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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

特征，准确定位城市功能是促进城市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

1985-2015年的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时

空演变特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

程与空间演变格局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通过深入分析各主导因子的驱动机制，对京津冀的城

市发展进行功能定位。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速率、方向和稳定

性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城市类型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不协调波动

型；② 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的主导驱动因子包括GDP指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

数，空间演变格局差异的主导因子包括到城市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

③ 根据分析结果，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规划为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

定经济涵养城市，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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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作为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领域[1-3]，
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研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能够加强对人类活动在全球变化中的作
用机制的认识。同时期，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数量快速增长，
2015年为1985年的3.1倍，城镇人口占比由23.7%上升至56.1%；按照目前的线性增长速
度，到 2030年，中国预计将有超过 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建设用地的规模扩张，而建设用地空间变化也是引起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特点[4,5]、空间分布规律[6]、驱动因
素[7-9]和动力机制[10,11]，对于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及揭示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原因、内
在机制和过程具有重要意义[12]。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一方面主要从人口、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
关联性分析，利用相关性、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
灰色模型、CLUE-S模型等方法[13-18]，分析驱动因子与目标的数量关系，而忽视了驱动因
子与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关系；另一方面，受行政区界线的干扰，利用定性方法分析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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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难以利用准确的定量方法研究单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

机制。因此，如何克服行政界线影响，定量研究单项土地利用覆被空间变化驱动要素，

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需要解决的一项难题。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规定，城市建设用地是指城市和县人民政府

所在地内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等的总称，

本研究中的城市建设用地是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用于满足城市建设与发展

的需求，其规模与发展速度是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城市建设用地变

化及其驱动力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利用人口、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策等社会经济指

标定量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因素，探索各要素对城市建设用地作用机制的研究

较多[19-22]。但是缺乏从时间、空间角度综合探测城市建设用地驱动因素和将驱动因素与发

展特征相结合对城市进行合理定位的研究。

因此，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与空间邻域分析等方法对京

津冀地区（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保定市等） 13个城市 1985-2015年的城市建设

用地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根据各城市的发展特性，划定城市建设用地

扩张类型；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与空间演变格局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结合

城市自身的优势与发展特点对京津冀的城市发展功能定位。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实现一体

化、可持续发展和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驱动分析研究具有实践价值，同时也是促进城市

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首都圈”，包括

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

山、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石家

庄、沧州、邯郸、邢台、衡水等 13 个城

市，区域总面积为21.8万km2 （图1），是中

国的经济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

与创新中心。

2015 年末，京津冀地区的常住人口为

1.1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13%，其中外来

人口1750万，占地区总人口的15.7%，城镇

人口为6967万，城镇化率为62.5%；地区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为 69312.89 亿元，占全国 GDP 的

10.24%。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4141 km2，

占地区总面积的1.90%。

随着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被吸引进城，导

致了城市人口规模逐渐增大，用地需求随

之增加，也加快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图1 研究区位置
Fig. 1 The location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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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镇人口增加了 4013万，城镇化率提升了 22.1个百分点；城

市建设用地规模增加了 3014 km2，城市规模扩大为原来的 3.7倍，城市在 30年间发生了

巨大变化，该区域城市发展具有典型性。因此，研究区的城市建设用地受经济、人口、

产业及自然条件作用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对京津冀地区城市发展功能进行科学

定位与实现城市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2.2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100 m×100 m土地利用栅格数

据，分析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1985-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

利用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DEM数据，通过影像校正和坡度分析，获取研究区的

高程与坡度，作为区域要素。运用GIS空间邻域分析方法，提取各栅格到主要铁路、河

流、公路和原有城市中心的距离，主要河流（三级以上河流）、主要公路、主要铁路等典

型带状要素；在每个城市中均存在，空间栅格到各要素的距离，表示地理区位，为轴要

素；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是以每个城市为单位，内部栅格到自身城市中心的距离，表示经

济区位，为点要素；由此，形成了京津冀地区的点—轴—区三级体系空间驱动因素，如

表1所示。

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经验[23-25]，根据数据获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原则，从《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选取了京津冀地区的经

