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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
——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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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土高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与农村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村域多维贫困及空间

异质性有助揭示乡村贫困原因及空间格局。以宁夏彭阳县为研究区，运用A-F法对村域多维贫

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回归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了系统分

析。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多维贫困程度较深，K = 3时，多维贫困指数（MPI）为0.045，平均

剥夺份额0.361，主要致贫维度是住房、健康和教育，贡献率分别为0.263、0.245、0.227，收入维度

贡献率仅占0.130；② MPI空间自相关Moran's I值为0.2，即存在正相关，呈现“南北高，中部低”

的格局；③ 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行政村到镇中心的距离、村平均高程、村委会到主要河流的距

离是影响MPI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子，其决定力q值分别为0.552、0.396、0.326，且在最小二乘

线性回归（OLSR）和分位数回归（QR）中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④ 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形

成了黄土高原农户福利缺失、基础设施落后与产业发展受阻、乡镇政府职能被削弱的村域多维

贫困空间分异机制。⑤ 最后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源上解决农

村医疗、住房、交通设施落后等难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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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战略保障[1]。2013-2016年4年间，中国农村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
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5%[2]，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3]。但截止2016年底，中国仍
有4335万贫困人口，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深度贫困地
区[4]，其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大，往往因不同规模、群体性的能力被剥夺而导致，表
现为整个村庄甚至更大范围的地域性、群体性贫困[5]，属于典型的多维贫困。如何科学分
析和系统研究中国特定地域、特定群体贫困的空间异质性对于分区域、分类别实施扶贫
具有重要引导作用[6]。在脱贫攻坚拔寨阶段，从多维贫困角度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
题，对于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具有现实意义。当前贫困已从收入、支出等单一的经济概

收稿日期：2017-10-09; 修订日期：2018-05-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61042, 41761034); 宁夏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NZY201604)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661042, No.41761034; The Key R&D Program of Soft

Science Project Foundation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No.NZY201604]

作者简介：文琦(1979-), 男, 宁夏彭阳人, 博士, 教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0872M), 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与

资源环境评价。E-mail: wenq98@163.com

通讯作者：马彩虹(1974-), 女, 宁夏西吉人, 博士,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评价与GIS/RS应用。

E-mail: mchyanni@163.com

1850-1864页

网络出版时间：2018-10-15 11:15:39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856.P.20181015.1115.006.html

wjf
高亮

wjf
高亮



10期 文 琦 等：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

念向教育、健康、居住、社会保障等多维视角转变。2016年，中国政府提出的贫困户退
出标准强调，需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学术界对于贫困的评价标准亦由单一收入
线转向多维贫困评价。多维贫困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 Sen）在

“能力贫困”理论基础上建立，他认为贫困不仅局限于农户收入的低下，还应包括其在健
康、教育等多方面能力的缺失，这是对贫困认识质的飞跃[7-8]。2007年，Alkire和Foster提
出A-F多维贫困理念，创立了多维贫困识别、加总和分解的测算方法，用多维贫困指数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表征多维贫困综合状况[9-10]，MPI不仅可以从个体
角度反映不同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还可以从整体上反映多维贫困发生
率以及贫困深度，有助于揭示各维度匮乏程度及其相互联系，从而确定主要致贫维度。

A-F法开创了贫困多维综合评估的先河，自提出至今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应用[11-12]。
Castro 等测度了 2004-2008 年秘鲁多维贫困情况，并与收入维度贫困进行了比较 [13]。
Battiston等评价了拉美地区各国多维贫困水平，并对 1992-2006年间减贫效果进行了追
踪[14]。王小林等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从住房、教育、饮用水等8个维度计算了
中国多维贫困指数，开启了中国多维贫困研究的先河[15]。另外，学者们分别从国家、区
域、省域、县域、村域等不同尺度评价了多维贫困程度[16-19]。总的来看，多维贫困研究侧
重于对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20-22]，而对多维贫困深层次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多维贫
困测度结果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定性分析的成果丰富[23-24]，定量分析的成果相对较少；研
究宏观、中观尺度的成果较多[25-27]，村域尺度较少且现有研究仅从单个或若干独立村来测
度，地域系统性有待完善。在精准扶贫攻坚期，村域尺度的贫困研究相对县域、镇域尺
度更有利于精准到户，更具执行力和操作性。因此，如何深入分析村域尺度多维贫困的
致贫原因、探索其空间分异规律，挖掘多维贫困的深层次机理，成为破解深度贫困地区
发展瓶颈的重要命题。

黄土高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和农村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生态脆弱与经济落后往往
具有孪生性，这是人与自然环境长期作用的结果。1994年，黄土高原地区47%的县被列
入“国家八七扶贫计划”，约有一半的乡村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贫困线[28]。2001年，国务
院批准的 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黄土高原地区有 115个，占比 19.43%。长期以
来，黄土高原地区因水土流失、生态退化、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贫困呈现地域性集中态
势。自然条件约束致使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贫困和低水平的生产力又造成了较低水平的
固定资产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提升缓慢，进而造成当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得生态环
境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可见，黄土高原地区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可
持续发展。而收入、住房、健康状况、教育、地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多种维度因
素都可能对该地区贫困的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选择位于黄土高原的宁夏彭阳
县，从村域视角出发，测度黄土高原地区多维贫困，分析其空间分异规律和发生机理，
以期为该类地区脱贫攻坚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决策参考。

