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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 1990 年以来中国县
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
著，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
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
快，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
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
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
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同时粮食生产主导
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
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凸显主导功能，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
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
的融入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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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引擎。城镇化是城乡发展转
型的主导驱动力，日益凸显其协调城乡关系的引领作用[1-3]。城镇化研究一直是地理学界关
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城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是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核心问题[4-6]，既有重
点发展小城镇和大城市的观点，也有主张多元化的城镇化道路[7-9]。近些年来，着眼于全国
或省域层面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区域格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城镇化的资源
环境基础、城镇化时序动态阶段、城镇化与农村空心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新进展[10-18]，也
有学者重点开展城镇化发展机制、模式的典型案例研究[19-20]。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程来
看，一般国家都经历了城乡分化、隔离、对立转向城乡融合、一体发展的转型过程。其
中，城乡融合阶段的城镇化率一般在 50%~70%，工业化率在 40%~50%[21]。
城乡发展转型，是城乡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协同发展的综
合人文过程。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 50%，城乡关系已进入城乡融合乃至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阶段。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以来，城镇化和新农
村建设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双轮驱动”[22-25]。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工市民化和中小城市
发展，也上升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适应城乡发展转型与健康城镇化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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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当前有关县域城镇化发展动态、空间格局
及其形成机理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本文侧重对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进行定量分析，以期为深化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科学确立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完
善城镇化的地域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人口统计资料》 (1991 年、2001 年、2009 年) 提供的
分县总人口、非农人口数据，分析 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
理。其中，总人口是指 1990 年、2000 年、2008 年的分县常住人口数据；非农人口是指从
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及其所扶养的部分人口。2000 年以后的城镇化率统计采用了常
住人口统计方法，统计结果包括了并未真正实现进城落户的大量流动人口。本文以非农人
口作为城镇化率测算的主要数据源，旨在从农民真正实现进城落户、安居乐业的视角，来
揭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差异格局。有关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矢量图、
DEM 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变异系数、地统计、样带、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其中，各年份城镇
化率及各时段城镇化率年均变化率的变异系数用来刻画其区域差异；地统计研究方法用于
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分析，得出各典型样带的城镇化分布趋势；采用样带方法，侧重确
定具有代表性区域的城镇化分布特点及其主导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器用于提取主导影响因
素，同时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定量评价。
(1) 变异系数分析法
采用变异系数测度县域城镇化的差异程度，刻画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动态差异，该
系数已在地理数据的空间差异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计算公式如下：
n

∑(x - xˉ)

2

(1)
CV = 1 i = 1
× 100%
xˉ
n-1
式中：CV 为变异系数； xˉ 为县域城镇化率的平均数；n 为县的个数；xi 为各县城镇化率。
(2) 样带研究方法
样带 (Transect) 是沿着一个主导驱动因素在梯度上有规律变化的线状研究区域或具有
明显差异特征的线状地域类型。在国际 IGBP 研究计划推动下，样带研究方法在全球变化
研究中得到了成功应用[26-28]。为更好地揭示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选取长
江沿线、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北方边境线、106 国道沿线、东部沿海 100 km 内的县域，组
成了 3 条东西向样带和 2 条南北向样带，样带分析有助于揭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
差异规律及其形成机理的地域差异性。
(3) 地统计趋势分析方法
城镇化区域差异性模拟分析是 GIS 地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以 GIS 为平台，通过对
样带城镇化率正交面投影的方式进行透视分析，有助于深入揭示城镇化样带的分异规
律。趋势分析图中的每一根竖棒代表了一个数据点的值 (高度) 和位置。这些点被投影到
一个东西向的、一个南北向的正交平面上，通过投影点绘制出一条最佳拟合线，用以模拟
特定方向上变化趋势。地统计趋势分析的具体数学模型见参考文献[29-31]。本研究以样带
为基础，结合地统计趋势研究方法，分析揭示典型样带的城镇化差异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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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理探测器机理分析方法
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深受经济社会或自然要素影响，探明其机理是地理学研
究的重要内容。“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首次应用于地方性疾病形成原因的探测[32]，其模
型如下：
m
P D,U = 1 - 12 ∑i = 1n D,i σ 2U
(2)
nσ U
式中：PD,U 为城镇化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nD,i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n 为整个区域样本
2
2
数；m 为次级区域个数；整个区域 σU 为城镇化的方差； σU 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假设
σU2 ≠ 0 ，模型成立，PD,U 的取值区间为[0, 1]，PD,U = 0 时，表明城镇化分布呈随机分布，
D,i

