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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揭示土地利用效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土空间开发状态的

重要指标，对其变化进行监测与管治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
段。构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量化模型，以陕西省为例，计算 2000—2015 年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指数，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格局和演化特征，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
回归（GWR）模型识别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2000—2015 年陕西

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内部空间分异显著，高强度区集中在榆林、延安、西安、安
康等地，低强度区集中在咸阳、宝鸡、铜川、商洛、渭南、汉中等地。
（2）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
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热点区稳定分布在西安市辖区及周边区县，冷点区分布在延安南部、咸
阳、铜川、渭南和汉中等部分区域；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逐步提升的同时，区域开发不平衡现象
日益突显。
（3）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投入力度、耕地资源和地形条件是影响陕西省建
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但在不同县域其影响程度大小具有显著差异，且个别因素
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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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对建设用地空

用水平和调控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指标［2-3］，加强建

间形成了巨大需求，全国建设用地面积已从 2002 年

设用地开发强度管控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其

长 1.75%。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资源前

发展的重要途径。

提下，建设用地的高需求致使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不

目前有关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

断加大，对区域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 4 个方面：
（1）土地开发强度评价研究。宏观尺

的 307 300 km 增长至 2016 年的 390 951 km ，年均增
2

2

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区域可持续

带来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

度上，多以建设用地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比重来

空间不均衡现象仍十分显著，过度开发与粗放利用

衡量区域土地利用程度或人类活动强度，并对建设

并存，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严重不匹配。全

用地开发强度进行相应评价［4-5］；微观尺度上，侧重

国“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实行建设用

于容积率、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等指标评估土地开

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以进一步强化建设用地

发强度［6-7］。
（2）建用地开发强度演变的生态环境效

管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已成为监控地区土地利

应研究。集中探讨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变化对碳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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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效率［8］、生态系统服务价值［9］、生态环境容量［10］及
生物多样性［11-12］等的作用关系，明确了建设用地开
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研究。分别构建区域开发强
度与水、土、生态等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13-15］，
采用耦合度模型判别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分析区
域可持续发展状态。
（4）土地利用空间均衡度研
究。通过衡量土地供给能力和土地开发强度之间
的强弱关系来判断区域土地利用均衡度［16-19］。总体
而言，当前有关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研究已取得一
定成果，但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相关研究还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一是由于现行统计数据只能获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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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用地面积，因此针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评价
的研究多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侧重于对城市土地
开发强度的测度，而对于县域尺度建设用地开发强
度的研究相对较弱；二是缺乏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
长时间序列评价，即对于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时空演
化特征的研究稍显不足；三是当前多数研究集中在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生态等要素的耦
合协调性探讨，而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
及其空间异质性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
基于此，本文整合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
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视为区
域土地利用程度及其人口承载密度、经济产出力度
的综合反映，以陕西省 107 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
量化测度 2000—2015 年陕西省县域建设用地开发

图 1 研究区域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规模不断扩大，2002—2016 年，全省建设用地面积

从 7 831 km2 增长至 13 775 km2，年均增长 4.77%。建
设用地大规模开发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问题，集

强度指数，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技术揭示其空间格局

中体现在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与粗放利用、农村居

及演化特征，最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

民点土地空间的闲置化、生态脆弱区的资源环境超

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识别并分析建设用地开发
强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可为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
度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提供案例借
鉴，在实践上可为陕西省建设用地的有序开发与合
理利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地区，土地面积 20.58×104

载以及过度开发带来的严重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
生态问题。如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模式，促进建设
用地合理利用，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已成为当前陕西省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1.2 数据来源
本文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的 4 期（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
据 。依据其分类系统，建设用地包括城镇用地、农

km2，2016 年常住人口 3 813×104 人，全省辖 10 个地

村居民点和其它建设用地。地形坡度数据来源于国

特征差异，陕西省可划分为三大区域（图 1），即陕北

cn）。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01—2016 年《陕西区域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陕西省建设用地

鉴。本文以陕西省 107 个县域空间（县、
县级市、
市辖

级市和 107 个县（县级市、市辖区）。根据自然地理

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

黄土高原区、中部关中平原区和陕南秦巴山地区。

统计年鉴》、
《陕西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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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研究单元，为便于比较分析，以 2015 年陕西

