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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农村转型重构，农村居民点形态及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亟需充分了解其时空动态。选取长江经济

带1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居民点矢量数据为基础，分别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最近邻指数、景观格局指数

等方法，分析农村居民点形态结构、集聚程度、分布方向等，并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论如下：长

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主要沿西南－东北方向布局，集中分布在湖北中部、安徽及江苏北部；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表现为

多核空间分布模式，集聚性呈现加强的趋势；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结构离散化程度降低、趋于紧密，该斑块呈大型化

的趋势；河流、地形地貌、行政驻地、政策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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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周玄德，邓祖涛，梁 滨，陈 乔
（湖北经济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武汉 430205）

一、引言

农村居民点作为我国人口的主要居住地，承载着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等功能，其规模、空间分布特征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体现[1~2]。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转

型重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形态及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引发了农村居民点的无序扩张、空心化、土地利

用效率偏低等现象[3]。农村居民点的区位、规模、分布、形态等地区分异与格局演变往往是揭示人地关系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重要途径[4]。因此，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对准确理解农村居民点

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力，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布局，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5~7]、农村居民点

驱动机制[8~10]、农村居民点的景观环境问题[11~13]、农村居民点空心化[14~16]等；在研究区域上，对平原、丘陵、山区

等不同类型的居民点进行了广泛研究，研究对象逐渐向微观尺度发展[5]；在研究方法上，日益向多元化方向

发展，主要包括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地统计相关分析和景观生态学数量分析法定量研究农村居民点的时

空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2]，如引力模型[17~18]、空间自相关模型[19]、Voronoi图[20]、景观格局指数[21]、分形指数[22]等。

综上所述，关于农村居民点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典型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研究区域的同质性

较强，不够突出[4]，较大空间尺度农村居民点演变的研究较少[3]，空间布局方向的研究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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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大的一条经济命脉，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是我国人口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其中

包括大量农村居民点分布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分布及演变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有关研究多侧

重于局部区域的分析，跨区域尺度的研究较少，基于此，选取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

象，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最近邻指数、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特

征进行综合系统分析，并深入剖析影响因子的作用机制，以期对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布局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为长江经济带农村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份，横跨我国

东中西三大区域，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根据中国和各省份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46.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42.9%，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该地域广阔，地势西高东低，地貌与地质情况复杂，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形态多样，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

探讨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变动，可以表征不同区域下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特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影像数据来源于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www.resdc.cn），选取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
四个时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数据集，分辨率为1km×1km，农村居民点数据分类精度达91.2%以上，满足研

究要求。

（三）研究方法

1.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可以很好地刻画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及空间形态等特征[23]，因此选

取标准差椭圆用以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上的方向性。标准差椭圆的分析主要涉及椭圆长轴方向、椭圆

短轴方向、椭圆圆心变动，其中椭圆长轴方向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分布最多的方向，椭圆短轴方向为农村居民

点分布最少的方向，椭圆圆心的变动体现了农村居民点中心的空间变动。

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常用来反映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能够直观地反映点状要素的聚集地和集聚程度。核

密度估计表示在以每个点状要素为中心，通过核函数计算每个点要素在指定半径范围内各中心点的密度贡

献值，核密度估计值越高，农村居民点分布越密集，反之则分布越分散[4]。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fn( )x = 1nhi∑i = 1
n k é

ë
ê

ù
û
ú

x - xih （1）
式中：K为核函数；h为搜索半径（宽度）；n为搜索半径范围内出现的点数。

3.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可以评估研究对象的集中程度，已得到广泛的应用[24~25]，因此本文使用此方法研究不同年份

农村居民点的集聚变化情况。最近邻指数为各点实际最近邻距离的平均值与各点理论最近邻距离的比

值。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re = 1/2 (n/A)1/2 （2）R = ri /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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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e 为理论最近距离，n表示测算点数，A为研究区面积，R为最近邻指数，R大于1则表明点要素为

均匀分布，R等于1则表明点要素为随机分布，R小于1则表明点要素为集聚分布。

4. 景观格局指数

在景观生态学的基础上，以农村居民点斑块景观为分析对象，借助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居民点的景观格

局特征，选取斑块数量（NP）、斑块密度（PD）、最大斑块指数（LPI）、斑块结合度（COHESION）、聚集指数（AI）5
个景观指数指标，各指数通过Fragstats 4.2软件计算得到。

