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前提是科学认

识土地城镇化的特征及机制，其难点在于识别影响土

地城镇化的主导因素以进行针对性调控。基于空间自

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识别江苏省土地城镇

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主导因素。结果显示：①

江苏省的土地城镇化水平为38.90%，呈现出南高北低

的梯度分异格局。②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次热

点区集中分布在苏南以及苏中的南通市区、泰州市区

及其周围县（市），次冷点区包围着冷点区主要分布苏

北的县（市）及苏中的宝应县。③人口集聚类、经济

发展类、社会投资类的因素对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影

响最为显著；基础设施类、开放水平类的部分因素的

对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关键词关键词：：土地城市化；主导因素；优化热点分

析；地理探测器；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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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城镇化

进程[1]，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6》显示 2016年中国

城镇化率达到 57.35%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的出台和实施，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镇

化进程仍将快速推进[2-4]，预计 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70%

以上[5]。城镇化是人口、景观、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

转化的综合过程[6]，主要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集

聚的“人口城镇化”和农村景观向城镇景观转变的“土地

城镇化”[7]。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和人多地少的基

本国情，当前城镇化现状表现出土地城镇化显著超前于人

口城镇化的突出“人地矛盾”[8]，造成农村空心化和城市无

序蔓延等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9-11]。为促进中国城镇化

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系统认识土地城镇化过程。

土地城镇化研究已受到地理学[12]、城乡规划学[13]、土地

科学[14]、经济学[8]等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2000年以来相关

研究成果迅速增多，主要集中在土地城镇化的概念与内

涵[15]、土地城镇化的测度与表征[16]、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

化的关系 [17,18]、土地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19]、土地城镇化调

控[20]等主题。其中研究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关系的成果

较多，而对于土地城镇化的驱动因素、土地城镇化调控等

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19]。土地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变化

过程，研究其驱动因素是推进健康土地城镇化的前提和基

础。而现有研究较多采用定性方法对土地城镇化的驱动因

素 （单一因素） 进行分析，部分定量研究成果主要采用计

量回归分析，而采用地理定量方法进行探讨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

为例，在刻画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

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定量探测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地理

探测器是度量、挖掘和利用空间异质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

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新方法，与回归方法相比，该方法不仅

可以得到影响因素的显著程度，同时还有两个特点，一是

对多重共线性免疫，即无需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二是可

根据 q值大小对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可以有效识别主导因

素。本研究将地理探测器用于定量识别江苏省土地城镇化

水平的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是该方法在研究领域和研究

区域的进一步应用拓展，同时其测算结果和结论有利于制

定针对性的区域土地城镇化调控政策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地形以平原、水

面为主，两者占全省总面积的 82.38%。作为中国经济最发

达省份之一，江苏省以占全国1.12%的国土空间承载了全国

10%以上的经济总量。2014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65088.32

亿元，占全国的 10.2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1874元，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35222 元。2014 年末常住人口 7960 万人，

产业结构为19.3∶43.0∶37.7，城镇化率为65.21%，处于工

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

调查显示，土地利用以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为主，农用地占

土地总面积的60.87%；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20.99%。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林坚[20]、吴次芳和俞振宁[19]所采用的城镇用地

规模占城乡用地规模 （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和村庄用

地） 的比值来度量土地城镇化水平，所需数据来自 2014年

江苏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考虑到与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相对应，按照《江苏省统计年鉴-2015》所列出的57个县

级行政区划单元，对各地级市的市区以及所辖区统一合

并。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探测分析所需的社会

经济指标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2015》；高程、铁路等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

平台（http://www.geodata.cn）。

2.2研究方法

2.2.1空间格局分析

从全局和局部两个视角分别探测江苏省土地城镇化空

间格局特征。全局格局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对各

县 （市） 土地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在全局分

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优化热点分析对局部空间格局特

征进行探测，识别土地城镇水平分异的空间冷点和热点。

（1）全局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的

描述，能够判断出是否存在集聚，Moran's I指数是全局空

间自相关的统计量，公式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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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研究区域单元 （县或市） 的总数目； xi 和 xj 分