Moran’s I 指数来描述整个区域某种现象的空间关

省行政区划为标准对往年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并

联和空间差异，取值范围为［-1,1］，当-1≤Moran’s

统一。

I＜0 时，表明空间单元呈负相关；当 0＜Moran’s I≤1

2

时，表明空间单元呈正相关；当 Moran’s I=0 时，表明

研究方法

不相关［23］。局部空间自相关能反映某一空间单元
的属性值与邻接空间单元之间的局部关联，识别出

2.1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模型

聚集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24］，常用 Getis-Ord Gi*指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一个综合指数，其反映了

数来识别空间对象属性值的高值簇或热点区与低

一定区域内的建设用地利用水平以及人口与社会

值簇或冷点区。

经济要素的承载强度［20-22］。基于此，本文选取建设

2.3 基于 OLS 与 GWR 模型的影响因素空间异质

用地比重、人口承载强度和经济开发力度来综合表

性分析

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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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DI = αCLP + βPCS + γEDI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OLS）并没有考虑空间格局

（1）

要素，只是对所有样本和参数进行整体的回归计

其中，建设用地比重（CLP）反映了区域建设用

算，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可以对不同区域的

地开发规模，用建设用地面积除以区域总面积来表

影响进行估计，能够反映参数在空间分布的差异

示；人口承载强度（PCS）反映了区域建设用地的人

性，使得空间位置不同的参数产生变化，结果也更

口承载能力，用总人口除以建设用地面积来表示；

符合实际［25］。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如下：

经济开发力度（EDI）反映了区域建设用地的经济产

y i = β 0 (u i ,v i ) + β1(u1,u 2 ) + ⋯ + β p (u i ,v i ) x p + ε i （3）

出能力，用二、三产业产值除以建设用地面积来表

式中：y i 为因变量；β 0 为回归模型截距项；(u i ,v i ) 为

示；α 、β 、γ分别为建设用地比重、人口承载强度、

第 i 个样本的空间坐标；β p (u i ,v i ) 为第 p 个自变量的

经济开发力度的权重。由于 CLP、PCS、EDI 均为正
向指标，首先采用正向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

系数；p 为自变量个数；ε i（i=1,2,…，p）为独立分布

行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Y ij =(X ij - X j min)/(X j max - X j min)

的随机误差项。GWR 模型中的权重设定为观测点
（2）

之间距离的函数，带宽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模型的

式中：Xij、Xjmax、Xjmin 和 Yij 分别为第 i 研究对象第 j 指标

精度，确定带宽的方法有赤池信息准则法（AIC）、交

的原始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化值。然后采用

叉确认法（CV）等［26］，由于 AIC 方法兼顾了不同模型

熵值法确定α、β 、γ权重值分别为 0.54、0.17、0.29，

存在不同自由度的差异，故本文在计算时采取高斯
函数确定权重，
采用 AIC 方法确定最优带宽［27］。

最后综合计算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数值。
2.2 空间自相关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过

引入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县域单元之间建设

程中土地利用水平与程度的衡量，因此，受到人口、

用地开发强度是否具有显著关联性。空间自相关

社会、经济、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基于科

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关常用

学性、客观性以及可获取性等原则，本文从经济发

表 1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异影响因素
Tab.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

指标释义

人均 GDP

GDP/总人口

经济发展水平

二、三产产值/GDP

产业结构水平

非农人口

通过统计年鉴获取非农业人口数

用地人口数量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建设用地面积

建设投资强度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

居民消费水平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地方财政支出/GDP

财政投入力度

人均耕地面积

常用耕地面积/总人口

地区资源禀赋

地形条件

通过 DEM 数据提取坡度值

自然本底条件

二、三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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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口规模、投资消费、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政府

3

素（表 1）。土地利用程度和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密

3.1 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

切相关，故选取人均 GDP 和二、三产比重来反映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人口数反映了城市人口对建
设空间的需求，是建设用地扩张的动力之一；投资
和消费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经济增长会进
一步对建设空间形成需求；耕地是建设用地扩张的
主要来源，人均耕地面积反映了地区资源禀赋；地
形条件是限制建设用地开发的重要因素，故选取坡
度值反映自然本底条件；政府作为土地的管理者，
其调控手段影响着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和开发强

chinaXiv:202102.00036v1

结果与分析

调控等方面选取影响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驱动因

度［28］，故选取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表征政府调控
对建设用地开发的影响。

3.1.1 总体格局变化

分别计算各县域建设用地比

重、人口承载强度和经济开发力度，将结果代入公
式（1）计算得出陕西省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采
用自然断点方法将其划分为高强度区、次高强度
区、次低强度区和低强度区，进而分析 2000—2015

