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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

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

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

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

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

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

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

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

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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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

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

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

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

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

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

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乡村发

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不同

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

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

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改革开放后，国家经

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

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

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

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新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

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

元静等, 2013)；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

破 50%，达到 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

阶段(杨忍, 2016)，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

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

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

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

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中国的乡

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

等, 2017)。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

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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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

健, 2012)。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

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

(李红波等, 2015)，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

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

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因此，乡村性的空

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

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

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

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帮助。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

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

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

(1998)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

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

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 (Harrington et al,

1998; Waldorf, 2006)；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

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 (Woods,

2009, 2010)；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

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和乡村

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

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韩冬等, 2017)。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

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

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

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

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

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

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在新时

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

(Woods, 2005)，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

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

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

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

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

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

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

等, 2015)。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

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

的区域(乔家君, 2012)，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

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

(乔家君等, 2014)，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

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

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

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

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

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

等, 2016a)。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

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可分为自然

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

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逐渐转向更为复

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港城

界面(庄佩君等, 2010)、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

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

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Lockaby 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

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

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

分析(乔家君等, 2016b)，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

型(乔家君等, 2016a)，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

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并对

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

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

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

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

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

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因此，本文将引入游动分割窗技术定量判断空

间界面位置，并基于空间界面视角探索表征乡村发

展程度的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一种更综合的地

理学研究新视角来揭示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动力机

制，不仅是对乡村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丰富，而且也

是对空间界面理论和应用的扩展。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的选择

巩义市为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总面积约

1041 km2，处于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条件较

为复杂，区域内平原、山地、丘陵均占一定比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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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非金属等自然资源相对丰

富。巩义市经济基础较好，其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常

年位居河南省前列，2015年全市GDP总量为640.49

亿元，人均GDP为 77729元，按照最新的钱纳里经

济增长阶段划分标准(李敏纳等, 2017)，巩义市已经

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巩义市的发展是由自

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引导的，在此过程中，乡村地

域系统内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流活跃，形

成了城中村发展型、工业带动型、传统农业型等多

种乡村发展模式(乔家君, 2008)。由于在巩义市域

范围内集中了多种地貌类型、自然资源以及多种社

会经济发展类型，因此也存在多种自然和人文界

面，故选取巩义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

性。此外，巩义市作为内陆城市已经率先进入工业

化后期发展阶段，对于大量即将迈入工业化后期发

展阶段的内陆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2 研究方法

2.2.1 游动分割窗技术

游动分割窗技术最早用于分析山地植被沿样

带分布情况(Whittaker, 1960)，随后为生态学家用于

分析生态交错带位置以及景观界面影响域的判

定。该方法已被证实是定量判断生态界面位置和

影响域范围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Johnston et

al, 1992)。因生态界面与空间界面本质上都是两个

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区域。因此，本文尝

试用此方法定量判断空间界面的位置。其原理如

图1所示，选择一个包含偶数个样点的窗口，计算每

个半窗口之间的相异系数，随后让窗口沿着样点顺

序移动，直到完成整个样带的计算为止。

因平方欧氏距离法(简称SED)计算简便，且计

算结果与野外观测结果趋于一致，因此一般都用其

作为计算相异系数的函数(Johnston et al, 1992)。公

式如下：

SEDm =∑
c = 1

n

( )-
Ac --Bc

2
(1)

式中：SEDm为窗口为m时的平方欧氏距离；
-
Ac 和

-
Bc

分别为半窗口A和B在参数为c时的平均值。

2.2.2 乡村性评价

Cloke等(1986)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

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

体系也不尽相同。Waldorf(2006)参考 HDI 指数提

出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为在不同尺度

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将

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

系。为从村域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来揭示乡村发

展差异的内部机理，需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

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李婷婷等, 2014; 杨忍等,

2015)。因此，本文从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

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

标体系(表1)，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

算，并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

巩义市各村的RI指数为：

RI =∑
I = 1

5

wiSi (2)