别是第 i 和第 j 单元土地城镇化水平； x̄ 为 xi 的平均值；

wij 为研究单元 i 与 j 之间的空间权重，采用 Rook 方式建

构。Moran's I 取值范围为[-1, 1]，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 =

0.05 时，当 I >0，表明土地城镇化水平倾向空间集聚分布；

当 I<0，倾向离散分布，当 I=0时，为随机分布。

（2）优化热点分析

优化热点分析（Optimized Hot Spot Analysis）是使用从

输入数据特征中派生的参数来执行热点分析 （Getis-Ord

Gi*） 的工具，可对数据进行查询，从而获得产生最佳热点

结果的设置 [22]。具体方法可查阅 ArcGIS 帮助文档 （http://

desktop.arcgis.com）。其中Getis-Ord Gi*数学表达式为[21,23]：

G *
i (d) =∑

j = 1

n

wij(d)xj ∑
j = 1

n

xj （2）

Z(G *
i ) = G *

i -E(G *
i )

Var(G *
i )

（3）

式中， Z(G *
i ) 是对 G *

i (d) 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值， Z(G *
i ) 和

Var(G *
i ) 分别是Gi

* 的数学期望和变异数， wij(d) 为 i 与 j 间的

空间权重矩阵， xi 和 xj 分别是第 i和第 j 单元（县或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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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镇化水平。如果 Z(G *
i ) 为正值，且显著，表明单元 i 周

边的土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高于均值），属于高值空间

集聚 （热点区）；反之，如果 Z(G *
i ) 为负值，且显著，则表

明单元 i 周围的土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 （低于均值），属

于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区）。

2.2.2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包括分异及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

险区探测、生态探测等4个探测器[24]。本文主要采用分异及

因子探测来识别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 （X） 多大程度上解

释了土地城镇化水平 （Y） 的空间分异，用 q 值度量，表

达式为：

q =∑h = 1

L

Nhσ
2
h

Nσ2 = 1 - SSW
SST

（4）

SSW =∑
h = 1

L

Nhσ
2
h ， SST =Nσ2 （5）

式中： h = 1,···,L 为因素X的分层； Nh 和 N 分别为层 h 和

研究区的单元数； σ2
h 和 σ2 分别为层 h和研究区的土地城镇

化水平 （Y） 的方差， SSW 为层内方差之和， SST 为研究

区总方差。 q值的取值区间为[0,1]， q值越大表示影响因素

（X） 对土地城镇化水平 （Y） 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

弱；当 q = 1时表明影响因素 （X） 完全控制了土地城镇化

水平 （Y）， q = 0时则表明影响因素 （X） 与土地城镇化

水平 （Y） 没有任何关系。 q 值计算及显著性检验可通过

GeoDetector软件来实现。通过比较各因素 q 的大小，可探

测出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19,25,26]，综合考虑江苏省现实

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从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人口集