年各县域 3 个维度以及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格局
演变特征。

从建设用地比重来看（图 2），2000—2015 年各

县域建设用地比重均发生明显增长，省域平均建设

用地比重由 6.67%上升至 8.89%。空间分布上则呈

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态势，建设用地比重高值区主要

图 2 2000—2015 年陕西省建设用地比重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5

图 3 2000—2015 年陕西省人口承载强度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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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关中地区，其中，西安市主城区建设用地比
重最高，咸阳市辖区次之；陕北和陕南地区建设用

县域经济开发力度空间分异显著，经济开发力度较

地比重则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榆林市，延安北部，安康市及

从人口承载强度来看（图 3），2000—2015 年各

县域人口承载强度均发生明显下降，省域平均人口

承载强度由 21 633 人·km 减少至 14 612 人·km 。
-2

-2

陕西省人口承载强度较高地区集中在陕北与陕南，
而关中地区则处于较低水平。此外，从 2000—2015
年，由于县域建设用地规模提升，人口承载强度高

值区发生明显减少，其中榆林市、安康市下降最为

西安、咸阳、宝鸡三地市辖区，而关中大部分县域的
经济开发力度处于较低水平。此外，从 2000—2015
年，
陕南地区县域经济开发力度高值区明显增多。

从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来看（图 5），陕西省县域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现出增长态势，省域平均开发

强度由 2000 年的 0.086 增长到 2015 年的 0.121。从
空间分布来看，高强度区主要分布在西安市主城

区，榆林市的清涧、子洲、佳县、吴起，延安市的子

明显。
从经济开发力度来看（图 4），2000—2015 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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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度由 0.60×108 元·km-2 上升至 4.59×108 元·km-2。

县域经济开发力度均发生明显增长，
省域平均经济开

长、延长、志丹，安康市的旬阳、汉阴、白河、紫阳等
县域。低强度区主要分布在榆林市北部、延安市南

图 4 2000—2015 年陕西省经济开发力度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5

图 5 2000—2015 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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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及咸阳市、宝鸡市、铜川市、渭南市、汉中市等
所辖部分县域。

（2）局部空间关系

具体来看，2000 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处

分别计算 4 个年份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

于低或次低强度的县域共有 93 个，处于高或次高强

Getis-Ord Gi*指数，并采用自然断裂点方法将其划分

至 81 个，而高或次高强度县域增长至 26 个，这一时

（图 6），2000—2015 年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热点区

度的县域共有 14 个；2005 年低或次低强度县域减少
期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明显提升，其中西安市周

为冷点区、次冷点区、次热点区、热点区。结果显示
一直稳定分布在西安市辖区及周边区县，次热点区

边 县 域 及 榆 林 南 部 、延 安 北 部 最 为 突 出 ；2010—

分布在榆林南部、延安北部以及安康市部分区域，

2015 年县域开发强度仍在继续增长，但除了榆林、

冷点区分布在延安南部、咸阳、铜川、渭南和汉中等

安康部分县域有所变化外，总体格局变化较小，低

部分区域，次冷点区分布在榆林北部、宝鸡和商洛

或次低强度县域个数稳定在 80 个左右，而高或次高

等区域；并且次热点区、冷点区呈现出先增加后减

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高开发

势，说明区域开发不均衡现象先加剧后有所减缓。

强度县域所占比例较小。此外，从具体县域单元来

总体而言，热冷点格局呈现出陕北、陕南、关中各有

看，关中地区城市市辖区开发强度普遍高于所辖

一块高值区而低值区连片分布的状态，
与建设用地开

县，陕北、陕南地区则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陕北、

发强度全局变化及空间异质性态势基本吻合。

陕南地区城市市辖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较低，其人

3.2 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异

口承载强度以及经济开发力度甚至低于部分县域，

质性分析

从而导致其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也低于部分县域。

3.2.1 基于 OLS 模型的影响因素识别

强度县域个数则在 27 个左右。由此可知，陕西省县

chinaXiv:202102.00036v1

增强。

3.1.2 空间关系变化
（1）全局空间关系
分别计算 4 个时段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全

局 Moran’s I 指数，结果显示 2000 年、2005 年、2010

少的趋势，而次冷点区则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

首先采用

OLS 模型识别 2000—2015 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
强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表 2），模型的校正决

定系数均在 0.75 以上，即模型能解释样本 75%以上
的变化。其中，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

年和 2015 年的 Moran’s I 指数分别为 0.636、0.657、

品零售总额、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人均耕地面积

值 1.96），表明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现显著的

是影响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主要因子。

指数逐渐增大，说明空间上的整体集聚特征逐年

现在，单位建设用地面积上投入资金越多，人口、产

0.704 和 0.710，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Z 值大于临界
空间集聚状态。与此同时，2000—2015 年 Moran’s I