式中：wi为各个指标 i的权重值，Si为标准化后指标 i

的值，RI值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强。

2.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

示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Wang et al, 2010)。

近年来，地理探测器已经在地理、地质、水文、生态、

区域经济、环境、健康、遥感等多领域使用(王劲峰

等, 2017)。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可用来检测某一地

理因素是否对某个事物的空间分布造成影响(朱鹤

等, 2015)，交互探测又可有效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

交互作用。可见，采用地理探测器可有效探测要素

空间格局的成因和机理，本文将采用此方法对空间

图1 游动分割窗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moving split-window technique

表1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Indicators of rurality evaluation of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评价维度

经济结构

土地结构

生活水平

区位条件

代表性指标

人均工业产值

第一产业比例

人均耕地面积

人均收入

交通区位

计算方法

工业产值/总人口

第一产业产值/村庄总产值

耕地面积/总人口

按可比价格计算

GIS软件计算乡村等级以上公路的覆盖程度

指标特性

逆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弱)

正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强)

正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强)

逆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弱)

逆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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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对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进行探测

识别，模型如下：

q = 1 -∑h = 1

L

Nhσ
2
h

Nσ2
= 1 - SSW

SST
(3)

SSW =∑
h = 1

L

Nhσ
2
h , SST = Nσ2

式中：q 值为某因子 X 对属性 Y 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度；h为变量Y或因子X的分层，h=1, 2, …, L；Nh和N

分别为层 h和全区的单元数；σ 2
h 和σ2分别是层 h和

全区的Y值的方差。SSW和SST分别为层内总方差

和全区总方差。

2.3 数据来源

本所涉及的高程数据由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

实验室提供，地图数据来自规划部门提供的矢量地

图，土地利用数据来自土地部门的农村土地二级分

类表，各个村庄人均收入、村庄产值、村庄耕地面积

等数据来自巩义市统计年鉴，而区位条件分析则由

ArcGIS在矢量地形地图上计算每个村庄在不同年

份拥有的等级以上公路密度而得。

3 结果分析

3.1 巩义市空间界面的识别与判定

3.1.1 巩义市空间界面类型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

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其中，自然

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

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

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

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

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

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

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

楼, 2013)。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

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

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

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

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

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

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

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

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

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

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

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3.1.2 空间界面的位置确定

由于行政边界和交通线在空间上可以确定其

位置，因此，用行政边界和交通线经过的村庄来分

别表征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对于其他不能在空

间上明确标识出来的空间界面，则将县域空间划分

为适于县域单元分析的0.5 km×0.5 km格网(刘彦随

等, 2017)，并采用游动分割窗技术进行定量判别。

其中，游动分割窗窗口大小的确定最为关键，本文

以地形界面为例，根据高程计算出在采用不同窗口

时所得到的SED值如图2所示。由图可知，当窗口

大小为 10到 14个网格单元时，SED峰值变化趋势

趋于一致，表明当最小窗口大小为 10 个网格单元

时，可最大程度降低波峰噪音，从而确定界面位置

和宽度。此后分别按照此方法确定其他空间界面

的位置(图3)。

3.2 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

采用 ArcGIS 中的 Jenks 最佳自然断裂法，将

2015年巩义市村域乡村性依次划分为弱乡村性(RI

为 0.14~0.40)、较弱乡村性(RI为 0.40~0.45)、中等乡

村性(RI为 0.45~0.53)、较强乡村性(RI为 0.53~0.67)

