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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发展特

别是大中城市发展迅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城

乡差距仍然明显， 农村的贫困问题仍是制约乡村发

展和兴盛的重大问题， 尤其是山区农村的贫困问题

阻碍了当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村贫困化问题

引起了政府和学术各界的广泛关注。 针对农村贫困

化问题， 中国政府制定了中长期扶贫开发规划及扶

贫政策，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改善广大贫困农村地区

整体水平，实施精准扶贫重大战略，着力帮助困难地

区的困难群众，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贫困地区的发展

是一个过程， 解决农村贫困化问题需要理论指导实

践，需要寻找着力点，探寻影响农村贫困化的影响因

素，找准问题关键，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形成推

动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农村贫困化和乡村发展开展

了大量研究 ［1－9］，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

农村发展问题的动力源泉和归宿。 结合现有研究成

果，本研究以位于秦巴山区特困地区的重庆市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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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区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探讨贫困化分异机制对山区贫困农村的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山区农村贫困

化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海拔高度、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乡镇中心距离、到主要干道距离和坡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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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类型；针对影响因素不同的地域类型提出不同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贫困化分异机制；贫困问题；农村贫困化；地理探测器；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8）19－0028-07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8.19.00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Poverty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JIANG Lu－yao1，2，LIAO He－ping1，2，ZENG Yu－jia1，2，LI Yi－long1，2，LUO Gang1，2

（1．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2．Institute of Land and Resources，Chongqing 40071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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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verty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for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Taking Wushan county i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agnoses the dominant factors of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poverty by using the geographi-
cal detector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titud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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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为例，探讨了山区农村贫困分异机制，利用定性与

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法 ［10］分析海拔高度、到县城中

心距离、到乡镇中心距离、地面坡度、到主要干道距

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坡耕地占比、耕地破碎指数、人

均耕地资源、路网密度 10 种可导致巫山县贫困发生

的因素与巫山县的贫困发生率的相关性， 深入研究

以巫山县为代表的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 最终

根据影响因素不同的区域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1 研究区域与模型方法

1．1 研究区域

巫山县是三峡库区和秦巴山区具有代表性的山

地区域，集大库区、大山区、大农村于一体，位于重庆

市东北部，东、南连湖北，西接奉节，北临巫溪，地跨

长江巫峡两岸。 县内山高谷深坡陡，地处三大构造体

系（大巴山弧形构造、川东褶皱带及川鄂湘黔隆褶带）
结合部，长江横贯东西，大宁河、抱龙河等七条支流

呈南北向强烈下切，地貌上呈深谷和中低山相间形

态，地形起伏大，坡度陡，谷底海拔高程多在 0．3 km
以内，岸坡相顶多为 1 km 以上［11］。 县内部分区域水

土流失和石漠化严重，土壤资源贫瘠，不利于农作物

生产。
全县幅员面积 2 958 km2， 管辖 307 个行政村。

县内农村人口多， 城乡收入差距大，2016 年户籍总

人口 63．83 万人， 农村户籍总人口 47．84 万人，2016
年生产总值为 89．66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2．33
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 0．71 万元。 巫山县属于秦巴

山区特困地区，是重庆东北部偏远的贫困区县之一，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县城距重庆市

主城约 400 km，受主城经济辐射带动较弱，通往巫

山县的国道较少，对外联系不便。
1．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包括巫山县 2016 年 307 个村的户籍

人口和农村贫困建档立卡人口，2016 年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数据、统计年鉴、巫山县 DEM 数据、2016 年

线状地物数据。 根据重庆市扶贫办公室提供的 2016
年 307 个村的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结合矢量数据，
可以得到巫山县 2016 年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

布； 根据巫山县统计年鉴， 获得巫山县的户籍总人

口、农村户籍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和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DEM 数据由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提

供，通过影像校正和高程、坡度分析，获得巫山县海

拔高度、地面坡度等数据；根据巫山县行政村人口、
耕地面积、坡耕地面积、面积小于 3．33 hm2 的耕地数

量，得到各村人均耕地资源、坡耕地占比和耕地破碎

指数等数据；利用巫山县 2016 线状地物数据和村域

面积，得到村域内道路面积和路网密度；各村中心到

主要干道、主要河流、乡镇中心与县城中心的距离是

通过 GIS 空间邻域分析方法而获取。 最后以巫山县

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海拔高度、地面坡度、人均

耕地资源、坡耕地占比、耕地破碎指数、路网密度、到

主要干道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乡镇中心距离和

到县城中心距离等作为自变量， 通过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相关性研究分析影响山区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