三、农村居民点时空特征分析

（一）农村居民点总体规模变化

对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进行统计，并分析其变化情况（见

表 1）。发现 200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表现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由 2000年的 3.3579万
km2增加到2015年的3.7210万km2，年均增长率为0.6869%。在分阶段研究中发现，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

用地面积扩张表现出稍微放缓的趋势，2000－200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长量为0.1432万km2，年均增

长率达到了0.8387%，而2005－2010年、2010－2015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长量仅在0.10万km2左右，

对应的年均增长率维持在0.61%左右。

表1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及规模变化

年份

面积（万km2）

变化量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00
3.3579

增加量（万km2）

0.1432
0.1082
0.1117

2005
3.5011

动态度（%）

0.8529
0.6181
0.6190

2010
3.6093

年均增长率（%）

0.8387
0.6106
0.6114

2015
3.7210

（二）农村居民点标准差椭圆分析

从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总体分布呈现相对集中态势，

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见表2、图1）。
从其集聚程度来看，2000年以来椭圆面积整体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分布

呈整体向外扩散的态势；在分阶段研究中发现，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三个时期，椭圆

面积的变化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特征，说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表现为向外扩散－向内集

聚－扩散的趋势。

从其分布方向上看，椭圆长轴主要位于研究区的东北区域，沿湖北中部、安徽、江苏北部的方向布局，说

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该区域。

从集聚中心及旋转角度上看，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的中心主要位于湖北省麻城市东部、沪蓉高速的

北侧，移动方向上有微弱的南移，说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中整体的发展方向为朝南走向。

表2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参数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中心经度

115°23′32.36″
115°23′42.29″
115°25′27.85″
115°24′21.28″

中心纬度

31°16′46.44″
31°15′46.87″
31°15′37.23″
31°14′44.44″

短半轴/km
304.0191
306.2917
305.3219
307.1286

长半轴/km
728.8150
732.4248
730.0724
735.4351

旋转角度

63°25′29.23″
64° 2′ 7.68″
64° 4′30.64″
64°33′22.25″

面积（万Km2）

69.6007
70.4683
70.0196
70.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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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标准差椭圆分析

（三）农村居民点核密度估计分析

分别估算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核密度估计值，根据研究区的尺度，

确定选择搜索，得到了居民点集聚分布结果（见图2）。由图2可知，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空

间集聚分布呈现多核的空间分布模式，总体发展不均衡，东北方向密集，西部方向偏少。2000年以来，长江

图2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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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核心区主要位于安徽北部及江苏大部分区域，还包括分别以武汉、成都为核心的周边区

域，研究区从东向西农村居民点分布密度减少，其中长江中下游沿江区域农村居民点核密度估计值较高，长

江上游沿江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不是很明显。对比农村居民点核密度估计值发现，2000年以来，安徽、江

苏农村居民点的高密度区规模外扩显著，向东南方向移动明显，2015年居民点高密度区已扩散至杭州、宁波

等地；以武汉、南昌、长沙为顶点的环状农村居民点布局显著；以成都为核心的周边区域农村居民点分布外

扩趋势明显，并向长江中游方向移动。综上分析，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核密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研

究区的东北部以及以各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周边区域，并呈现一定程度的向外扩散的特征。

（四）农村居民点最近邻指数分析

通过最近邻指数对 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集聚特征进行分析（见表 3），发现

2000年以来农村居民点的最近邻指数R值都小于1，而且表现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0.7180下降

到2015年的0.7038，这说明农村居民点具有显著的集聚性，且该集聚性进一步增长。从数据上来看，不论是

理论最近邻距离还是实际最近邻距离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减小，说明农村居民点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短，

彼此之间的联系便利程度越来越密切。

表3 农村居民点最近邻指数分析结果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理论最近邻距离/km
4.4941
4.4487
4.4223
4.3815

实际最近邻距离/km
3.2266
3.1501
3.1232
3.0835

最近邻指数

0.7180
0.7081
0.7062
0.7038

（五）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运用景观分析软件计算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用地的5个景观格局指数（见表4）。在斑块数量上，由

2000年的20168上升为2015年的20900，斑块数量增大，农村居民点的破碎化程度增加。在斑块密度上表现

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体现了近 15年来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个体斑块之间的离散化程度降低，集聚性增

