2. “*”表示各类型中最大的相互作用(城镇化因子对、经济和产业因子对、城镇化-经济因子对、禀赋因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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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投入增加之间的双向促进。

PD,U (AVTI∩RDLS)

(AVSI∩RDLS)

在禀赋因子对中 和P D , U

交互作用最强，表明地形起伏度较

小县域，往往受地形要素影响第二、三产业增加

值较大，从而推动土地经济效益增长。

非线性协同作用因子对具有最强的协同作

用。根据表4，任一非线性协同作用因子对中都有

第三产业比重因子，这一方面是由于第三产业比

重因子PD,U值小，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与城

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在交互作用过程中会

大幅增强对土地经济效益的决定力，产生非线性

协同作用。这表明虽然第三产业比重因子对土地

经济效益提高的直接作用力小，但其与其他要素

交互作用所产生的间接作用力强大。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土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表征土地经济效益，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

变差函数研究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的演

化规律和随机性与结构性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

筛选出影响土地经济效益的主要驱动因素。通过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

(1)2005~2014年浙江省各县(市)土地经济效益

均得到不同程度上的提高，东北部为高值区，西

南部为低值区。

(2)2005~2014年浙江省县域间土地经济效益差

异扩大，其中由随机性部分引发的空间差异在不

断增加，而由结构性部分引发的空间差异在不断

减少。

(3)2005~2014年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存在较高

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联动效应的作用范围在不

断扩张，但空间自相关性呈现下降趋势，空间分

布集聚性减弱；在研究时段内浙江省土地经济效

益的空间分布特征相对稳定，空间分布差异性主

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而东南-西北方向上土地经

济效益相对均衡，高值集聚区分布于海湾与海岛

县(市)，低值集聚区多位于西部山地丘陵地区；土

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演变具有较好的空间自组织

性和延续性，整体朝多峰值演化，高值区面积缩

减，低值区面积扩张。

(4)建成区比重和非农业就业人口的增加是浙

江省县域土地经济效益增长最强的直接驱动力。

以杭州为核心的环杭州湾城市群为全省城市化水

平最高的区域，第三产业比重大使其成为土地经

济效益的高值区，而温州和台州在“温州模式”和
“台州模式”带动下，民营经济发展良好，非农业就

业人口比重低，使其成为另一土地经济效益高值

区。城镇化因子、经济发展因子和禀赋因子之间

具有协同交互作用，能相互促进产生更强的驱动

力，其中建成区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地形起

伏度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因子交互作用中最重要的

驱动因子。浙西地区山地分布广，地形起伏大，

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受自然禀赋影响大，而形成集

中的低值区。在城市化发展带动下，建成区比

重、非农业就业人口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使

得部分地区土地经济效益增长迅速，打破原有集

中连片的低值区格局。

依据浙江省县域土地经济效益空间分异及其

驱动机制，对进一步提高区域土地经济效益提出

若干建议。当前要促进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和人

口、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

用，同时要提高建成区经济要素投入，推动土地

产出增加。优化产业结构尤其要提升第三产业比

重，浙西南地区可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旅游

休闲产业，东部地区可凭借海洋资源和港口优

势，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以此提升浙江省

土地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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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ZHEJIANG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XIA Hao1,  YUAN Shao-feng1,  YANG Li-xia2

(1. Department of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land economic benef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land input and
land output. Methods of spatial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in Zhejiang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with an aim to reveal its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driv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land economic benefit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improved while  it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s reduced from 2005 to 2014. 2) The differences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among counties are expanded,
particularly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ves towards multiple peaks with reduction of high value
area and expansion of low value area. 3)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land economic benefit are built-up area proportion,
non-agriculture employment population,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t
concludes that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land,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factors input in built-up area and increase of tertiary industry’s proportion contribute to land economic benefit
in Zhejiang Province.

Key words: land economic benefit;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driving factors; county scale;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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