2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村经济落后、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难度大。宁夏
彭阳县位于黄土高原西北部，六盘山东麓，是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自然灾害频发，
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地理位置介于106°32E'~106°58'E、35°41'N~
36°17'N（图1）。彭阳县下辖4镇8乡，156个行政村、4个居民委员会，农村人口19×104

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75.59%。年降水量 450~550 mm，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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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呈坡状倾斜。红
河、茹河、蒲河纵横东西，境内 5 条
大沟，100 多条小沟形成了群山迭
起，沟壑纵横的复杂地貌。全县分 3
个自然类型区：北部为黄土丘陵区，
约占全县总面积 57.9%，位于黄土高
原中部，海拔 1294~1992 m，地势起
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中部
为河谷残塬区，约占 28.9%，海拔
1286~1873 m，地势平坦，川塬相间，
灌溉便利，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西南
部为土石质山区，靠近六盘山山麓，
约占 13.2%，海拔 1900~2416 m，地势
陡峭。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所用的 30 m DEM 数据为
ASTR GDEM数据；农户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纯收入、房屋状况、饮水情
况等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数据。依照95%的置信水平、容许的抽样误差为3.5%
的要求下进行抽样，全面覆盖了彭阳县12个乡镇，并按分层抽样的原则在12个乡镇抽取
行政村，同一乡镇中抽取不同地理条件（海拔、地理位置等）的行政村，在村中遵循随
机性原则抽取农户，共计调研50个行政村、完成有效问卷830份（表1）。
3.1 多维贫困的测算
3.1.1 维度和指标的确定 MPI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发
展中心（OPHI）合作开发的评价多维贫困的参数。本文结合中国贫困人口退出“两不
愁、三保障”的标准对多维贫困维度和指标进行了适当调整，具体如下：① 选取UNDP
所确定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另外还增加了收入、住房安全和资产状况3个
维度。② 结合UNDP的指标、国家贫困人口退出标准及参与式调查的结果建立如下评价
指标体系（表2）。因所调研农户家中不存在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的现象，因
此教育维度中该项指标更换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③ 确定各维度每项指标的剥
夺临界值。④ 确定各指标权重。本文在等权重法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打分结果确定各指标
权重。⑤ 维度加总包括2个步骤：先计算多维贫困人口发生率H；再计算多维贫困平均
剥夺份额A。多维贫困指数MPI = H×A。
3.1.2 多维贫困测算方法 本文沿用Alkire-Foster以剥夺临界值Z及贫困临界值K对农户
进行多维贫困识别的测算方法。即当农户某个指标得分达到Z时，表明农户该指标被剥
夺，被剥夺的指标数量大于等于K时，该农户属性识别为贫困（多维）。在分析多维贫困
程度和各维度贫困特征时，采用维度“加总—分解”的方法，“加总”指通过各维度加
总，得到评价农户多维贫困程度的MPI；“分解”是通过维度分解得到各指标的贡献度
C，进而分析农户的主要贫困指标（表3）。
3.2 空间异质性分析
3.2.1 空间局域异质性分析 空间自相关可以分析空间局域异质性，即区域内某村与相邻

表1 样本选择结果
Tab. 1 Sample selection scheme

自然类型区

北部黄土丘陵区

中部河谷残塬区

(西)南土石质山区

合计

样本村数量(个)

25

16

9

50

抽样户数(户)

390

352

88

830

图1 宁夏彭阳县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of Pengyang in N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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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贫困指数的空间相关程度。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下，Moran's I介于（-1, 1）。I值越趋近

于1，表示研究单元正相关性越显著；I值越趋近于-1，负相关性越强；Moran's I接近0

时，呈随机分布。

I =
∑
i = 1

n ∑
j = 1

n

Wij(Yj - Ȳ )

S2∑
i = 1

n ∑
j = 1

n

Wij

（1）

式中：I为Morans' I指数；n为研究区村个数；Yi和Yj分别 i村和 j村的观测值；Wij为空间

权重矩阵；S2为观测值的方差； Ȳ 为观测值的平均值。

3.2.2 空间分层异质性分析 地理探测器由王劲峰等[29]创建，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30-31]、

区域经济[32-33]、精准扶贫[1]等领域，是一种新型空间分异性分析工具[34]。本文借助地理探

测器探讨影响研究区50个行政村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的因子，若某因子和多维贫困的强

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一致性，则说明其对多维贫困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具有影响。各因

子的地理探测力值可表示为：

表2 多维贫困测量的维度、指标、临界值和指标描述
Tab. 2 Description of dimensions, indicators, and threshold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