素。
1．3 模型方法

首先，在 ArcGIS 中将因变量和自变量要素按照

自然断点法规则分别划分为 5 层； 其次利用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之

后利用贫困发生率与各自变量分别在 ArcGIS 中叠

加，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的耦合匹配度；最后利用地

理探测器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力值， 深入研

究因变量与自变量要素空间分异特征。
1）自然断点法。 自然断点法是使类与类之间的

不同最大化而根据数值统计分布规律分级和分类的

统计方法［12］。
2）多元线性回归。利用多元线性回归，以栅格为

单元，分析和探讨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从定量

关系的角度考虑影响贫困发生率的因素； 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得到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模型［8］。
3）空间栅格叠加。在 ArcGIS 中按照自然断点法

规则划分的 5 层因变量与 5 层自变量要素相叠加，
获取代表某一层因变量具体的自变量要素， 分析各

要素与贫困发生率空间分异特征。
4）地理探测器。 把因变量与自变量导入地理探

测器模型内，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分析不

同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差异性， 以及自变量对因变

量影响的交互作用［13］。
假定因变量贫困发生率为 y，x＝｛xh｝是影响贫困

分异的因素， 为了探测因素 x 与贫困发生率 y 的空

间相关性， 将贫困发生率 y 图层与因素 x 图层叠加

分析，σh
2 是 y 的离散方差， 因素 x 对贫困发生率 y

的决定力大小可用下列公式计算得出：

q＝1－ 1
nσ2

L

h=1
Σnhσh

2

式中：q 为贫困发生率的决定力指标；nh 为在因

素 x 的类型 h 内的样本数；n 为在整个研究区域内

的所有样本数；L 为因素 x 的分类数；σh
2 和 σ2 为层

h 和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 ［13－15］。 本研究选取海拔高

度（x1）、到县城中心距离（x2）、到乡镇中心距离（x3）、
地面坡度（x4）、到主要干道距离（x5）、到主要河流距

离（x6）、坡耕地占比（x7）、耕地破碎指数（x8）、人均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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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 年重庆市巫山县贫困发生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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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x9）、路网密度（x10）等 10 个因素，用于探测

山区农村贫困化的地域分异机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贫困化地域差异性

本研究通过自然断点法将巫山县 2016 年的农

村贫困发生率划分为 5 个等级，从图 1 可以看出，巫

山县贫困发生率地域性差异较明显， 大部分行政村

的贫困发生率等级处于中低、中和中高水平，呈现连

片性分布的特征； 而贫困发生率等级低水平和高水

平零散地分布于巫山县各乡镇的部分行政村。 贫困

发生率等级的低水平主要集中于巫峡镇和建平乡，
主要原因是受县城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大； 而如官

阳镇、大昌镇、红椿乡、邓家乡等乡镇的个别行政村

的贫困发生率等级也较低， 主要因为接受国家异地

扶贫搬迁政策且个别行政村处于林区范围。 贫困发

生率等级的高水平则分布于庙堂乡、 竹贤乡、 龙溪

镇、双龙镇、官渡镇和笃坪乡的个别行政村，从图 1
可以看出这些区域距县城中心较远， 且大部分位于

巫山县的外围区域。
2．2 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主导因素

区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 本研究

选取指标时着重考虑了区域自然环境、资源、交通和

经济社会等条件， 分析影响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

主导因素［8］。 首先，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海拔

高 度 （x1）、到 县 城 中 心 距 离 （x2）、到 乡 镇 中 心 距 离

（x3）、地面坡度（x4）、到主要干道距离（x5）、到主要河

流距离（x6）、坡耕地占比（x7）、耕地破碎指数（x8）、人

均耕地资源（x9）、路网密度（x10）与贫困 发生率的相

关性，结果呈显著正相关。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得出如

下最优模型：
Y＝0．1434＋0．0046x1－0．0035x2＋0．0189 x3＋0．0027x4＋

0．003 1 x5－0．000 4 x6＋0．019 3 x7－0．015 7 x8－0．016 8 x9－
0．003 4 x10

表 1 为利用农村贫困发生率分层与各自变量要

素分层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图 2）的结果。 其中完全

匹配（0 表示完全 匹配）的分别 为 30．22％、23．36％、
33．64％、28．35％、25．86％、28．04％、28．04％、14．95％、
29．28％、26．48％， 匹 配 度 较 高 的 分 别 是 海 拔 高 度