及地形起伏度 5 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
固定资产投资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影响体

图 6 2000—2015 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Getis-Ord Gi*分布
Fig. 6 Getis-Ord Gi*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5

ChinaXiv合作期刊
王

博等：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表 2 OLS 模型回归结果及参数
Tab. 2 Regression results and parameters of OLS model
变量

系数

P值

2005 年

系数

P值

2010 年

P值

系数

2015 年

P值

人均 GDP

-0.083

0.097

-0.008

0.922

-0.039

0.223

-0.028

0.590

非农人口

0.184

0.102

0.134

0.068

0.097

0.066

0.108

0.194

二、三产比重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人均耕地面积
地形起伏度
多重决定系数
校正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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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2000 年

阿凯克信息准则(AICc)

-0.029
0.173

0.000

***

0.000

***

0.384

0.083

-0.053
0.796

0.158

0.204

-346.751

0.004

**

0.037*

-0.063

0.780

0.001

**

0.000***

0.440

-0.011

-0.023

0.235

0.232

0.000***

0.426

-0.023

-0.035

0.276

0.841

强度的提升。但建设用地的承载能力以及产出效
益具有上限，当单位建设用地承载人口数以及经济
效益达到峰值后，即使再加大投资力度，开发强度
难以继续提高。
消费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对建
设用地开发强度也具有重要影响。居民消费能力
持续上升且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形成对居住、商业、
休闲等空间的强烈需求，意味着更多的建设用地被

地方政府在基础建设、企业改造、社会服务等

-0.041

0.762

0.173

0.743

-258.445

的校正决定系数分别为 0.815、0.866、0.903、0.773，

较 OLS 模 型 有 所 提 升 ；阿 凯 克 信 息 准 则 分 别 为

-358.431、-378.439、-387.433、-264.713，较 OLS 模

型更小，表明 GWR 模型拟合效果更好。结合 OLS

模型识别出的 5 个显著影响因素，利用 GWR 模型对

这 5 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进行空间可视化，得到

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表 3 GWR 模型相关参数
Tab. 3 Related parameters of GWR model
参数
校正决定系数

人均耕地面积和地形起伏度与建设用地开发

0.093

空间分异参数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表 3），4 个时期

规模或加大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因此，财政投入力

越大。

0.890

0.191

0.103

-0.086

年和 2015 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影响因素的

多重决定系数

经 济 开 发 力 度 往 往 越 强 ，建 设 用 地 开 发 强 度 也

0.001

**

0.034*

0.000***

析基础上引入 GWR 模型对 2000 年、2005 年、2010

方面的财政支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建设用地
度大的地区，其建设用地比重，人口承载强度以及

0.078

0.000***

0.542

-372.764

用来承担生产活动，因此极大促进了城市建设用地
的开发强度。

0.040

*

0.764

0.222

0.881

0.828

注：
***表示 99.9%显著性水平；**表示 99%显著性水平；*表示 95%显著性水平

经济产出效益便得到加强，进而促进建设用地开发

0.000

***

0.000***

0.301

-0.063

-357.277

业集聚效果越明显，建设用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

0.331

-0.145

0.416

0.009

0.347

阿凯克信息准
则(AICc)

2000 年
0.850
0.815

-358.431

2005 年
0.890
0.866

-378.439

2010 年
0.920
0.903

-387.433

2015 年
0.815
0.773

-264.713

（1）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15 年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

强度呈负相关。耕地是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如果

开发强度的回归系数先增大后减小，说明固定资产

区域耕地资源有限，必然会形成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投资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原

的增大；相反，如果区域耕地资源丰富，则容易出现

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到达一定高度后，即使再

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和低效利用。同样，地形起伏

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也难以大幅

度决定了建设用地的开发条件和利用潜力，进而对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约束作用。
3.2.2 基于 GWR 模型的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在 OLS 分

提 升 。 从 回 归 系 数 空 间 分 布 来 看（图 7），2000—

2010 年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变化较小，总体上呈现从
陕北至陕南逐步增加的态势；与之相比，2015 年变

化较大，回归系数低值区由陕北转至关中地区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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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2015 年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per area fixed asset investment from 2000 to 2015