维度

a收入维度

b教育维度

c健康维度

d住房安全维度

e生活维度

f资产状况

指标

a1家庭人均纯收入

a2贷款额度

b1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c1购买农村新农合保险

c2家中患病人数

d1安全住房

e1饮水安全

e2冬季取暖保障情况

f1家中大型耐用消费品

f2人均耕种土地面积

权重

1/5

1/5

1/5

1/5

1/10

1/10

1/10

1/10

1/5

1/10

1/10

1/5

1/20

1/20

1/20

1/20

临界值Z

2800元

10000元

6年

1

1

1

1

-
1

1

指标描述

≤ 2800元，赋值为1，否则为0

≥ 10000元，赋值为1，否则为0

≤ 6年，赋值为1，否则为0

家庭成员中未购买赋值为1，否则为0

家中有1人为大病或长期慢性病患者或残疾
人赋值为1，否则为0

无安全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 9 m2赋值为
1，否则为0；

安全饮水有困难赋值为1，否则为0

冬季取暖有困难赋值为1，否则为0

没有大型农机具，轿车、客车、大型货车
等赋值为1，否则为0

人均耕种面积≤ 1亩，赋值为1，否则为0

表3 多维贫困测算变量释义
Tab. 3 Variable definition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

变量名

Z剥夺临界值

g0剥夺矩阵

K贫困临界值

H多维贫困发生率

A平均剥夺份额

MPI多维贫困指数

C指标贡献度

释义

Z(1×d)是测定各维度相应指标是否被剥夺的阈值，d表示指标数量。

g0(m×d)是用来存储贫困m个农户被剥夺的情况。若贫困个体某个指标被剥夺则赋值为1，否则
为0

K表示农户家庭贫困维度，0 ≤ K ≤ d，多维贫困测算K一般取值2~d之间

H = p/P，式中，p表示多维贫困人口，P表示研究区域总人口

A =
∑

h＝1

h

Ch( )K

q
，式中，Ch(K)表示不同K值个体h被剥夺的指标数量；q表示多维贫困人口

MPI是表示一个地方贫困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公式为MPI = H×A

C = wh×CHh/MPI，式中，wh表示第h指标的权重值；CHh表示第h指标被剥夺的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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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 = 1 - 1
nσ2∑

i = 1

M

nX, iσ
2

X, i （2）

式中：q为探测因子X的探测力值，q∈[0, 1]，q值的大小可探测出影响多维贫困空间分异
的主导因子，q值越大，则X对多维贫困分异的影响越大。设要素X离散化后有M级分
类，则nX,i表示在因子X的 i级内的样本数；n为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所有样本数，n所有 i级
（i = 1, 2, 3…, M）的nX,i和σ2为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

4 测算结果与分析

4.1 研究区多维贫困测算结果分析
4.1.1 单维贫困测算结果 K=1时多维贫困发生率H = 0.806，即80.6%的农户至少有1项
指标被剥夺。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1年后，农户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降至较低水平，收
入维度中人均纯收入指标的贫困发生率仅为 0.54%，贫困的主要致贫维度为健康、住
房、教育，收入维度排第4位，生活和资产维度分别位于第5、6位（表4）。健康维度贡
献率为0.324，18.99%被访家庭成员中患有大病、慢性病或残疾；住房安全维度贡献率为
0.246，17.74%被访者住房为土坯房、彩钢房或安全住房尚未入住；教育维度贡献率为
0.183，14.79%的被访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 6 年；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为
0.127，0.50%的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国家扶贫标准线，20.72%的家庭贷款金额超过 1 万
元；生活维度贡献率为0.087，20.10%的农户表示村庄安全饮水困难，1.23%的农户表示
冬季取暖有困难；资产维度剥夺程度相对来说较低，但10.60%的受访农户表示家庭耕地
不足。说明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户收入贫困的比例已大幅下降，但农户健康问题短期内无
法解决、人畜饮水工程、安全住房等建筑工期较长，使研究区农户健康、生活和住房安
全维度的剥夺情况仍较严重。

4.1.2 多维贫困测算结果 单维度分析显示研究区明显存在着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当
贫困剥夺临界值K = 2时，H = 0.421，即 42.1%的农户至少存在 2项指标被剥夺；K = 3
时，12.6%的农户有3项指标被剥夺；K ≥ 4时农户同时存在4项及以上指标被剥夺的情
况并不多见，且不存在农户有 6个项指标被剥夺的情况。因K值较小时，贫困指标不能
充分覆盖多个维度；K值较大时，多维贫困人口数量少、代表性弱，无法表征研究区整
体多维贫困特征。根据《人类发展报告》规定，多维贫困为农户家庭≥ 33%的指标被剥
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村域多维贫困分析。K = 3 时，研究区多维贫困发生率 H =
0.126，总体MPI为0.045，平均剥夺份额A为0.361，研究区多维贫困程度较深（图2）。

此外，为揭示研究区主要贫困维度，本文在UNDP-MPI等权重赋值的基础上结合专
家打分法[22]，将6个维度权重确定为0.2、0.2、0.2、0.2、0.1、0.1，计算6个维度对总体

表4 不同K值下的多维贫困测算结果和各维度贡献率
Tab. 4 Measurements and index contribution of each dimension under different K-values