（x1）、到县城中心距离（x2）、到乡镇中心距离（x3）、地

面坡度（x4）、到主要干道距离（x5）、到主要河流距离

（x6）、坡耕地占比（x7）、人均耕地资源（x9）、路网密度

（x10），其他因素匹配度相对较低。
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利用海拔高度（x1）、到县

城 中 心 距 离 （x2）、到 乡 镇 中 心 距 离 （x3）、地 面 坡 度

（x4）、到主要干道距离（x5）、到主要河流距离（x6）、坡

耕 地 占 比 （x7）、耕 地 破 碎 指 数 （x8）、人 均 耕 地 资 源

（x9）、路网密度（x10）10 项指标，分别与农村贫困发生

率进行空间探测分析， 计算得到各因素对贫困发生

率的决定力 LAP， 其值依次分别为 0．213 1、0．219 7、
0．203 2、0．044 8、0．201 2、0．057 2、0．212 0、0．046 8、
0．085、0．024 4。 可见，影响较大的因素分别有海拔高

贫困发生率分类与因素匹配

-4
-3
-2
-1
0
1
2
3
4

x8
0.93
0.93
1.25
3.12
14.95
43.61
28.04
5.92
1.25

x1
2.18
3.74
13.08
20.56
30.22
23.68
4.98
1.56
0.00

x3
0.62
2.80
8.10
21.18
33.64
23.05
9.97
0.31
0.31

x4
1.25
8.10
17.76
23.68
28.35
16.20
4.36
0.31
0.00

x5
0.31
3.43
6.54
14.95
25.86
28.04
17.76
3.12
0.00

表 1 各因素与贫困发生率耦合匹配分析

x6
0.93
3.43
6.85
18.69
28.04
28.66
11.21
1.25
0.93

x2
1.87
7.79
16.20
25.23
23.36
17.76
6.54
1.25
0.00

x7
0.31
5.61
11.21
24.61
28.04
20.56
5.92
3.43
0.31

x9
0.31
3.12
13.71
23.36
29.28
19.31
6.23
4.36
0.31

x10
0.93
4.67
12.46
28.04
26.48
16.51
7.48
2.18
1.25

（单位：％）

30



第 19 期

度、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乡镇中心距离、到主要干道

距离、坡耕地占比，耕地破碎指数、地面坡度、到主要

河流距离、 人均耕地资源和路网密度对贫困发生率

的作用较小。

综合上述模型的分析结果， 最终确定影响巫山

县 农 村 贫 困 化 地 域 分 异 的 主 导 因 素 为 海 拔 高 度

（x1）、到县城中心距离（x2）、到乡镇中心距离（x3）、到

主要干道距离（x5）、坡耕地占比（x7）。

0 15 30
km

图 2 重庆市巫山县贫困发生率与影响因素耦合匹配图

N

j.路网密度

低-低
低-中低
低-中
低-中高
低-高
中低-低
中低-中低
中低-中
中低-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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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
中-中低
中-中

中-中高
中-高
中高-低
中高-中低
中高-中
中高-中高
中高-高
高-低
高-中低
高-中
高-中高
高-高

贫困发生率与要素水平叠置

a.海拔高度 b.到县城中心距离 c.到乡镇中心距离

d.坡度 e.到主要干道距离 f.到主要河流距离

g.坡耕地占比 h.耕地破碎指数 i.人均耕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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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拔高度 b.到县城中心距离 c.到乡镇中心距离

d.到主要干道距离 e.坡耕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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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庆市巫山县农村贫困化主导因素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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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

通过综合诊断， 影响山区贫困化的自然环境条

件是海拔高度，资源条件是坡耕地占比，交通条件是

到主要干道距离， 经济社会条件主要是到县城中心

距离和到乡镇中心距离（图 3）。
1）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是山区地势主要特征之

一， 海拔高低差异大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较海拔高

低差异小的区域缓慢。 农业生产结构与方式随海拔

高度不同而不同，并且海拔高度不同对区域气候、土

壤、水文、生物等要素影响也不同。不同的海拔高度，
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会不同，通常情况下，海拔低，光