D,i

D,i

PD,U 值越大，说明分区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越大。本文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二三产业产
值占 GDP 比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人口密度、人均粮食占有量、人
均 GDP、离交通主干线平均距离、年均降水量、平均海拔高度等 10 项指标，分别探测各
项指标对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

3

县域城镇化动态与格局形成机理分析

3.1 县域城镇化时空变化
(1) 1990 年，中国大部分县域城镇化率偏低，且区域差异明显 (图 1)。其中，高城镇
化率县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沿边境地区、东北三省、珠三角地区，以及以北京、天
津、上海等大都市为聚点的点状区域，城镇化率 40%以上，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带尚未
形成。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南部地区、黄土高原中西部、黄淮海平原农区、环京津贫困
带、东部沿海丘陵山区等区域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除省会、地级市以外的县域城镇化率
在 20%以下。城镇化较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以武汉、南昌为中心的两湖平原地区，城镇化
率在 15%-30%。
(2) 2000 年，中国县域城镇化率空间分布较 1990 年有所变化，东部沿海县域城镇化发
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域仍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青藏高原、黄土高
原、东部沿海丘陵山区，大部分县域城镇化率在 20%以下。从 1990-2000 年中国县域城镇
化率的年均变化来看，县域城镇化增长率大于 0.8%的县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江
苏、山东半岛、珠江三角和中部地区以武汉都市圈为核心的两湖平原区，这些地区 2000
年县域城镇化率在 30%~50%。北方边境地区、东北三省维持高城镇化空间格局，大部分
县域的城镇化率在 40%以上。2000-2008 年，是中国城镇化大发展时期，从中国县域城镇
a.1990 年

b.2000 年

c.2008 年

图 1 1990、2000、2008 年中国县域城镇化率空间分布
Fig.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 in 1990, 2000 an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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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90-2000 年

c.2000-2008 年

0.001-0.800

图 2 1990-2008 年中国县域城镇化率的年均变化空间分布
Fig.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nnual change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08

化率年均变化来看，县域城镇化增长率大于 0.8%的县域覆盖范围较 1990-2000 年明显扩
大 (图 2)。从沿海到黄土高原东部地区、两湖地区、成渝地区都成为该时期县域城镇化高
速增长的区域。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传统农区的县域城镇化增长率较低，大部分县域城镇
化年均增长率不足 0.5%。
(3) 2008 年，中国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为：低城镇化率的县域集中分布在西南地
区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南部、黄土高原陇东南地区、中原传统农区，大部分县域城镇化率
在 20%左右。两湖平原、东北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县域城镇化率较高，为 40%~
60%。成渝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较 2000 年有较大提高、范围也有所扩大，大部分县域城镇
化率为 30%~40%。从时空变化来看，中国县域城镇化时空变化的地域规律：北方边境县
域统计型虚高城镇化带和东部沿海地区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高城镇化带构成
了“人字形”的县域高城镇化格局，且呈逐渐形成和加强趋势，北方边境县域城镇化质量
亟待优化。同时，各省会、大多数地级市高城镇化的中心性明显，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发
展动力不足，县域城镇化率明显偏低。
3.2 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分析
依据 1990 年、2000 年、2008 年的中国分县城镇化率数据，利用公式 (1)，进行各年份
城镇化差异度测算分析。结果表明：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差异总体上呈现减小趋
势，1990 年、2000 年、2008 年县域城镇化差异度分别为 1.04、0.87、0.81，2000-2008 年
的减小速度明显放缓，8 年时间县域差异度仅缩小 0.06，反映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均衡性
有所增强。1990-2000 年，县域城镇化年均变化率差异度为 4.64，主要表现为珠三角、长
三角县域城镇化增长过快，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增长缓慢；2000-2008 年为 1.87，该时期
的城镇化率快速提高，同时县域城镇化增长速度差异缩小，快速增长的区域覆盖面加大，
县域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呈现缩小态势。
3.3 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成因分析
区域城镇化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选取了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区位条
件、自然要素等方面的 10 项指标，对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机理进行探测研究。首先，利
用县域城镇化水平分级与各要素聚类分级进行耦合匹配分析，在 ArcGIS 平台进行数据处
理得到城镇化分级与各要素分级匹配结果 (图 3)。依据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对各要素进
行自然聚类分级分区，利用公式 (2)，计算出各要素对县域城镇化率影响力，PD,U 各要素值
分别为非农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0.82)、人均粮食占有量 (0.36)、人均 GDP (0.64)、
农民人均纯收入 (0.86)、人口密度 (0.81)、交通条件 (0.5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0.75)，离
中心城市距离 (0.72)、年均降水 (0.48)、海拔高度 (0.59)。由此看出，县域城镇化发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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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人均粮食占有量