K

1

2

3

4

5

H

0.806

0.421

0.126

0.026

0.007

A

0.189

0.264

0.361

0.454

0.473

MPI

0.152

0.111

0.045

0.012

0.004

收入维度

0.127

0.127

0.130

0.147

0.135

教育维度

0.183

0.201

0.227

0.215

0.269

健康维度

0.324

0.290

0.245

0.220

0.192

住房维度

0.246

0.257

0.263

0.283

0.269

生活维度

0.087

0.091

0.090

0.082

0.077

资产状况

0.034

0.034

0.046

0.054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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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 的贡献度（表 2）。结果发现，研究区
各维度指数和对 MPI 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
均为住房、健康、教育、收入、生活和资
产维度。其中住房维度贡献率高达 0.263、
健康维度贡献率达 0.245、教育维度贡献率
达0.227，最低为资产维度，贡献率为0.046
（图 3）。说明K = 3时，主要致贫维度是住
房、健康和教育，这与本文单维度的贫困
测算结果吻合。可见，精准扶贫背景下彭
阳县贫困已不再是单纯的收入贫困，健康
维度的剥夺和安全住房的缺失等是现阶段
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巩固精准扶贫成
果还需在改善贫困户健康状况、落实住房
安全、保障基本生活（饮水安全、冬季取
暖）等方面入手。其次，从各维度分别来
看（图4），K = 3时不论是整体MPI还是各
维度均表现出连片性，村域间的贫困存在
异质性。本文提取了研究区各村相关数
据，将对多维贫困综合指标 MPI 空间异质
性进行深入分析。
4.2 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分析
4.2.1 基于Moran's I的空间局域异质性分
析 对研究区村域的 MPI 进行空间自相关
分析，得到Moran's I值为0.2，Z值高于2.5
且通过 1%置信检验，表明研究区MPI呈现
出较显著正相关，空间集聚较强、存在异
质性。因样本村未能完全覆盖研究区，故
采用Kriging法进行插值，以模拟多维贫困空间格局，剖析多维贫困空间局域异质性。将
村域MPI数据进行K-S检验，sig值大于0.05，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村域MPI数据可
以用Kriging进行模拟，半变异函数R2 = 0.949，RSS = 4.106×10-8，C0+C=1.440×10-3。

结合图 2、图 4 和图 5，可以看出研究区 MPI 及其各维度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均呈现
“南北高，中部低”的格局，MPI越高多维贫困程度越深，表明南北多维贫困程度比中部
深。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北部峰值高、范围广，即彭阳县北部多维贫困程度要略高于南
部，与学者划分的彭阳县强、中、弱三级限制开发区结果基本一致[35-36]。强限制开发区的
贫困程度往往比中、低限制开发区更深，限制开发区居民生活和村庄发展等极易受环境
条件限制，而这些因素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难以进行定量研究，为此本文引入地理探
测器探测多维贫困和环境因素在空间分异上的深层次联系。
4.2.2 基于q-statistic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分析 为分析村域MPI空间异质性，本文综合考
虑资源禀赋、区位等地理因素，选取行政村到主要河流距离（x1）、行政村到主要干道距
离（x2）、村所在镇到县城中心距离（x3）、村到乡镇中心距离（x4）、行政村平均坡度
（x5）、行政村平均高程（x6）、行政村人口规模（x7），因彭阳县少数民族人口超过 30%，
且各村比例相差较大，故加入调查农户回族比例（x8），共计8个因子。利用SPSS进行了

图3 各维度的指数贡献度
Fig. 3 Index contribution of each dimension

图2 彭阳县村域多维贫困指数MPI测算结果
Fig. 2 MPI at the village level of Pe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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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化分类，采用风险探测器探测调节至
最适分级（表5）。

因子探测器探测单个因子对 MPI 变化
的贡献量排列顺序如下：x3 > x4 > x6 > x2 >
x1 >x7 > x5 >x8，通过对q值、p-value数值较
低的因子进行筛选，去掉 x2、x7、x8。筛选
后的排序为 x3 > x4 > x6 > x1 > x5，对应的 q
值 分 别 为 0.552、 0.414、 0.396、 0.326、
0.100，x3、x6、x1对MPI空间分异起主导作
用，但因 x4对应的 p-value不高即其产生作
用的可能性略低，x5对应 q值略低，说明 x4

与x5起次要作用。利用交互探测器探测因子
间交互作用发现：两因子交互作用要大于
单因子作用（表 6）。（x1∩x3）的影响力 q值
最大，达 0.999，其次是（x2∩x6）的影响力
q值，为0.998，而（x5∩x8）的影响力q值最小，为0.204。因子间相互作用形成了研究区
MPI特定空间格局，利用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各因子相互作用下多维贫困发生机理。
4.3 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发生机理分析
4.3.1 MPI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MPI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进行诊
断，得到各因子 q 值，由高到低依次为 x3 （0.552）、 x4 （0.414）、 x6 （0.396）、 x1

图4 彭阳县各维度贫困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each dimension of Pengyang

图5 彭阳县村域MPI克里金插值3D模拟图
Fig. 5 3D simulation of Kriging interpolation of MPI

at village level of Pe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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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地理探测器的变量和指标说明
Tab. 5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measures of Geodetector