热条件好，农作物的生长较海拔高的区域有优势。同

时， 地势也是基础设施修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自然基础， 地势低且平坦的区域更加有利于农业生

产和生活， 人民的物质条件往往更加富有。 巫山县

地势高差较大，地势总体是由大巴山弧形构造、川东

褶皱带及川鄂湘黔隆褶带三大构造体系支配， 地势

相对高差较小的区域较少， 大部分集中在居中部区

域，其中巫峡镇、大昌镇等乡镇的部分行政村，受海

拔高度影响较小，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巫山县东北

部官阳镇、竹贤乡、骡坪镇、金坪乡的部分行政村和

南部笃坪乡、邓家乡，红椿乡等乡镇的部分行政村贫

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受海拔高度因素影响较大。

2）到县城中心距离。距离县城中心越近，经济与

公共服务辐射程度越高；距离县城中心越远，经济与

公共服务程度越低。县城中心作为全县行政、经济和

文化中心，拥有最发达的经济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图

3b 中可看出到县城中心距离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 而农村贫困发生率也大致

从县城中心向四周由低到高逐渐扩展。图中巫峡镇、
建平乡和龙井乡部分行政村距县城近， 受距县城中

心的距离影响相对较小，贫困发生率总体较小；距县

城最远的乡镇包括巫山北部龙溪镇、 官阳镇、 当阳

乡、庙堂乡、竹贤乡、骡坪镇，巫山东南部笃坪乡、邓

家乡和巫山西南部庙宇镇、 红椿乡等乡镇的部分行

政村受到县城的距离影响较大，贫困发生率较高。
3）到乡镇中心距离。 乡镇中心是基础服务设施

条件较为齐全和农村货物集散的集聚地区， 是周围

经济集聚的中心地区， 具有优于周围乡村地区的商

业服务和文教卫生等公共设施。 乡镇中心通常作为

集镇的场所， 是农村区域经济、 文化和生活服务中

心，是乡村与建制镇之间过渡型居民点，是农村人口

流动、交流的重要场所，可一定程度带动周边地区的

发展。 巫山县到乡镇中心距离形成了以乡镇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从图 3c 可看出，以乡镇为

中心形成的同心圆较为均匀地分布于巫山县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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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庙堂乡、竹贤乡、邓家乡、曲尺乡等部分行政村