g.年均降水

b.二三产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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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人口密度

e.人均 GDP

f.交通水平

h.地形

i.固定资产投资

j.离中心城市距离

图 3 2008 年中国县域城镇化率与要素空间匹配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matching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rate and the elements in China in 2008

要受到城镇固定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
密度、人均 GDP 等要素的影响。
(1) 县域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山区、传统农区、西北干旱缺水
地区，其县域城镇化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落后双重约束，工业化水平和农民人均
纯收入较低，受大中城市辐射作用小，城镇化发展投资带动较弱，产业结构处于较低阶
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能力有限。
(2) 高城镇化县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投资强度大、受中心城市辐射强、工业化水
平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苏南模式、浙北模式、温州模式独具特色的农村工业
化、市场化促进农村城镇化。珠三角地区接受港澳产业转移和“三来一补”企业兴起，促
进了区域工业化，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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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南地区受地形和石漠化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不
足，外资拉动作用有限，人口密度较低，工业化水平低，造成了县域城镇化的较低水平。
青藏高原南部县域的低城镇化水平还与高寒地区的自然环境约束有直接关系；
(4) 黄淮海传统农区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大，在耕地保护核心区、粮食主产区战略定
位导向下，县域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固定资产投入不足，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制约了地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导致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
(5) 成都平原、关中平原、辽东半岛的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较优，地区工业化水平较
高，人口密度较大，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较快，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
展水平相协调，因而具有较高的县域城镇化水平。

4

样带城镇化趋势及形成机理

为深入揭示县域
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
其形成机理，进一步
采用样带研究方法，
从地理因素梯度演变
出发，揭示出城镇化
发展的影响因素。本
文选取陇海兰新铁路
线、长江沿岸、106 国
道、北方边境、东部
沿海等 5 个样带，并采
取地统计趋势线方
法 ， 绘 制 出 1990 年 、
2000 年 、 2008 年 各 样
带城镇化率趋势线 (图
4)。同时，对各样带内
各要素进行聚类分
级、分区。利用地理
探 测 器 计 算 公 式 (2)，
得出各样带内各要素
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
布影响的 PD,U 值 (表 1)。
(1) 陇海兰新铁路
线样带，横贯江苏、
安徽、河南、陕西、
甘肃、新疆 6 省 (区)，
全长 3600 km，贯穿中
国东中西部，是刻画
中国自然地理与人文
地理分异的一条典型
样 带 。 1990 年 、 2000
年 、 2008 年 县 域 城 镇

a.1990 年城镇化率(%)

b.2000 年城镇化率(%)

0-15
15-30
30-50
50-100

0-15
15-30
30-50
50-100

c.2008 年城镇化率(%)