影响因子

x1村委会到主要河流的距离

x2村委会到主干道路的距离

x3村委会到镇中心的距离

x4镇中心到县城的距离

x5行政村平均坡度

x6行政村平均高程

x7行政村人口规模

x8调查农户回族比例

数据获得途径

ArcGIS距离工具

ArcGIS距离工具

ArcGIS距离工具

ArcGIS距离工具

ArcGIS坡度分析，栅格统计

ArcGIS栅格统计

直接获得

直接获得

单位

km

km

km

km

度

m

%

%

分级

19

10

19

13

8

22

8

4

q值

0.326

0.334

0.552

0.414

0.100

0.396

0.302

0.020

p-value

0.871

0.153

0.570

0.197

0.820

0.949

0.075

0.826

表6 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Tab. 6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terogeneity factor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C

x1∩x2 = 0.674

x1∩x3 = 0.999

x1∩x4 = 0.896

x1∩x5 = 0.926

x1∩x6 = 0.674

x1∩x7 = 0.974

x1∩x8 = 0.568

x2∩x3 = 0.674

x2∩x4 = 0.951

x2∩x5 = 0.625

x2∩x6 = 0.998

x2∩x7 = 0.628

x2∩x8 = 0.393

x3∩x4 = 0.947

x3∩x5 = 0.965

x3∩x6 = 0.989

x3∩x7 = 0.817

x3∩x8 = 0.678

x4∩x5 = 0.503

x4∩x6 = 0.899

x4∩x7 = 0.860

x4∩x8 = 0.463

x5∩x6 = 0.927

x5∩x7 = 0.444

x5∩x8 = 0.204

x6∩x7 = 0.989

x6∩x8 = 0.901

x7∩x8 = 0.359

A+B

x1(0.326)+x2(0.334)

x1(0.326)+x3(0.552)

x1(0.326)+x4(0.236)

x1(0.326)+x5(0.100)

x1(0.326)+x6(0.396)

x1(0.326)+x7(0.302)

x1(0.326)+x7(0.020)

x2(0.334)+x3(0.552)

x2(0.334)+x4(0.237)

x2(0.334)+x5(0.100)

x2(0.334)+x6(0.396)

x2(0.334)+x7(0.302)

x2(0.334)+v8(0.020)

x3(0.552)+x4(0.236)

x3(0.552)+x5(0.100)

x3(0.552)+x6(0.396)

x3(0.552)+x7(0.302)

x3(0.552)+x8(0.020)

x4(0.236)+x5(0.100)

x4(0.236)+x6(0.396)

x4(0.236)+x7(0.302)

x4(0.236)+x8(0.020)

x4(0.100)+x6(0.396)

x4(0.100)+x7(0.302)

x4(0.100)+x8(0.020)

x6(0.396)+x7(0.302)

x6(0.396)+x8(0.020)

x7(0.302)+x8(0.020)

结果

C>A+B

C>A+B

C>A+B

C>A+B

C>Max(A, B)

C>A+B

C>A+B

C>Max(A,B)

C>A+B

C>A+B

C>A+B

C>Max(A,B)

C>A+B

C>A+B

C>A+B

C>A+B

C>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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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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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6）、x5 （0.100），且交互探测器探测发现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空间异质性的影响远
超过单因子作用。本文利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R）和分位数回归（QR）探究因子
间交互作用对MPI的影响。OL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因子的VIF值均远<5，说明各因子
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符合回归分析条件，0 < DW系数< 2，因此 x1、x3、x4、x5、x6与
MPI呈正向相关，模型拟合度的调整R2值为0.789，表明各该模型中的因子能解释MPI全
部变异的78.9%，模型的拟合度好（表7），与地理探测器探测结果吻合。

此外，受研究条件、研究对象等限制，收集到的数据可能存在偏态、异常值等情
况，无法完全满足OLSR的前提假定，QR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和视野，当自变量
确定时，在因变量的不同水平上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数据信息，从而更真实、准确地反映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将QR作为OLSR方法的有效补充，分析结果
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在分位数1/5、1/4、1/2、3/4、4/5的回归结果中各项因子和常数
项的系数波动不大，模型稳定性较好，但该模型仅用于分析研究区影响MPI分异的因
子。模型为：

y = -1.058 + 0.033x1 + 0.002x3 + 0.002x4 + 0.011x5 + 0.001x6 - 0.113x8 （3）

地理探测器筛选出的 x3、x6、x1、x4在OLSR和QR分析结果中均有较显著水平，x5在
1/5、1/4、1/2分位的显著性不高。但综合地理探测器、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研究区MPI
受多种因子影响，其中 x3、x6、x1起主要作用，x4、x5起次要作用。这与研究区南北部海
拔和坡度较大，乡镇内部行政村相对分散，以及中部海拔相对较低、地形平坦、人口居
住集中等地域特征相符。

表7 回归分析结果
Tab. 7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常数

N

OLSR

-0.033***

(-11.230)

0.000

(0.303)

0.002***

(3.235)

0.002***

(7.231)

0.011***

(3.258)

0.001***

(8.161)

0.000

(1.622)

-0.113***

(-8.549)

-1.058***

(-7.216)

50

QR-10

-0.022***

(-4.014)

0.000

(0.869)

0.002***

(4.059)

0.002***

(4.018)

0.005

(1.187)

0.000***

(3.661)

0.000***

(2.289)

-0.085***

(-4.280)

-0.722***

(-3.308)

50

QR-25

-0.021***

(-3.593)

0.000

(0.332)

0.002***

(3.088)

0.002***

(4.077)

0.004

(0.973)

0.000***

(3.245)