聚、经济发展、社会投资、城乡差距、开放水平等7个方面

甄选出 16个指标作为土地城镇化分异地理探测的因素变量

（表1）。由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自变量共线性免疫，因此不

做处理[24]。

3 江苏省土地城镇化的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3.1总体特征

2014 年末全省城市用地 27.97×104 hm2，建制镇用地规

模为 38.91×104 hm2，村庄用地规模为 105.04×104 hm2，城镇

用地规模（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占城乡用地规模 （城市

用地+建制镇用地+村庄用地） 的比重为 38.90%，即江苏省

的土地城镇化水平为 38.90%。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

出南高北低的分异格局（图1a），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苏

南区域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最高，达到 56.30%，城镇用地规

模为 36.15×104 hm2，占全省城镇用地规模的 54.05%；其次

为苏中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为 28.65%；苏北区域的土地

城镇化水平最低，仅为23.53%。

3.2空间分异特征

采用ArcGIS10.5空间统计工具空间自相关模块对江苏

省的土地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 （图 2），结果显示 p 值

< 0.01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且 z 得分为正值，拒绝所

分析属性在研究区域内的因素之间是随机分布的零假设，

表明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并非随机的，而是

呈现出相似值之间的地理集聚现象，在县域层面存在显著

为正的空间自相关，并呈现趋同趋势，即土地城镇化水平

在空间上存在着高值县域与高值县域相邻、低值县域与低

值县域相邻的情况。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采用ArcGIS10.5优化热点

分析模块识别江苏省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值 （热点） 和低

表1 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遴选

Tab.1 Considered Potential Drivers of Land Urbanization

因素类型

自然地理因素

基础设施因素

人口集聚因素

经济发展因素

社会投资因素

城乡差距因素

开放水平因素

因素具体名称

平均高程（米）（X1）

地形起伏度（米）（X2）

公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X3）

铁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X4）

人口密度（千人/平方公里）（X5）

非农从业人口比例（%）（X6）

人均GDP（万元/人）（X7）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万元/人）（X8）

二产业比重（%）（X9）

三产业比重（%）（X10）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人）（X11）

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万元/人）（X12）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X13）

城乡消费能力对比（X14）

FDI占GDP比重（%）（X15）

外贸依存度（%）（X16）

计算方式及数据来源

据DEM数据，采用GIS工具计算

最高点高程与最低点高程的差值，据DEM数据，采用GIS工具计算

公路总里程数/土地面积，统计年鉴

铁路总里程数/土地面积，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用GIS工具计算

年末常住人口/土地面积，统计年鉴

非农从业人口/年末从业人员，统计年鉴

GDP/年末常住人口，统计年鉴

地方财政收入/年末常住人口，统计年鉴

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统计年鉴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统计年鉴

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常住人口，统计年鉴

房地产开发投资/年末常住人口，统计年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年鉴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统计年鉴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GDP，统计年鉴

进出口总额/GDP，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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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冷点） 的空间聚类格局特征。依据各县 （市） 的 Z(G *
i )

值及其对应的 P 值分成 5类，即热点区、次热点区、一般

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图1b）。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的

热点区域和冷点区域呈现出“南热北冷”的空间结构。热

点区、次热点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苏南以及苏中的南通

市区、泰州市区及其周围邻近县 （市） 等区域，该区域的

土地城镇化水平普遍较高，其中昆山市最高 （78.63%），其

次是苏州市主城区 （74.78%） 和无锡市主城区 （71.92%），

此外，常州市主城区、镇江市主城区和太仓市、张家港

市、南京市、泰州市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均在 50%以上。次

冷点区包围着冷点区主要分布苏北的 21个县 （市） 及苏中

的宝应县，这主要是该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分

布相对集中，其中沭阳、建湖、东海等8个县域的土地城镇

化水平在30%—20%之间，睢宁、滨海、涟水等9个县域的

土地城镇化水平均在20%以下。

图2 2014年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2 Moran's I Analysis of the Land Urbanization in

Jiangsu in 2014

4 江苏省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探测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及各因素变量

分别划分为3级；并进行耦合匹配分析，匹配结果如表2所

示。其中，完全匹配程度大于 50%的因素为人口密度

（X5）、非农从业人口比例 （X6）、人均GDP （X7）、人均地

方财政收入 （X8）、三产业比重 （X1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X11）、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X12）、外贸依存度（X16）（图

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技术定量分

析各影响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程度（图4）。

（1） 人口集聚类、经济发展类、社会投资类的因素对

土地城镇化的解释能力强且最为显著 （p<0.01）。在所有因

素中非农从业人口比例 （X6） 的q值最大 （0.505），且与土

地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R2= 0.522）。这主要是由

于大量的非农从业人口在城市集聚的人口城镇化过程，导

致对住房、基础设施、绿地等城镇用地的需求增加，城市

边缘区的农用地逐渐转化为建设用地，推动了区域土地城

镇化。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 （X7）、人均地方财政

收入 （X8）、二产业比重 （X9）、三产业比重 （X10） 的 q 值

均较大，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对城镇用地扩张具有强大的动

力，而欠发达地区的动力相对较弱。其中，人均地方财政

收入 （X8） 的解释能力仅次于非农从业口比例 （X6），表明

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追求是土地城镇化重要驱动因素。

土地财政收入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新增城镇用地规

模越大，地方政府所获取的土地财政收入也越多 （R2=

0.501）。夏依等[27]研究表明，2012年江苏土地财政收入占到

地方财政收入的63.2%。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三产业比重

（X10）对土地城镇化的解释能力强于二产业比重，表明第二

产业发展所带来区域土地城镇化扩张影响力在逐步减弱，

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了更多人口，进而为其提供建设基

本生产、生活设施用地的需求上升。土地城镇化对固定资

产投资存在明显的依赖关系（q=0.318，R2= 0.426），尤其是

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土地城镇水平增加的关键因素 （q=

0.428，R2= 0.479）。

（2） 城乡差距类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X13） 对土地城

镇化空间差异的解释能力 （q=0.238） 较强且显著 （p<

0.01）。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激

励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然引起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