0-15
15-30
30-50
50-100

北方边境样带

沿海样带

陇海兰新样带

长江样带

G106 样带

图 4 1990 年、2000 年、2008 年样带城镇化率趋势线

Fig. 4 The urbanization rate trend line of transect in 1990, 2000 an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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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样带各要素地理探测分析表
Tab. 1 The result of geographical analysi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different elements
样带名 称
１
０６国道 样带
北方边 境样带
东部沿 海样带
长江沿 岸样带
陇海兰 新样带

固定资
产投资

离中心
城市 距离

农民
收入

产业
结构

人口
密度

人 均粮食
产量

人均
ＧＤＰ

交通

地形

降水

０
．
０
６
０
．
１
６

０．
０３
０．
１７

０
．
１
３
０
．
２
６

０
．
０
５
０
．
１
０

０．
０１
０．
２８

０
．
２
３
０
．
０
９

０．
５
３
０．
０
２
０．
３
６

０．
１３

０．
００

０．
１
１

０．
５
３

０．
２１
０．
０８
０．
１３

０．
１９

０．
０
７

０
．
３
０
０
．
２
７
０
．
５
１

０．
３４
０．
１９

０．
２８

０
．
５
８
０
．
３
９

０
．
４
１

０
．
１
８
０
．
３
３
０
．
２
２

０．
１０
０．
２９
０．
０４

０
．
４
５
０
．
２
１
０
．
２
２

０．
２
９

０．
０３

０．
２２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１
８
０．
０
１
０．
１
７

化率趋势呈现出西部高、中部低、东部较高的趋势，且东部较高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形
成 U 型。依据地理探测县域城镇化与各要素 PD,U 值分析表明 (表 1)，决定该样带城镇化发
展主导因素为固定资产投资 （0.51）、农民人均收入 (0.41)、人均 GDP (0.29)、离中心城市
距离 （0.28）。西部县域城镇化存在统计虚高的影响。中部传统农区城镇化发展受粮食主
产定位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较少。东部县域经济发达，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大，二三
产业高速度发展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2) 长江沿岸样带，贯穿中国东中西部，拥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武汉
为中心的城市群、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1990 年、2000 年、2008 年长江样带城镇化水
平呈现出西低东高趋势，且中东部县域城镇化加速快于西部，2000 年以后该趋势明显增
强。利用地理探测县域城镇化与各要素 PD,U 值分析表明 (表 1)，该样带城镇化发展主要影
响因素为人均 GDP (0.53)、农民人均收入 (0.39)、二三产业发展 (0.33)、人口密度 (0.29)
等。西部县域地处中国第一阶梯，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本地较差、县域经济发展落后、交
通等区位因素制约了城镇化发展。中东部地区随着三大城市群的兴起，二三产业快速发
展，带动了区域城镇化高速发展，因而有望成为长江沿线的县域高城镇化带。
(3) 106 国道样带，北起北京菜户营，南至广州，全程 2466 km，经过北京、河北、河
南、山东、湖北、湖南和广东 7 个省 (市)，从京津冀都市圈，经传统农区，贯穿两湖，连
接珠三角，是中国南北经济发展要素差异显著的一条典型样带。1990 年、2000 年、2008
年样带县域城镇化呈现出北低南高的趋势。利用地理探测分析各要素 PD,U 值，发现影响该
样 带 城 镇 化 主 要 因 素 为 农 民 人 均 收 入 (0.58)、 人 均 GDP (0.53)、 农 民 人 均 粮 食 产 量
(0.45)、离中心城市距离 （0.34）、固定资产投资 (0.30)。随着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北京特
大城市的强集聚性凸显，使生产要素向其聚集，助推了“灯下黑”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
县域城镇化水平难以提高；样带中部为粮食主产区，人口众多，粮食基地建设战略制约了
该地区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城镇化率提高。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二三产
业快速发展，农村人口职业转移和地域转移同步，县域城镇化发展较快。
(4) 北方边境样带，是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样带，1990 年、2000 年、2008 年样
带分县城镇化呈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 U 型趋势。1986 年民政部 《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
领导县条件的报告》 中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边境口岸，可在人
口、非农业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降低设市标准。为促进经济发展、开采资源、加强
国防，西部省区优先推进城镇建设。从地理探测各要素 PD,U 值来看，各要素对该样带城镇
化发展的决定性不是很强，主要是制度因素和统计口径所致的统计型城镇化虚高。
(5) 东部沿海样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1990 年、2000
年、2008 年县域城镇化的差异趋势不明显，南部珠三角县域城镇化发展快，整体县域城
镇化快速提高。从地理探测各要素 PD,U 值来看，该样带县域城镇化发展主要影响因素为人
均 GDP (0.36)、人口密度 (0.28)、农民收入 (0.26)。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人
口快速非农化转移、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促进了农民进城、进镇安居乐业，推进了东部沿
海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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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1)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显著。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
化构成了“人字形”县域高城镇化格局，且呈逐渐加强趋势。北方边境地区县域城镇化率
较高，大部分县域为统计型虚高，城镇化质量亟待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
普遍高于中部、西南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较高。1990-2008
年，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呈缩小态势，县域城镇化发展均衡性加强，但 2000 年后差距