济水平、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社会经济数据，作为时间驱动因素，如表1所示。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通过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时间驱动因素与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数量关系，确定影响各地区城市建设用

地变化的主导因素；利用通径分析测度城市建设用地主导因子的直接和间接通径系数，

并进一步测算主导驱动因子的剩余通径系数，检验驱动因素回归模型是否优化；利用地

理探测器分析空间驱动因素，从点—轴—区三级体系探究影响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异的

主导驱动因子。

（1）多元线性回归（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表1 城市建设用地时空驱动因素
Tab. 1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时间驱动因素

经济水平

人口规模

产业结构

GDP指数（x1）

固定资产投入指数（x2）

社会消费指数（x3）

财政收入指数（x4）

人口密度指数（x5）

人口自然增长率（x6）

就业指数（x7）

城镇化率（x8）

第二产业结构比（x9）

第三产业结构比（x10）

工业产值规模指数（x11）

企业规模指数（x12）

空间驱动因素

区域要素（自然条件）

轴要素（地理区位）

点要素（经济区位）

高程（y1）

坡度（y2）

到主要铁路距离（y3）

到主要河流距离（y4）

到主要公路距离（y5）

到城市中心距离（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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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3 个城市 1985-2015 年的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率与经济、人

口、产业等因素的相关性，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统计学关系，从数量关系考虑各因子

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借助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共线性诊断，剔除多余变量，构建

优化的线性回归模型。

（2）通径分析（Path Analysis）

通径分析是数量遗传学家Se-wall Wright于 1921发表的关于“相关与相关原因”的

论文中提出来的一种多元统计技术，通过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直接相关性的分解来研

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重要性和间接重要性，从而为统计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13]。本

文利用自变量 xm 与因变量y通径系数与相关系数的关系构建方程组：

ì

í

î

ï
ï
ï
ï

P1y + r12 P2y +… + r1m Pmy = r1y

r21P1y + P2y +… + r2m Pmy = r2y

⋮
rm1P1y + rm2 P2y +… + Pmy = rmy

（1）

剩余通径系数为： Be.y = 1 -(∑
k = 1

m

Dk.y +∑
k ≠ j

m

Dkj.y ) ， Be.y 的值越大，说明存在对因变量

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因素。其中， 通径系数为：Pmy = βm

Sxm

Sy

；决定系数为：Dmy = Pmy
2 ，

表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相对的决定程度； Sxm
为自变量xmi 的标准差； Sy 为因变量 y的标

准差； Dk.y、Dkj.y 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与间接决定系数。本文根据剩余通径系数的

大小判定多元回归模型是否优化合理，当剩余通径系数小于0.1时，回归模型较优，选取

的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较大；当剩余通径系数大于0.2时，说明仍然存在其他因素对因变

量产生影响，回归模型质量较差。

（3）空间邻域分析

为了便于计算城市建设用地到点、轴、区域要素的距离等因素的空间关系，将各空

间要素统一转换为0.9 km×0.9 km栅格。利用空间近邻分析方法，获取转换的城市建设用

地栅格到主要铁路（y3）、主要河流（y4）、主要公路（y5）与城市中心（y6）的距离[26-28]。

然后利用空间融合连接关系，将各驱动因素与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关系一一对应。

（4）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是Wang等[29,30]通过提出“因子力”度量指标，结合GIS 空间叠加技术和

集合论，用以识别多因子之间交互作用的模型。基于空间分异理论，获得因子变量和结

果变量的相关性，通过将各类因子经过不同的离散分类处理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变量归

化在同一空间尺度下进行分析。借鉴地理探测器引入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异的决定力

q，探测分析各因素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度。q的计算公式为：

q = 1 - 1
nσ 2∑

i = 1

m

ni∙σ
2
i （2）

式中： σ 2
i 表示 y离散方差；i表示变量 x的数量； ni 表示样本数；n表示研究区的总样本

数； σ 2 为区域内总方差。本文选择了高程、坡度、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

离、到主要铁路距离和到城市中心距离等6个因素，用于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异驱动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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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
（1）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特征
本文选取了 1985-1990 年、1990-1995 年、1995-2000 年、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2015年6个时间段，分析京津冀13个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演化过程（图2）。首
先，按照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大小，划分大、中、小城市三种类型：北京市、天津