0.000

(1.670)

-0.082***

(-3.760)

-0.645***

(-2.898)

50

QR-50

-0.026***

(-4.005)

0.000

(0.050)

0.002**

(2.178)

0.002***

(3.429)

0.008

(1.365)

0.000***

(3.525)

0.000

(1.241)

-0.087***

(-3.459)

-0.828***

(-3.120)

50

QR-75

-0.036***

(-5.569)

0.002

(0.628)

0.002**

(2.249)

0.002***

(3.107)

0.015**

(2.546)

0.001***

(4.921)

0.000

(1.303)

-0.116***

(-4.138)

-1.168***

(-4.389)

50

QR-90

-0.038***

(-11.473)

0.002

(0.975)

0.002**

(2.380)

0.002**

(2.452)

0.019***

(3.336)

0.001***

(6.802)

0.000

(0.825)

-0.141***

(-7.094)

-1.383***

(-6.238)

50

注：OSL模型的调整R2 = 0.789；表中为各因子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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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发生机理分析 由以上研究可知黄土高原地区村域多维贫困具有空间异质性，多种
因子相互作用造成多维贫困空间分异，致贫因子作用程度决定了MPI高低。影响研究区
MPI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子为 x3、x6、x1，次要因子为 x4、x5。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
遵循“因子—作用对象—作用路径—作用结果”的思路，探究了黄土高原多维贫困空间
异质性发生机理（图6），不同因子作用于不同对象，通过不同的路径，产生了不同的作
用结果，最终总结为图7所示的形成机制。

（1）公共物品的缺失导致了农户群体性福利被剥夺。行政村远离乡镇中心、海拔
高、坡度大，村卫生室、幼儿园、小学、硬化路、水利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数量短缺，
质量不高。而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缺失进一步引发了村庄农户群体性福利缺失，农户获
得教育、医疗和购物等的成本要高于其他群体，这极大地消耗了他们原本有限的收入，
相对支出更大，增加了农户负担，使一些农户被迫放弃该种福利，导致农村劳动力健康
状况差、教育水平低等，造成农户健康、教育等维度的贫困。

（2）自然资源禀赋差使得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受阻。自然资源禀赋差导致村庄
各类资源缺失是黄土原地区贫困的根源。彭阳县海拔在 1248~2418 m，山多川少，沟壑
纵横，属全国重点水土流失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域内海拔高、坡度陡、水土流失严

图6 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发生机理
Fig. 6 Formation proces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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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粮食产出难以保证。经过当地相关部门30

余年的水土保持工作使其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但退耕还林（草）使耕地资源进一步减

少，限制了当地村庄农业产业的发展。在工业

方面，坡度较大和海拔较高的村庄在建设厂

房、道路、灌溉设施、甚至安全住房的时候受

自然条件约束大、施工难，农村产业发展

受限。

（3）村、镇可达性差造成乡镇政府管理和

服务职能被削弱。乡镇政府是国家行政管理设

置的基层政府，其与行政村、县政府的可达性

直接影响了乡镇政府职能作用。镇政府与行政

村距离过远、行政村海拔过高，造成镇村交流

不便，乡镇政府在政策传达和项目落实、发展

地方经济，招商引资时均受到影响，对教育、

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

的服务管理职能也被削弱。而政府职能被削

弱、农村经济发展慢又造成了乡镇政府凝聚力、号召力降低，形成恶性循环。同时，距

离县政府过远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与上级政府联络不便，进一步弱化了乡镇政府的职能。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宁夏彭阳县为例，测度了黄土高原地区贫困县村域尺度的多维贫困，探讨了

其空间异质性，并定量分析了影响多维贫困空间差异的因子。

（1）黄土高原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多维贫困特征。通过计算不同维度对总体MPI的贡

献度可以看出，收入维度对MPI的贡献率仅为0.130，可见，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区农户

收入维度的贫困并不是最深的，而住房、健康、教育维度的贡献率分别高达 0.263、

0.245和0.227，住房、健康和教育是研究区主要致贫维度。

（2） 多维贫困在村域尺度上存在空间异质性。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MPI 的

Moran's I值为0.2，Z值高于2.5且均通过了1%的置信检验，说明彭阳县多维贫困呈现出

较显著地正相关，空间集聚较强，其MPI和分维度的测算结果均呈现出“南北高，中部

低”的格局。这是因为彭阳县南北部自然禀赋相对中部地区较差，容易出现农村群体性

福利被剥夺的现象，农户自身发展能力弱，多维贫困问题较中部突出。

（3）行政村到镇中心的距离、村平均高程、村委会到主要河流的距离是影响研究区

MPI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子，镇中心距离县城的距离、村平均坡度为次要因子。回归分

析与地理探测器的结果一致。彭阳县位于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率高、生态环境

变化激烈，居民经济和村庄发展等易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各因子间存在复杂的相互

作用关系，形成公共物品的缺失导致村庄群体性福利被剥夺，自然资源禀赋差使产业发

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受阻，村、镇可达性差造成乡镇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被削弱的村域多

维贫困空间分异机制。

图7 宁夏彭阳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形成机制
Fig. 7 Mechanism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Ningxia, Pe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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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决黄土高原地区的多维贫困应集中投入公共资源，弥补农户福利的缺失。微