缩减的速度减缓。
(2) 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各样带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
水平、工业化水平、区域投资强度、离中心城市距离、粮食生产、人口聚集度等。非农业
人口统计口径、西部及边境地区城镇设置标准等对县域城镇化的统计产生影响。传统农区
城镇化发展受粮食主产区战略定位的约束作用明显。西南、青藏地区县域城镇化水平主要
受投资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等经济因素与自然环境双重制约。
(3) 县域城镇化发展应凸显主体功能、地域差异、城乡统筹理念。东部沿海及内地主
要经济区发展集约型城镇化，推进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共享、节约集约用地；传统耕地与
粮食主产区推进分流型城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安居乐业和农村土地整治、社区化建
设；生态与水源保护区推进迁移型城镇化，注重中心村镇定居、社会保障覆盖、生态补偿
完善；产业园区与城镇近郊区推进融入型城镇化，利用区位优势，村企联动发展，提升城
乡土地价值。
(4) 本文着眼农民进城落户、安居乐业视角，通过县域城镇化的综合测度与定量分
析，揭示了县域尺度城镇化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理。地理探测器是诊断县域城镇化主要影
响因素决定力的较为有效的研究方法，样带及地统计趋势线方法从自然地理学研究拓展至
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从深化格局动态与机理研究来看，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入探索。从
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动、人口非农化与土地集约化挂钩、
城乡要素流动与空间优化重构等前沿问题，将是拓展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和发展城乡转型
地理学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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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China
LIU Yansui1, YANG Ren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90 we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using the methods
includ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transect and geography detectors.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were significant. The
"herringbone" shape region pattern of high county urbanization was gradually highlighted,
which were made by the counties along the north border and in eastern coastal areas.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some regions were accelerated and enhanced, including
Wuhan metropolitan region,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and Guanzhong-Tianshui region. The
low county urbanization level was maintained in Southwest China and Qinghai-Tibet Plateau
regions. The difference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hange rate of county urbanization were
converged in China after 2000, but the rate has slowed down since 2000.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trend of transec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cluding Lianyungang-Lanzhou
railway and Lanzhou-Urumqi railway transects, the Yangtze River transect, the border of
north China transect, 106 National Road transect, and the eastern coastal transec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county urbanization, mainly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he level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rural net income per capita, population density,
leading posi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demographic statistics and 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counties. The high county urbanization in northern border regions was a typical type of
statistical unrealistically high urbanization. In the future county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follow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highlight its leading function, and adopt multipl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s such as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ntensively in key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s, separating urbanization in cropland and grain producing areas,
migrating urbanization in ecological and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areas, suburban areas and
urban-based urbanization and other leading county urbaniza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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