强。最大斑块指数由2000年的0.1251增长到2015年的0.3413，上升了1.73倍，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增长中新

老居民点的结合，进而扩大了原有居民点斑块的边界，农村居民点斑块大型化趋势显著。在斑块结合度和

聚集指数上，2000年以来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说明农村居民点不断地集中、合并，空间分布的集

聚性加强，农村居民点斑块结构越来越紧密。

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逐渐增大，居民点集聚性增强，居民点斑块更加大型化，居

民点斑块结构更加紧密。

表4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指数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斑块数量NP
20168
20467
20576
20900

斑块密度PD
0.6006
0.5846
0.5701
0.5617

最大斑块指数LPI
0.1251
0.1314
0.1635
0.3413

斑块结合度 COHESION
35.8758
37.5762
39.1248
40.4606

聚集指数AI
12.5271
13.4162
14.2105
14.6892

四、农村居民点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相对复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前文的分析结果，分别从河

流、地形地貌、行政驻地及政策等四个方面分析其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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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流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河流是影响居民点分布的重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在依托黄金水道的基础上，将11个省份予以连接，长

江对于整个经济带的发展作用尤为显著，在农村居民点的分布上也体现了一定的影响性。前文研究发现，

长江中下游区域农村居民点沿江分布的特征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距离河流较近方便耕地灌溉，使得

农村居民点分布在距离河流较近的耕地周围区域，另一方面河流作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因运输等需要

在河流两边分布着码头、驻地等，进而伴随着城镇、农村居民点的布局。

（二）地形地貌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大陆三级阶梯，地形地貌复杂，自东向西分布着淮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淮

丘陵、云贵高原等，海拔渐次抬升。结合前文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伴随地形地貌的多样性，农村居民点的

分布也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海拔相对较低、地形相对平缓的区域，易于作为居民点用地开发建设，而且该区

域可以进行居民点的规模化开发；海拔相对较高的区域，农村居民点建设难度会有所增大，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开发建设，该区域的居民点斑块也会相对分散。

（三）行政驻地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农村居民点布局会考虑与城镇之间的距离，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小，农村居民更方便开展各类日常活动，

因此农村居民点会依托就近原则分布于城镇周围。前文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省会城市周围分布

着不同密度的农村居民点，并随着与省会城市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点分布密度递减。

（四）政策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农村居民点以人类活动为主导，受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等共同作用，同时还体现政策实施的影响。

受政策驱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不断的改变作用于居民点。长江经济带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确保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如三峡库区生态移民村建设就是环境保护政策驱动下的产物。

五、结论

本文基于遥感影像解译，对长江经济带2000－2015年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进行研究，分别选用标准差

椭圆、核密度估计、最近邻指数及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农村居民点的分布方向、集聚程度、景观特征，并对农村

居民点用地斑块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论如下：

第一，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主要沿西南－东北方向布局，集中分布在湖北中部、安徽及江苏北部。

2000年以来，农村居民用地面积表现为增长趋势，标准差椭圆面积增长说明农村居民用地斑块向外扩散明

显。在标准差椭圆中心及旋转角度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的中心主要分布在湖北省麻城市内，

并表现为南移的态势。

第二，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表现为多核的空间分布模式，集聚性呈现加强的趋势。在居民点核密度

估计上，农村居民点高密度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北部及各省会周边区域。通过最近邻指数研究发现，

该指数小于1并呈减小的趋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集聚性显著，并逐渐增强。

第三，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结构离散化程度降低、趋于紧密，且该斑块呈大型化的趋势。在景观格

局指数上，最大斑块指数表现为逐渐增大，体现农村居民点的不断结合，居民点斑块大型化趋势显著。斑块

结合度和聚集指数分析发现，两者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说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集聚

性增强，空间结构越来越紧密。

第四，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增

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逐渐减少，同时行政驻地、政策等均对居民点的布局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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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农村居民点斑块数据，分析其空间分布方向及集聚演变特征，并对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对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布局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该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文

中虽然对居民点斑块景观从数量、密度、聚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但对该斑块的形状、结构等未能更加深入

研究。在对居民点斑块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仅从河流、地形地貌、行政驻地、政策等方面做了简要的定性分

析，后续还需要结合相关数据，定量多层面挖掘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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