图2 京津冀城市建设用地演化过程
Fig. 2 The process evol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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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城市建设用地变化规模较大，属于大城市（≥500 km2）；石家庄市、唐山市、保定市
的城市建设用地变化规模适中，属于中等城市（100~500 km2）；廊坊市、秦皇岛市、张
家口市、承德市、沧州市、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等城市建设用地变化规模较小，属
于小城市（<100 km2）。随着时间的变化，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每个城市
波峰对应的时间位置不同：秦皇岛市、廊坊市极大值点位于2000年之前，且后期呈现下
降趋势，属于前期发展城市；北京市、唐山市、保定市、邯郸市、张家口市、承德市、
衡水市等极大值点位于2000-2010年之间，且后期呈现下降趋势，属于中期发展城市；天
津市、石家庄市、邢台市、沧州市等极大值点位于2010年之后，且后期呈现上升趋势，
属于后期发展城市。同时，根据城市建设用地波动的频次将城市分为波动型和平稳型两
种类型，其中北京市、秦皇岛市、唐山市、保定市、邯郸市、张家口市、廊坊市、衡水
市属于波动下降型；石家庄市、承德市、沧州市属于波动上升型；天津市、邢台市属于
平稳上升型。通过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分析发现，各城
市的变化规模、变化速度、波动性以及发展的持续性等具有较大的差异，导致城市发展
程度迥异。

（2）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演变特征
本文通过对1985-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的栅格空间运算，分析区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

演变特征（图3）。从京津冀地区整体变化过程发现，城市建设用地变化主要集中在核心
区域，即北京市、天津市、唐山市、石家庄市、保定市等，也是近30年来京津冀地区的

经济快速发展重点区域。而承德市、张家
口市、邯郸市、秦皇岛市、沧州市、衡水
市等位于京津冀周边，城市建设用地变化
较小，属于经济发展缓慢的城市。由此可
推断，近30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是以中
心区域为主、周边地区为辅的发展战略形
式。

利用离散分割，将城市建设用地变化
栅格提取，根据近30年城市建设用地扩展
方向、规模，对比分析13个城市的空间演
化特征：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沧
州市、衡水市属于四周扩散型，即城市建
设用地逐渐向城区的外围扩散，形成同心
圆模式增长；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
承德市、张家口市属于南北偏向型，即城
市建设用地逐渐向城区的偏南或北部地区
扩展，形成南北条带模式增长；秦皇岛
市、邯郸市、邢台市属于东西偏向型，即
城市建设用地沿着城区的偏东或西部区域
发展，形成东西条带模式增长（图 4）。京
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 1985-2015 年的空间扩
张模式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城市建设用地
的扩展空间分布格局，也诊断出了30年来
城市发展方向与重点区域。

图3 1985-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变化
Fig. 3 Chang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Tianjin-

Hebei region during 198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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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类型
本文按照京津冀地区30年城市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变化规

模、变化稳定性、极大值出现时间、空间扩张方向等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利用聚类分析
的方法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和不协调
波动型 4 种类型。其中，天津市为协调稳定型，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稳定上升，从
2010年以后不断向四周加快发展，整个城市建设用地的变化过程实现了平稳过度；北京
市、石家庄市、邢台市、沧州市等属于协调波动型，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变化波动起伏

大，但是发展的方向较为协调均衡，从城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唐山市、保定市、承
德市、衡水市属于不协调稳定型，城市建设用地变化规模较小，波动性较小，但高速发
展时间较短，受自然或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城市扩展方向不均衡；秦皇岛市、邯郸
市、张家口市、廊坊市属于不协调波动型，城市建设用地不仅扩张规模小，且存在明显
的波动，城市发展过程不稳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该类型城市发展过程相对落后于其
他城市。

综合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与空间演变特征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建设用
地的扩张规模、方向、稳定性、发展时期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受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等
因素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模式。
3.2 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探测

结合国内外研究，选择可能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模式差异的驱动因素，利用多元
线性回归与通径模型分析社会经济要素的作用，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主导驱
动因子；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自然、区位要素的作用，诊断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演变格局