和强乡村性(RI为0.67~0.85)五种类型。分析图4得

出：①乡村性较强和强的村庄数量较少，主要集中

于巩义市南部及西北部地区；②中等乡村性村庄主

要分布于巩义市西南部、东南部及东部地区；③乡

村性较弱和弱的村庄主要集中于城区周边及西部

与东部两个门户城镇。通过 Global Moran's I 指数

可以描述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全局空间集聚特

征，进而揭示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总

体分布特征。通过 ArcGIS 计算得，巩义市村域尺

度乡村性的Global Moran's I值为 0.4131，在正态分

布假设下，对 I指数检验得分Z值为13.9883，这说明

巩义村域尺度乡村性存在着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

表2 巩义市空间界面类型及划分依据

Tab. 2 Spatial interface type and division

basis of Gongyi City

一级分类

自然界面

人文界面

二级分类

地形界面

自然资源界面

居住界面

农业生产界面

行政界面

交通界面

划分依据

根据高程划分

根据自然资源分布划分

根据城镇建设用地与村庄用地比例划分

根据耕地所占土地面积划分

处于市域边界的村庄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经过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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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总体上趋于空间集聚，呈现边缘强，中间弱的空

间分布格局。

3.3 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探测

因子探测主要测度不同空间界面对乡村性空

间分异的解释力大小 (Power of determinant，简称

PD值)。图5为各空间界面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

异的解释程度，按解释力度大小排序依次为：x6交通

界面>x5行政界面>x4居住界面>x3农业生产界面>x1

地形界面>x2自然资源界面。可见，以地形界面和

自然资源界面为代表的自然界面对巩义市乡村性

空间分异影响不大，远低于各人文界面。在人文界

面中，交通界面的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程度最大，其次为行政界面、居住界面，农业生产界

面稍弱。

交互探测用于检验两种界面共同作用时是否

会增加或减弱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

力。从交互探测结果来看(表3)，任意两个空间界面

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均有所加强。其中，交通界面与

行政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最大，人文界面之间两

两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增强最为明显，人文界面与自

然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度更趋近于人文界面单

因子解释力。以上结论进一步印证了人文界面，特

别是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是乡村性空间

分异的主导因素。

为进一步探究各主导因素与乡村性空间分异

的关系，将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这三个

主导因素与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空间匹配(图 6)。

由图 6可知：处于居住界面和交通界面的主要为弱

乡村性和较弱乡村性村庄，而处于行政界面的主要

为中等乡村性和较强乡村性村庄。可见，交通界面

和居住界面与乡村性强弱呈负相关，而行政界面与

乡村性强弱呈正相关。

4 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分析

在乡村最初形成的时期，人类活动相对较少，

除去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形界面、气候界面、水陆

界面等自然界面外，乡村系统基本可以视为一个完

整的均质系统(乔家君等, 2017)。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类活动对乡村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乡村系统与

外界联系越来越多，使得乡村系统与外部系统间形

成的空间界面也逐渐增多。空间界面因其构成和

活动机制的独特性，常显现出尺度效应、边缘效应、

集肤效应、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乔家君, 2012)。在

这些效应的影响下，村庄原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

通过不断吸取外部流入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

使得乡村系统不断重组，原本相对均质的乡村系统

异质性逐渐加强，其空间分异就此形成。

4.1 尺度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尺度效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对宏观的层

图2 基于高程SED的游动分割窗峰值图

Fig.2 A moving-split window peak map based on the 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 (SED) of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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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总体来看，在新时期，巩义市的自然界面对乡

村性分异影响较小而人文界面影响较大，正是由于

空间界面尺度效应影响所致。空间界面的尺度效

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空间尺度

和时间尺度两方面。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

的空间界面具有相对性。如若以省域为研究单位，

则县域行政边界形成的行政界面区就会被忽视。

而在巩义市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县域环境内，其自

然本底相对较为均质，人类活动形成的其他界面则

图3 巩义市空间界面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interface in Gongy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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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较大。从时间尺度上看，乡村系统与外界联

系产生的空间界面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

很大差别。在传统农业时代，村庄发展更多受到自

然界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盛行的堪舆学也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先人对村庄选址的空间界面取向。而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环境的能