到乡镇中心较远，其贫困发生率受此影响也较大。
4）到主要干道距离。 交通条件优劣是衡量区域

交通区位好坏的重要指标。 交通是连接区内外的重

要通道，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到主要干

道距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村的交通便捷度以及

与外界联系的紧密度， 到主要干道的距离越短表示

与外界联系程度越高，反之联系程度较低。 从图 3d
可看出，龙溪镇、庙堂乡、大溪乡等部分行政村距交

通干道距离较远，与外界联系程度较低，相应地贫困

发生率也较高。
5）坡耕地占比。 坡耕地是大于 15°以上的耕地，

是山地区域代表性的产物，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

地资源的优劣程度。 坡耕地的存在制约了旱地作物

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从图 3e 可看出，巫山县坡耕地

主要集中在巫山南部，其中红椿乡、铜鼓镇、笃坪乡

等部分区域坡耕地较多， 影响了旱地作物产量的提

高，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
在现实中，单因素会影响贫困发生率的差异，而

多因素综合作用也会导致贫困发生率的差异 ［8］。 因

此， 影响巫山县贫困发生率差异性的主导因素是由

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而成， 而不同影响因素的组合

会导致区域贫困发生率不同， 贫困发生率相一致的

影响因素的组合也有所差异。海拔高度、坡耕地占比

影响农业生产条件和粮食产量；到县城中心距离、到

乡镇中心距离、到主要干道距离影响交通、医疗等基

础服务设施辐射；而多种主导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

农村贫困化，贫困发生机理更加复杂，政府需因地制

宜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8］。
2．4 农村贫困化地域类型

根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得出的农村贫

困化分异机制，可以得出巫山县贫困化地域类型，受

海拔因素影响较大的区域为环境限制型区域，受距

县城中心距离和距乡镇中心距离因素影响较大的区

域为基础设施薄弱型区域， 受到主要干道距离影响

较大的区域为位置偏远型区域， 受坡耕地占比影响

较大的区域为资源限制型区域。 结合表 2 和图 4，巫

山县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相对复杂化， 每个乡镇农

村贫困化都受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因素影响， 乡镇

内区域类型多样化。其中官渡镇、龙井乡和庙堂乡的

农村贫困化分别受到 4 种不同的因素影响。 影响因

素多样化的区域下，其贫困机理也更为复杂，因此针

对不同的影响因素， 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来精准

施策［16］。

影响区域主要特征

地势相对高差较大，沟壑纵横，

地形崎岖，且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资源较贫瘠，石漠化严重

到县城中心和主要乡镇中心较远；

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较弱；

且交通条件也较差；部分青壮年

外出务工，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

区域内人们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到主要干道距离较远，

交通条件较差，

与外界联系程度弱

区域内坡耕地占比多，

易受滑坡、泥石流侵害，

制约农作物的产量提高

政策措施

对地势高的耕地进行退耕还林，

利用地势差异和自然风光来发展

区域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

并加强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

加强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农业产业转型发展，

并利用当地特色旅游资源，使第一

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因地制宜，

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加强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结合

区域内特色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对坡度

较高的耕地实行退耕还林，适当种植

经济林；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旅游业

区域类型

环境

限制型

区域

基础

设施

薄弱型

区域

位置

偏远型

区域

资源

限制型

区域

主要影响因素

海拔高度

到县城

中心距离

到乡镇

中心距离

到主要

干道距离

坡耕地占比

表 2 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措施

各乡镇中主导因素比例

抱龙镇 0.20、当阳乡 0.29、邓家乡 0.27、
笃坪乡 0.25、官渡镇 0.21、官阳镇 0.25、
红椿乡 0.31、建平乡 0.30、金坪乡 0.28、
两坪乡 0.27、龙井乡 0.24、骡坪镇 0.26、
庙堂乡 0.24、庙宇镇 0.23、三溪乡 0.24、
铜鼓镇 0.22、巫峡镇 0.24、竹贤乡 0.25

大昌镇 0.29、大溪乡 0.24、当阳乡 0.32、
邓家乡 0.27、笃坪乡 0.27、福田镇 0.27、
官渡镇 0.20、官阳镇 0.29、红椿乡 0.29、
龙溪镇 0.30、骡坪镇 0.25、庙堂乡 0.24、
庙宇镇 0.34、培石乡 0.25、平河乡 0.27、
三溪乡 0.26、铜鼓镇 0.23、竹贤乡 0.25

抱龙镇 0.20、大昌镇 0.24、邓家乡 0.27、
官渡镇 0.22、金坪乡 0.24、龙井乡 0.23、
庙堂乡 0.21、曲尺乡 0.28、双龙镇 0.25、

竹贤乡 0.25

大溪乡 0.25、金坪乡 0.21、龙井乡 0.21、
龙溪镇 0.28、庙堂乡 0.21、培石乡 0.29、

曲尺乡 0.25

抱龙镇 0.24、大昌镇 0.20、大溪乡 0.25、
笃坪乡 0.23、福田镇 0.21、官渡镇 0.28、
建平乡 0.24、两坪乡 0.24、龙井乡 0.24、
骡坪镇 0.21、平河乡 0.21、曲尺乡 0.21、
双龙镇 0.24、铜鼓镇 0.31、巫峡镇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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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重庆市巫山县为案例， 利用多元回归

线性模型、因素叠加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技术方法，
分析了 10 种地理要素，获得各村域的贫困化分异的

主导因素，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

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依据不同的主导因素，总

结了农村贫困化的 4 种地域类型， 主要包括环境限

制型区域、基础设施薄弱型区域、位置偏远型区域、
资源限制型区域， 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提出了不同

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于研究山区农村贫困化、解决

山区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集成法， 定量研究

以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模型为基础，利用地理

探测器与山区农村贫困化相结合， 探测了影响农村

贫困化因素的决定力值，研究表明，利用地理探测器

能更加深入研究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 从定性方面

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提出不同的政策措施 ［17］。 同一

区域类型内不同村庄的贫困分异机 制存在明显 差

异， 且存在两种及以上的影响农村贫困化的因素。

深入了解影响当地贫困的不同因素， 对国家实施的

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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