观方面，需要加强农村公共物品的建设和维护。升级村庄医疗服务设备、配备乡村医务

员，重视农村学前教育，补齐农村健康、教育维度的短板。适当整合居民人数偏少的村

落，加大乡镇和行政村沟通力度，使得农户、农村、乡镇紧密结合，缩短偏远农村与政

府“距离”。宏观方面，农村公共物品缺失、群体福利被剥夺导致的多维贫困现象是典型

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这种问题难以通过单纯的补贴政策和孤立的扶贫项目的而妥善解

决，应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精准扶贫为基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研究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37-41]，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促进贫

困村可持续发展。

5.2 讨论

本文以宁夏彭阳县为例测度了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了

其空间异质性特征[42]，并深入探讨了其发生机理，分析了其致贫维度、影响因子。但测

算指标的选取、权重的确定因地域差异而不同，指标选取、权重设定可能会对结果产生

一定的影响。同时，影响因子的选取不同也会造成误差。譬如，分析结果中行政村（以

村委会为标准）到主干道路的距离对MPI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

来，彭阳县行政村基本实现全部行政村通柏油路，但事实上行政村内部的（各自然村）

道路差距较大，村内存在道路未硬化现象。所以虽然识别各村到主干道路的距离差距很

小，对MPI影响不显著，但实际上其对农户、农村发展也存在较大影响，诸如此类误

差，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Liu Yansui, Li Jintao.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61-173. [刘彦随, 李进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与优化决策. 地理学报, 2017, 72(1): 161-173.]

[ 2 ] Xiong Li. Foolish Old Man strives for a relatively comfortable life. Economic Daily, 2017-05-18(1). [熊丽. 立下愚公志

共奔小康路, 经济日报, 2017-05-18(1).]

[ 3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New York,

201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纽约, 2015.]

[ 4 ] State Council of China. China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2011-2020). Beijing: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北京: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1.]

[ 5 ] Liu Xiaopeng, Su Shengliang, Wang Yajuan, et al. The index system of spatial poverty of village level to monitor in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areas with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4): 447-453. [刘小鹏,

苏胜亮, 王亚娟, 等.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地理科学, 2014, 34(4): 447-453.]

[ 6 ]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verty Withdrawal Mechanism. 201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建立贫

困退出机制的意见. 2016.]

[ 7 ] Sen A K.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 ] Alkire S, Foster J E.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5(7):

476-487.

[ 9 ] Alkire S, Santos M E. Measuring acute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obustness and scop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World Development, 2014, 59(1): 251-274.

[10] Batana Y.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mong women in Sub-Sahara Afric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2(2): 337-362.

[11]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Macmillan, 2010, 45(100): 155-191.

[12] Alkire S, Seth 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between 1999 and 2006: Where and how? World

1861



地 理 学 报 73卷

Development, 2015, 72: 93-108.

[13] Castro J F, Baca J, Ocampo J P. (Re) Counting the poor in Peru: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49(1): 37-65.

[14] Battiston D, Cruces G, Lopez-Calva L F, et al. Income and beyo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six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2(2): 291-314.

[15] Wang Xiaolin, Alkire 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in China: Estim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9(12): 4-10, 23. [王小林, Alkire S.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估计和政策含义.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2): 4-10, 23.]

[16] Guo Xibao, Zhou Qiang. Chronic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equality and causes of poverty.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6, 51(6): 143-156. [郭熙保, 周强.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经济研究, 2016, 51(6): 143-156.]

[17] Yuan Yuan, Wang Yanglin, Ma Jing.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county poverty degree in Hebei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1): 124-133. [袁媛, 王仰麟, 马晶, 等. 河北省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估.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

(1): 124-133.]

[18] Yang Huimin, Luo Qing, Li Xiaojian, et 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at

the households scale of the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 A case study on three villages of Xichuan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0): 137-144. [杨慧敏, 罗庆, 李小建, 等.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

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16, 36(10): 137-144.]

[19] Guo Jianyu, Wu Guoba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based on different indicators and weight selection: A

case study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Shanxi province.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2(2): 12-20. [郭建宇, 吴国宝.

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 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12(2): 12-20.]

[20] Cui Zhiwen, Xu Fang, Li Haoyuan. Research on farmer multidimensional proverty and forming mechanism of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840 farmers in Gansu.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5, 36(3):

91-97. [崔治文, 徐芳, 李昊源.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 以甘肃省 840份农户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 36(3): 91-97.]

[21] Shi Zhilei, Zou Weiran. The analysi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poor mechanism of farmers in the reservoir area.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 34(6): 61-69, 111. [石智雷, 邹蔚然. 库区农户的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分析. 农

业经济问题, 2013, 34(6): 61-69, 111.]

[22] Sun Xia, Zeng Shouzhen. A method based on authority and consistency for determining experts' weights in group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2014, 44(8): 42-47. [孙霞, 曾守桢. 群体综

合评价中兼顾权威与共识的专家权重方法研究.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4, 44(8): 42-47.]

[23] Tian Yu, Xu Jian, Ma Xuefen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tiguous speci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A case study on key c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 162-169. [田宇, 许建, 麻学锋. 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表征. 经济地理, 2017, 37(1): 162-

169.]