图4 1985-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
Fig. 4 Expansion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1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during 198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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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驱动因子。综合两种驱动因素分析模型，获取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模式的综合
因素，为更好地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时间演化驱动因素分析
利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的方法，剔除共线性因子，选择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主

导驱动因子，形成最优回归模型，结果表明选取的时间主导驱动因子均与城市建设用地
变化之间呈明显的相关性，模型中显著水平P值均小于5%，通过检验。利用通径分析，
获取各个回归模型的剩余通径系数结果中（表3）：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等6个城
市剩余通径系数小于0.1，说明城市建设用地回归模型较优；石家庄市、唐山市的剩余通
径系数高于0.15，回归模型效果一般，说明可能存在其他类型因素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变
化产生影响；但是，13个城市的回归模型剩余通径系数均小于0.2，回归效果拟合较好，
选取的驱动因子可以进行驱动机制分析。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与相关性分析得到的主导驱动因子主要分为经济水平、人口规模
和产业结构三种类型（表3），北京市、天津市等11个城市属于经济水平影响型，石家庄
市、邯郸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衡水市的主导驱动因子为GDP指数（x1），北
京市、邯郸市的主导驱动因子为固定资产投入指数（x2），沧州市的时间主导驱动因子为
社会消费指数（x3），天津市、秦皇岛市、邢台市、衡水市的主导驱动因子为财政收入指
数（x4）；唐山市、秦皇岛市等 7个城市属于人口规模影响型，北京市、唐山市、邯郸
市、张家口市、廊坊市的主导驱动因子为人口密度指数（x5），秦皇岛市、承德市的主导
驱动因子为人口自然增长率（x6）；天津市、唐山市等2个城市属于产业结构影响型，天
津市的主导驱动因子为工业产值规模指数（x11）、唐山市的主导驱动因子为第二产业结构
比（x9）。由此可以发现，京津冀地区大部分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受经济发展水
平的影响，主导驱动因子以GDP指数与财政收入指数为主，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水
平的增长，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后期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支持，也
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原因；同时，经济水平的提升也加大了地区对外来人口的吸
引力，大量其他地区人口拥入经济发达地区，促使地区人口规模增长，人口密度增加，

表2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模式
Tab. 2 Development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城市名称

北京市

天津市

石家庄市

唐山市

秦皇岛市

邯郸市

邢台市

保定市

张家口市

承德市

沧州市

廊坊市

衡水市

变化规模

大

大

中

中

小

小

小

中

小

小

小

小

小

变化稳定性

波动下降

平稳上升

波动上升

波动下降

波动下降

波动下降

平稳上升

波动下降

波动下降

波动上升

波动上升

波动下降

波动下降

极大值出现时间

中期

后期

后期

中期

前期

中期

后期

中期

中期

中期

后期

前期

中期

扩张方向

四周扩散

四周扩散

四周扩散

南北偏向

东西偏向

东西偏向

东西偏向

南北偏向

南北偏向

南北偏向

四周扩散

南北偏向

四周扩散

扩展类型

协调波动型

协调稳定型

协调波动型

不协调稳定型

不协调波动型

不协调波动型

协调波动型

不协调稳定型

不协调波动型

不协调稳定型

协调波动型

不协调波动型

不协调稳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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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口密度指数也是反映人口规模对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影响的重要指标，但是人口
规模对于建设用地需求在于居住用地，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规模也相对较小；京津冀地区
产业结构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影响作用不明显，主要集中在天津市与唐山市。

根据主导驱动因子的数量分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其中石家庄市、邢台市等
5个城市属于单因素驱动型城市；北京市、天津市、唐山市等7个城市属于双因素驱动城
市；邯郸市属于多因素驱动城市（表3），说明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主导驱动因子存在
多样性与明显的差异性。通过综合统计发现，13个城市中，GDP指数、财政收入指数或
人口密度指数为主导因子的城市数量为12个，占总量的92.3%；GDP指数、财政收入指
数、人口密度指数为主导驱动因子城市数分别为 6 个、4 个、5 个，占总量的 46.2%、
30.8%、38.5%。因此，最终确定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时间主导驱动因子主要为
GDP指数（x1）、财政收入指数（x4）、人口密度指数（x5）等。