力，自然资源的开采、城市的扩张、交通道路的修

建，使得原来相对较为均质化的县域空间内部出现

了自然资源界面、居住界面以及交通界面，对乡村

系统造成极大冲击，影响乡村发展的动力也发生了

改变。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类

似巩义市的工业化先行区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后期

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经济中

心，逐步成为科技、文化和信息的创新基地，对农村

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步加强(刘自强等, 2012)；此

外，服务业在此阶段也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结构

和就业的主体，其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渐超

越工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龙冬平等, 2014)。因此，

正是由于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在新时期，空间界

面中的人文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要远大

于自然界面。

4.2 边缘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空间界面位于两个具有异质性系统共有的边

缘区，因此界面区在两个系统共同影响下产生了一

定的边缘效应，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有利弊之分，

故称为正负边缘效应。正是在边缘效应的影响下，

居住界面和行政界面成为影响乡村性空间分异的

主要因素。

居住界面多位于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一区

域是城市化最先辐射到的乡村地域，城市化的带动

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建

设都领先于其他乡村地区(李世峰, 2005)，也使得区

内的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乡村地区较为发达。可见，

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地区，位于城乡交界处

的居住界面对乡村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产生了正

向边缘效应，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强，并大幅超越了

传统的农业生产界面。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

注：空白区域是数据缺失的区域，为站街镇寺沟村、黄河滩区、涉村

镇东部林场

图4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布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of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图5 空间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Fig. 5 Power of determinant of spatial interface to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表3 两种空间界面交互作用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Tab. 3 Power of determinant of spatial interface interaction to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x1地形界面

x2自然资源界面

x3农业生产界面

x4居住界面

x5行政界面

x6交通界面

x1地形界面

0.018081

0.026781

0.076808

0.12801

0.156772

0.310542

x2自然资源界面

0.000512

0.060635

0.131453

0.136137

0.293414

x3农业生产界面

0.053904

0.139657

0.160922

0.311446

x4居住界面

0.124016

0.218328

0.349843

x5行政界面

0.135479

0.37702

x6交通界面

0.28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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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

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 (丁志伟等,

2013)，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

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

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

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

现象(舒庆等, 1994)，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

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

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

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可见，处于区域边缘

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

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

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

效应较为显著。

4.3 集肤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从上文中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可知，交

通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大，这主要与

空间界面的集肤效应有关。空间界面是系统间物

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交换的必经场所，因此往往成

为资源集散的重要区域，因与电学中的集肤效应类

似，此效应因此被称为空间界面的集肤效应。

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对于乡村发展

的驱动因素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产业，乡村发展的驱

动力更多依靠地方行为主体通过整合客体系统内

部各相关要素，促使乡村发展内核系统内部协调，

并与其外缘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

息流的交换，系统结构、功能逐渐优化而形成的。

而在空间层面，高等级公路就成为这些物质流、能

量流和信息流在空间流通的最主要廊道，也是乡村

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交换最主

要的场所，集肤效应最为显著。而位于交通界面的

村庄，由于接收到区域间的各种能流相对更多，因

此也具有更好的发展势头。此外，连接城市和乡村

的高等级公路使得沿线区域间交流成本大大降低，

促使沿线地区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种能流以及城

图6 主导空间界面因子与乡村性空间分异的空间匹配图

Fig. 6 Spatial matching distribution of dominant factors of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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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影响力会随着高等级公路向乡村地区扩散，农

民的思想意识、乡村的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改

变，因而也有利于外部资金、劳动力等优质资源的

集聚，进而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发展。因此，在新时

期，交通界面成为对乡村性分异影响程度最大的空

间界面，且位于交通界面的乡村其乡村性都相对

较弱。

4.4 加成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从上文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结果可知，任意