[24] Yang Zhen, Jiang Qi, Liu Huimin, et 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rural residents.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48-153. [杨振, 江琪, 刘会敏, 等. 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度与空间格局. 经

济地理, 2015, 35(12): 148-153.]

[25] Wang Yanhui, Qian Leyi, Duan Fuzhou.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t the

country scale: A case study on key country from national contiguous special poverty stricken area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2): 1489-1497. [王艳慧, 钱乐毅, 段福洲. 县级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以连片特困区扶贫重点县为例. 地理科学, 2013, 33(12): 1489-1497.]

[26] Sun Lin, Wang Yanhui, Ke Wenjun, et al.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 Human Geography, 2016, 31(1): 108-115, 146. [孙林, 王艳慧, 柯文俊, 等.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特

征测算与分析. 人文地理, 2016, 31(1): 108-115, 146.]

[27] Liu Yanhua, Xu Yong.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6): 993-1007. [刘艳华, 徐勇.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 地理学报,

2015, 70(6): 993-1007.]

[28] Ma Li. The study of poor-area change and off-poverty mechanism in Loess Plateau.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21(1):

23-27. [马丽. 黄土高原地区贫困范围变化与脱贫机制分析. 经济地理, 2001, 21(1): 23-27.]

[29] Wang J F, Li X H, Christakos G, et al. 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0,

1862

wjf
高亮



10期 文 琦 等：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

24(1): 107-127.

[30]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change and

spatial directivity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gri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6): 1077-

1087.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基于格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及空间指向性的地理要素识别: 以环渤海地

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5, 34(6): 1077-1087.]

[31] Li Tao, Liao Heping, Zhu Yuanheng, et al. Spatial disequilibrium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armland conversion

in Chongqi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6, 31(11): 1844-1857. [李涛, 廖和平, 褚远恒, 等. 重庆市农地非农化

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11): 1844-1857.]

[32] Ding Yue, Cai Jianming, Ren Zhoupeng, et al. Spati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China's national level

ETDZ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alys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5): 657-666.

[丁悦, 蔡建明, 任周鹏, 等.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

进展, 2014, 33(5): 657-666.]

[33] Liu Yansui, Yang Re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county level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11-1020. [刘彦随, 杨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11-1020.]

[34] Wang J F, Zhang T L, Fu B J. A measur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6, 67: 250-256.

[35] Mi Nan, Yang Meiling, Fan Xingang, et al.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ain functional subdivision of limite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zones.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6, 36(16): 5058-5066. [米楠, 杨美玲, 樊新刚, 等. 主体功能

区划中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细分方法: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生态学报, 2016, 36(16): 5058-5066.]

[36] Zhong Juntao, Mi Wenbao, Fan Xingang, et 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areas under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e example of the development- restricted ecological district of Ningxia, Northwest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5, 26(9): 2767-2776. [仲俊涛, 米文宝, 樊新刚, 等.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连片特

困区发展机理: 以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为例. 应用生态学报, 2015, 26(9): 2767-2776.]

[37]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Ge Dazhuan. Effe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31(3): 309-319. [龙花楼, 屠爽爽,

戈大专. 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 309-319.]

[38] Long H, Tu S, Ge D, et al.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under restructu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392-412.

[39]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40] 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2017(548): 275-277.

[41] Luo Qing, Li Xiaojia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foreign rural poverty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 1-

8. [罗庆, 李小建. 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进展. 经济地理, 2014, 34(6): 1-8.]

[42] Wang Jinfeng, Xu Chengdong.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72(1): 116-134.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1863

wjf
高亮

wjf
高亮

wjf
高亮



地 理 学 报 73卷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t the village level: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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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pillar of China's new and innovative anti-povert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i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a large but poor rural
popula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affect millions of
citizens. The Loess Plateau is a composite of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ural poverty
communities. As a backward economy often twins with fragile ecology, studying poverty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n tandem with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analysis of poverty in regions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Loess Plateau. This study features Pengyang, which is a poverty-stricken county located on
the Loess Plateau, and relies on the approach by Alkire and Foster to measur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us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Geodetector, OLSR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QR)
analysis. Results from our investigation show that the study area has a deep level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 score of 0.045. The
rates of health, housing, and education dimensions were 0.263, 0.245, and 0.227, respectively.
Moran's I of MPI was 0.2, which indicates that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 spatial pattern of "north, south, middle; high, high, low". Using Geodetector,
the mean distance between villages and the center of town, as well as the mean elevation of the
villages and mean distance to a river, were found to be the main factor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within the MPI. The q-values of them were 0.552, 0.396, and 0.326,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ult
of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orms to the Geodetect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above factors
enabled the cre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mechanism at village
level for the Loess Plateau, revealing a lack in welfare of farmers, the poor of infrastructure, the
congenital deficiency and stall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weak government functioning at
the township level.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new strategies regarding urbanization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in area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 as the Loess Plateau. These new strategies could enable the resolution of
problems from the root, such as designing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fill gaps in current
health care and housing options,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of transport facilities at the village
level. This could help to mitigate welfare loss of farmers as well as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ealth, housing, education, and other dimensions of poverty.
Keywor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Geodetector; quantile regression;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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