（2）空间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邻域分析分别获取城市建设用地发生变化的栅格到主要河流、主要公

路、主要铁路和城市中心的最近距离，然后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各驱动要素分为9类，各
要素水平分布如图 5所示。高程与坡度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呈辐射状递增，到主要河流、
公路和铁路的距离是以河流、公路和铁路为条带中心向两侧辐射增加；到城市中心距离
是以城区中心为同心圆向周边地区增大。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空间演变驱动因素探测，得到地理探测结果如
图 6。北京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邯郸市、保定市等探测得到的城市建设用地空间
驱动因素影响数量均超过5个，而唐山市、邢台市、衡水市等的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驱动
因素数量较少，仅1个。虽然驱动因素数量较多，但是其决定力大小差异明显，因此可
以根据驱动因素决定力大小确定主导驱动因子。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秦皇岛
市、保定市等以到城市中心的距离为主导驱动因子属于经济区位约束型；唐山市、邯郸
市、张家口市、廊坊市、衡水市、沧州市等以到主要河流、公路或铁路的距离为主导驱
动因子属于地理区位约束型；承德市以坡度为主导驱动因子属于自然环境约束型。对比

表3 城市建设用地与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回归模型
Tab. 3 Regression model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socio-economic driving factors

城市

北京市

天津市

石家庄市

唐山市

秦皇岛市

邯郸市

邢台市

保定市

张家口市

承德市

沧州市

廊坊市

衡水市

因素类型

经济水平、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产业结构

经济水平

人口规模、产业结构

经济水平、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

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

P

0.00020

0.00009

0.00003

0.00123

0.00030

0.00017

0.00850

0.00298

0.00183

0.00807

0.00109

0.00797

0.00026

相关性系数

0.964/0.955

0.920/0.970

0.989

0.983/0.943

0.956/-0.963

0.968/0.903/0.996

0.979

0.985

0.980/-0.935

0.947/-0.964

0.991

0.984

0.964/0.905

剩余通径系数

0.06

0.10

0.15

0.19

0.09

0.05

0.14

0.12

0.05

0.14

0.10

0.13

0.08

回归模型

y=0.24+1.90x2-1.15x5

y=0.39-0.88x4+1.49x11

y=0.27+0.76x1

y=-1.40-0.53x5+2.55x9

y=0.82+0.37x4-0.64x6

y=0.96+0.91x1-0.28x2-0.76x5

y=0.34+0.70x4

y=0.24+0.87x1

y=0.87+0.25x1-0.27x5

y=0.80+0.66x1-0.60x6

y=0.37+0.58x3

y=-2.16+3.26x5

y=0.29+1.02x1-0.32x4

驱动类型

双因素

双因素

单因素

双因素

双因素

多因素

单因素

单因素

双因素

双因素

单因素

单因素

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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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2 中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方向发现，四周分散扩张的城市主要是经济区位约束
型，南北或者东西偏向扩张的城市主要是地理区位约束型，说明选取的主导驱动因子对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方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3.3 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机制

综合对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与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建设用地
的主导因子主要包括GDP指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数等社会经济因素和到城市

图5 京津冀空间驱动要素水平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driving factor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图6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决定力分布
Fig. 6 Force of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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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等空间区位要素。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主导
驱动因子的作用机制，为京津冀地区城市发展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与科学规划提供参考。

（1）GDP指数。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国民经济
核算的核心指标。改革开放近30年，经济发展主要以追求GDP增长为目标，除去大量的
资本投入外，对土地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而GDP增长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将农用地转变为
建设用地，提升土地使用价值，尤其是建筑行业的发展，促使城市的居住用地、商业用
地、工业用地等面积持续扩张。因此，GDP指数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一项重要指
标，GDP发展越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规模越大。京津冀地区中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
市的GDP指数较高，其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也较大。