需求增加，在城镇存量土地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需要通过

图1 江苏省2014年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和空间热/冷点

Fig.1 Spatial Pattern and Hot/cold Spots of the Land Urbanization in Jiangsu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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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土地城镇化水平（U）与各因素（F）耦合匹配分析

Tab.2 Coupling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Land Urbanization

匹配分类

完全匹配

U低—F中

U低—F高

U中—F低

U中—F高

U高—F低

U高—F中

匹配分类

完全匹配

U低—F中

U低—F高

U中—F低

U中—F高

U高—F低

U高—F中

X1（%）

47.37

3.51

12.28

15.79

10.53

7.02

3.51

X9（%）

43.86

19.30

14.04

3.51

17.54

1.75

0.00

X2（%）

42.11

22.81

0.00

14.04

10.53

5.26

5.26

X10（%）

57.89

33.33

0.00

1.75

0.00

0.00

7.02

X3（%）

42.11

19.30

8.77

10.53

8.77

0.00

10.53

X11（%）

56.14

22.81

5.26

3.51

10.53

0.00

1.75

X4（%）

43.86

17.54

1.75

21.05

5.26

5.26

5.26

X12（%）

64.91

8.77

1.75

19.30

0.00

0.00

5.26

X5（%）

54.39

24.56

3.51

10.53

3.51

0.00

3.51

X13（%）

49.12

17.54

7.02

3.51

10.53

0.00

12.28

X6（%）

59.65

28.07

1.75

3.51

7.02

0.00

0.00

X14（%）

38.60

24.56

3.51

19.30

0.00

1.75

12.28

X7（%）

70.18

7.02

1.75

12.28

3.51

0.00

5.26

X15（%）

42.11

26.32

7.02

3.51

12.28

0.00

8.77

X8（%）

75.44

12.28

1.75

7.02

0.00

0.00

3.51

X16（%）

50.88

10.53

0.00

24.56

0.00

7.02

7.02

图3 江苏省2014年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与因素空间匹配分布

Fig.3 Match Between Land Urbaniz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t Each County of Jiangsu in 2014

图4 基于地理探测的2014年各影响因素对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决定力对比

Fig.4 Geo-detected Influences of Each Factor on the Land Urbanization in Jiangsu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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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扩张的方式满足新增人口用地需求，因而引起土地城