两个空间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均有所加强，主要

是受到空间界面加成效应的影响。由于界面处于

两系统的边缘，系统中心对其影响力相对薄弱，易

于新的经济要素进入、生长和发展，进一步加剧界

面处各种要素的集聚，产生超越区域组分单独功能

之和的增长效应，即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功效，

也就是界面的加成效应。

受到界面加成效应的影响，多重空间界面的叠

加产生的加成效应更为显著。巩义市乡村性弱及

较弱的村庄大多集中在市区周边以及东部和西部

两个门户城镇，这三个地区无一不是多重空间界面

叠加的区域。使用地理探测器进行的交互探测结

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表 3)。巩义市范围内的任意两

个空间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均有所加强，因此，

巩义市任意空间界面叠加后所形成的加成效应对

其乡村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空间界面视角，采用量化手段，对处

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典型县级区域——巩义

市的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分析，主要得到

以下结论：①巩义市县域空间范围内，客观上存在

着多种空间界面。其中，自然界面主要包括地形界

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界

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②巩义市村

庄整体发展较好，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

间自相关性。该市乡村性较强的村庄主要集中于

市域南部及西北部地区；中等乡村性村庄主要分布

于市域西南部、东南部及东部地区；乡村性较弱和

弱的村庄主要集中于城区周边及西部与东部两个

门户城镇；总体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

局。③在新时期，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

面和居住界面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

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集肤

效应、边缘效应和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

空间分异的加强。

与现有宏观尺度的研究成果相比，通过对微观

的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分析，可更

加深入地了解小空间尺度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而空间界面视角的运用，也使得我们可更加系

统、综合地掌握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机制：首先，由

于空间界面尺度效应的影响，在新时期，自然界面

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相对较小，而人文界面中的

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

影响较大。其次，正向的边缘效应使得作为城市与

乡村之间过渡地带的居住界面对于乡村发展的影

响力逐步增强，超越了农业生产界面；负向的边缘

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也有较强影响，使得位于行

政界面区内的村庄发展相对落后。再次，空间界面

的集肤效应在高等级公路形成的交通界面处最为

显著，也使得交通界面成为对乡村性分异影响力最

大的空间界面。最后，加成效应使得处于多重界面

处的巩义市区周边、东部和西部门户城镇周边的地

区形成了弱乡村性村庄的集聚区。因此，在新的时

期，更应重视人文要素的影响，努力提升本地区对

外交流、开放的程度，引入更多外部资源要素，努力

培育多种空间界面，为巩义市乡村振兴提供更充足

的动力源。与此同时，也需要重视区域内部乡村发

展不均衡问题，对于行政界面区内的村庄有必要施

加一定的政策优惠、资金投入等外界干预措施，促

使全域乡村的协调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获取较长时间跨度的村域

尺度数据资料有一定的难度，本文未对基于空间界

面视角的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过程进行分析。

今后，随着乡村数据统计的不断完善，可以从时空

演化过程研究入手，更好地揭示其对乡村发展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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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interface:

A case study of Gongyi City, Henan Province

HAN Dong, QIAO Jiajun*, MA Yuling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new and vigorou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ity in rural areas can be seen a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local areas. Also in this

period,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pluralistic and more externally dependent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are

more pluralistic as well. Therefor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patial interface perspective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ity in village areas,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 this study, we used the rurality index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ity at the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Henan Province, China. Next, we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the location of spatial interfaces in Gongyi using the moving split- window technique. Finally, we

used a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ique to assess the mechanisms that influence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ity at the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Our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The spatial interface of Gongyi can be

divided into natural and human categories. The most important natural interfaces include terrain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human interfaces includ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identi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traffic. (2)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t the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showed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e number of the strong rurality and extremely strong rurality villages was relatively small.

The strong rurality and extremely strong rurality villag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western regions of Gongyi City. Intermediate rurality villag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western,

southea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Gongyi City. The weak rurality and extremely weak rurality villag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urban region and the two port towns in the west and east of the city. On the whole,

spatial agglomeration was evident and it was strong in the periphery and weak in the middle area. (3)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the spatial interfaces, the elements in the county space of Gongyi were

reorganized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traffic,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residential interfaces strongly affected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hile the natural interfaces played a less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spatial interface;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village scale; Gongyi City; 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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