（2）人口密度指数。表示地区人口密集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
一个主要因素，人口密度越大，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越高。城市发展加强了对人口的吸
引，京津冀地区是近30年发展最快的经济区之一，尤其是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逐渐成
为了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大量人才的拥入，加快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为各行各业的扩
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产业的发展与企业的规模扩大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支
撑；同时，人口迁入城市，也加大了城市的空间承载压力，城市必须通过扩展空间满足
人口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如北京市、唐山市、廊坊市等，人口密度指数的提高也必然
会引起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

（3）财政收入指数。衡量地区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地区发展重要保障，财政
收入水平越高，表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越强。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越高，对经济建设、
城市发展的投入会越大，也越能够促进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如天津市、秦皇岛市、
邢台市等，原有城市财政收入水平较高，具有较为丰厚的资本，通过将城市周边的土地
不断转化为建设用地来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因此，财政收入指
数也是反映城市建设用地变化一项重要因素。

（4）到城市中心距离。表示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区域的经济区位，反映其受城市政策
与公共服务辐射的难易程度。距离城市中心越近，辐射程度越高，对土地利用转变的吸
引力越强，城市建设用地发生也越容易。因此，到城市中心距离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同
心圆辐射状，本文中北京市（0.15）、天津市（0.09）、石家庄市（0.06）、沧州市（0.05）
等城市建设用地就是以城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发展模式，土地距离城市中心越近，转
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几率也会越高。

（5）到主要河流距离。表示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区域的资源地理区位，城市发展离不
开水源，包括饮用水和工业用水。城市发展沿着河流延伸扩展能够保障城市发展对水资
源的需求和居民生活的便利，距离河流越近，城市建设用地越易扩展。京津冀地区内主
要包括永定河、海河和京杭运河，为区域内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张家口市
（0.04）、秦皇岛市（0.12）、邯郸市（0.08）等受到主要河流的距离影响较大。

（6）到主要公路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表示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区域的交通地理区位，
交通是连接城市内部与外界的纽带，是促进经济联系的重要桥梁。便利的交通能够改变地
区的经济发展结构，加快城市的发展速度。京津冀地区具有丰富的公路交通网，以北京市
为中心向各个方向辐射，连接区域内13个城市，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因此，距离主
要公路越近，城市发展速度越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规模强度越大。张家口市（0.11）、
廊坊市（0.17）、邢台市（0.04）等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受到主要公路距离驱动作用明显。

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空间格局的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利用
多元回归与地理探测的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分析各类要素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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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用地的驱动机制，更好地探究各类城市发展特点，合理划分城市类型与发展模
式。主导驱动因子较少的城市建设用地变化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扩张方向单一，
如衡水市、邢台市等；主导驱动因子较为复杂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规模较大，发展速度
较快，发展方向分散，如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等。因此，针对不同规模的城市依
据主导驱动因子进行科学规划与合理的功能定位，能够保障区域内各城市统筹协调、稳
定、可持续发展。
3.4 城市发展功能定位

根据时间演化与空间演变探测的主导驱动因子与城市自身的时空发展特征和社会经
济区位及自然资源条件优势等，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科学发展进行功能定位，具体分
为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定经济涵养城市三种类型（图8）。

第一，核心经济引领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市与天津市两大核心城市，其城市与经济
高度发达，是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拥有巨大交通与区位优势，使其成为中国经济最
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其巨大优势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限制，大量的人
才与资源被吸引进入两大城市，周边城市经济发展落后，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区同等规模
城市，形成严重的虹吸效应，导致北京市周边出现了“环北京贫困带”。因此，北京市与
天津市应当停止或减缓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充当引领作用，将经济产业与部分区域
功能转移到周边城市，如北京市可以转移到廊坊市和保定市，天津市可以转移到唐山市
和沧州市，促进临近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发展战略与区域功能方面统筹协调京津冀
地区，协同其他11个城市形成京津冀一体化。

第二，重点经济拓展城市。主要包括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和唐山
市，该类型城市距离北京和天津两大核心城市较近，区域内具有密集的公路与铁路交通
网，地势平坦，具有充足的土地资源开发拓展。石家庄市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具有很大
的发展优势，可以作为除了北京与天津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中心；而廊坊
市、保定市、唐山市和沧州市均可以承担北京与天津经济发展功能，分担核心城市密集