镇化。对比江苏三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苏南 （2.11）、苏

中地区 （1.99） 的明显高于苏北地区 （1.82），这与土地城

镇化的基本格局相似。相关研究表明[28]，由于财政分权所引

发的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导致了对土地城镇化的

偏好，而农民对于土地城镇化的成果分享较少，则进一步

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 基础设施类、开放水平类的部分因素对土地城镇

化空间分异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且较为显著 （p<0.05）。其中

公路密度 （X3） 的 q 值为 0.144，表明区域道路交通的发

展，有助于非农业人口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对于土地城镇

化水平的提高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区域交通道影

响土地城镇化空间上的扩展规模、模式和方向。FDI占GDP

比重 （X15） 的 q值为 0.131，外商直接投资的落实必须有物

质空间作为载体；同时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转

型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影响产业集聚规模、劳动力

集聚程度，进而影响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

（4） 自然地理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的解释

能力较小且不显著 （p>0.05）。虽然相关研究发现土地城镇

化分异与地形分布有一定的关联[19]，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地

形等因素的解释能力较小，这主要是因为江苏省地形以平

原为主，平原面积占江苏省面积的 70%以上，省域内地形

特征差异有限。此外，地理探测交互探测结果表明 （限于

篇幅，结果并未列出），地形起伏度 （X2） 与非农从业人口

比例 （X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X8）、人均房地产开发投

资 （X12） 等因素与交互后因素解释力显著最强， q 值分别

达到0.631、0.644、0.641。这意味着，地形因素在作为单一

因素解释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能力较弱，但是与其他因素

交互后因素解释力增强。

通过以上分析来看，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

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从土地城镇化需求侧来看，人口集

聚、经济增长、要素 （资本） 投入以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

收入的追求是土地城镇化主要驱动因素。经济发展带动了

二三产业对土地和劳动力需求，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

能够承担制造、物流、仓储和运输等功能的生产用地，同

时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吸收人口集聚，导致对住房、基础设

施、绿地等生活、生态用地的需求增加。发展型政府是土

地城镇化的主要推手，土地财政收入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

主体，地方政府所获取的土地财政收入取决于新增城镇用

地规模。从土地城镇化的供给侧来看，土地利用比较效

益、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所显化的城乡

收入差距是主要驱动因素。土地利用比较效益与耕地和基

本农田保护制度共同影响城镇建设用地的增量扩张。由于

对劳动生产率的追求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力，同一块

土地用于城镇建设获得的经济效益要远大与用于农业用

途，为了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大量的农用地被转变成城

镇建设用地。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国家出于粮食安全和生

态安全的需求对农用地尤其是耕地和基本农田的用途转

变，采取了严格的制度约束，从而影响土地城镇化供给的

数量和空间位置。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影响土地城镇化

的存量转化途径。人口的城镇化和非农化过程导致了农村

空心化，宅基地等大量的农村建设用地闲置严重，而现有

的政策法规限制了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从而影响农民土

地收益。同时，土地征收作为我国土地城镇化的唯一合法

途径，而在此过程中土地征收补偿较低，农民分享土地城

镇化成果程度较低。因此，土地利用比较效益、农村建设

用地流转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农民在乡村的收入较

低，而城乡收入的差距加剧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

必然引起供居住和生活的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需求增加，

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在土地城镇化供给侧的作用进一步传导

至需求侧。

5 结论与讨论

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且存在

正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江苏省的土地城镇化水平为

38.90%，其中苏南最高 （56.30%），苏中其次 （28.65%）；

苏北最低 （23.53%）。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次热点区

主要集中分布在苏南以及苏中的南通市区、泰州市区及其

周围的临近县 （市） 等区域，次冷点区包围着冷点区主要

分布苏北的21个县（市）及苏中的宝应县。

江苏省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综合影

响。人口集聚类、经济发展类、社会投资类的因素对土地

城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城乡差距类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因素对土地城镇化空间差异的解释能力较强。基础设施

类、开放水平类的部分因素的对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有一

定的解释能力。与上述因素相比，自然地理因素 （地形）

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分异影响较小，但与其他因素交互后解

释力明显增强。总体来看，人口集聚、经济增长、要素

（资本） 投入以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收入的追求是土地城镇

化的需求层面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土地利用比较效益、农

村建设用地流转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所显化的城乡收入差

距是土地城镇化的供给侧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合以往学者研究所得出的土地城镇化所产生的问题

以及本研究所识别的主导因素，未来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对

土地城镇化加以调控：①加快破除“人口城镇化”制度约

束。通过对户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实现人口的自由

流动，使得“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匹配。②建

立完善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

乡规划的前提下，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逐步形成统一

的土地市场和土地价格。③限制土地城镇化“摊大饼”式的

无序扩张。通过划定城市扩展边界、土地用途管制等手

段，限制城镇新增用地规模，提高土地集约节约程度。④转

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职能从发展型

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房产财产税的年税制

度，增加地方政府财税收入来源，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

财政”的依赖程度；转变以GDP为唯一标准对地方政府和

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减少政府对土地城镇化的行政干

预。⑤重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规范土地国有化程序，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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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土地收益增量，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保障失地农民

权益和发展，使得农民分享更多的土地城镇化成果。

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的空间尺度 （经济区尺度、县域

尺度），同时扩展时间尺度，采用定量方法全面识别土地城

镇化驱动的主要控制因素，揭示其驱动机制及预测未来的

演变趋势，制定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土地城镇化优化路

径和调控措施，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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