图7 京津冀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作用机制
Fig. 7 Driving mechanism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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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压力；同时重点经济拓展城市也能够带动边远城市的发展，连接核心城市与区域
周边城市，形成过度条带。因此，应当加快发展该类型城市能够极大促进京津冀地区协
调发展，使区域内中小城市规模不断壮大，形成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实力雄
厚的经济战略区。

第三，稳定经济涵养城市。主要包括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衡水市、邢台
市和邯郸市，该类型城市经济与交通地理区位处于明显劣势，城市规模较小，发展速度
缓慢，缺少大城市的带动，但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扩张
城市规模，反而会破坏当地的生态与文化环境。因此，需要追求稳定的经济涵养城市发
展，在保护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的同时，遵循城市的扩张规律，结合自身优势在核心与
重点城市的带动下，发展服务产业，避免污染产业进入，形成具有生态、旅游功能的涵
养城市。

本文利用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探测的驱动因素规划的城市功能定位，提
出了由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稳定经济涵养城市三级体系构成环状区
域城市发展模式（图8），既能够促进中小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快速扩展，经济水平
迅速提高，同时缓减了北京市与天津市两大核心城市的压力，避免了周边小城市盲目开
发，破坏生态环境，而影响整个地区的协调统筹，比较适宜于京津冀地区近期发展
（2015-2025年）。为了更好对区域内各个城市的发展定位，还需要对其他影响城市发展的
因素与城市优势特点综合分析，制定详细的战略规划。

4 结论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利用多元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针对城市建
设用地的时间过程演化与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因素探测，分析了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驱
动机制；通过栅格聚合实现了不同尺度转换，将变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占比化为栅格值，
实现地理探测器对单项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的应用。根据城市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

图8 京津冀地区城市发展功能定位与作用原理
Fig. 8 Function oper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s principl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49



地 理 研 究 37卷

主导因子的驱动机制，对京津冀地区城市发展进行功能定位，提出了核心经济引领城
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定经济涵养城市三种类型城市。主要结论如下：

（1）根据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规模、速度、方向、稳定性等时空特征的差
异性，将13个城市划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不协调波动型。其
中天津市为协调稳定型，北京市、石家庄市、邢台市、沧州市等属于协调波动型，唐山
市、保定市、承德市、衡水市属于不协调稳定型，秦皇岛市、邯郸市、张家口市、廊坊
市属于不协调波动型。

（2）利用多元回归与通径分析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演化的驱动因子，GDP指
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数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差异的时间主导驱动因子；
通过栅格尺度转换实现了地理探测器在单项土地利用覆被空间变化驱动探测的应用，到
城市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方向变化的
空间主导驱动因子。针对主导驱动因子特性，深入分析各主导因子对京津冀地区的驱动
机制。

（3）结合城市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主导驱动因子的作用机制，对京津冀地区
13个城市进行功能规划定位，北京市、天津市属于核心经济引领城市，石家庄市、廊坊
市、保定市、沧州市和唐山市属于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
衡水市、邢台市和邯郸市属于稳定经济涵养城市。城市发展科学合理的功能定位，不仅
能够促进经济区域协调、稳定地持续发展，并为实现京津冀一体化与区域战略的优化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利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与方向驱动因素探测分析，对于经济区的城市
发展与功能定位研究也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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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during 1985-2015

LI Jintao1, LIU Yansui1, 2, YANG Yuanyuan2, LIU Jilai1

(1.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Land use and land-cover change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ientist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a long time. In particular, studying the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orienting the urban function accordingly is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urban sustainable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13 cities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during 1985- 2015 and analyzed their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b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differentiation on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were detect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path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method.
Based on the dominant mechanism of driving factors,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region was proposed. The major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First, there were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of expansion, speed, direction and stabil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13 c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stable and coordinated type,
fluctuant and coordinated type, stable and uncoordinated type, fluctuant and uncoordinated type.
Secon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is
region included GDP index, population density, and financial income index, while the
dominant factors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cluded distance to the city
center, distance to the main river, and distance to the main highwa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the 13 cities were accurately and scientifically divided into the core economic leading
cities, key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ies, and economic stable and conservation cities, which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
Hebei region.
Keyword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major driving factors; function orientati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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