鸡市，而陕北由低值区转变成次高值区，且关中地

个陕北地区，回归系数高值区向南部汉中市、安康

区的中值区向北延伸，总体上呈现出从西北向东南

市转移，总体上呈现从陕北向陕南递增的趋势；

逐步增加的态势。2010—2015 年回归系数空间格

2010 年回归系数整体缩小且高值区转移到陕北，陕

局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陕北地区大力开
展延安新城建设以及榆（林）横（山）一体化建设，固
定资产投资带来了城市扩张以及基础设施的进一步
扩建，
使得建设用地规模和开发强度都得到增强。
（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居民消费水平与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正相关，
且回归系数较高，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对建设用地开

南由高值区变成中、次低值区；2015 年回归系数在
陕南与陕北延安形成高、次高值区，而在关中地区

形成中值区。总体来看，2000—2015 年回归系数在
空间分布上没有一致性规律，说明不同年份居民消

费水平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影响差异显著。
（3）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2000—2015 年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回归系数

发强度的影响较大。从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图

呈现减小趋势，表明财政投入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8），2000 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回归系数自西

的影响有所减弱。从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图

北向东南逐渐增加；2005 年回归系数低值区覆盖整

9），2000—2005 年回归系数分布格局未发生显著变

图 8 2000—2015 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per capita retail sales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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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0—2015 年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the propor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to GDP from 2000 to 2015

化，但陕南回归系数低值区逐渐减少，次低值区逐
渐增多；2005—2010 年陕北地区发生较大变化，各

逐渐增大，至 2015 年又有所下降，表明在建设用地
的增量扩张背景下，耕地资源的逐年减少对建设用

等级回归系数均有分布，说明陕北地区受财政投入

地开发强度的影响增强，而在建设用地的存量利用

影响差异显著；2010—2015 年高值区几乎覆盖整个

效率提升背景下，耕地资源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回归系数呈现从北向南递

2000 年回归系数高值区分布在关中平原，陕北和陕

陕北地区，而陕南低值区进一步减少。总体来看，
减的态势。结合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布来看，
建设用地开发中高强度区、低强度区与回归系数低
值区、次高值区有一定重合，说明建设用地开发中

影响逐渐减弱。从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图 10），

南是低值区；2005 年高值区转至宝鸡，形成自东北

向西南递增的格局；2010 年变化显著，陕北为高值

区，陕南为低值区，形成由南向北递增的态势；2015

高强度区对于政府财政投入具有低敏感性，而低强

年高值区集中在榆林北部，中、低值区向东南方向

度区对于财政投入具有高敏感性。

蔓延，形成由东南向西北递增的态势。结合建设用

（4）人均耕地面积

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布来看，回归系数绝对值的高、

2000—2010 年人均耕地面积回归系数绝对值

低区域分别对应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高、低区域，

图 10 2000—2015 年人均耕地面积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 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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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人均耕地面积与建设用地开发在一定程度

志丹县；安康市旬阳县、汉阴县、白河县、紫阳县。

上的对立性，建设用地开发高强度区受耕地资源约

低强度区主要分布在榆林市北部、延安市南部以及

束更显著，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在迫使建设用地开发

咸阳市、宝鸡市、铜川市、渭南市、汉中市等所辖部

强度不断提升。

分县域。

（5）地形条件

（2）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现出明显的空

从各时期回归系数分布来看（图 11），2000 年低

值区集中在榆林南部和延安北部，高值区集中在榆

区县，冷点区分布在延安南部、咸阳、铜川、渭南和

林北部；2005 年的分布格局类似；2010 年次高值区

汉中等部分区域。2000—2010 年冷点区和次热点

显著减少，低值区由陕北地区转移至宝鸡市、汉中

区均有所增加，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高、低值

市；2015 年高值区显著增加，集中分布在商洛和安

集聚均呈现增强态势，区域开发的不均衡特征显

2000—2015 年回归系数呈现从西北向东南递增的

时区域开发不均衡现象有所减缓。

康部分县域，低值区回归至陕北地区。总体来看，

chinaXiv:202102.00036v1

间集聚状态，热点区稳定分布在西安市辖区及周边

著；2015 年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进一步提升，同

态势。结合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布发现，回归

（3）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投入力

系数绝对值小的地区对应陕南建设用地开发高强

度、耕地资源和地形条件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影

度区，回归系数绝对值大的地区对应陕北高强度

响具有时空异质性。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陕南

区，说明地形条件对陕北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影响

的促进作用大于陕北，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空间

大于陕南。原因在于陕南秦巴山地以生态保护为

上未形成明显规律，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对于陕北

主，开发受到限制，且坡度较高的山地也难以开发

的促进作用大于陕南，人均耕地面积与建设用地开

建设，而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活跃，但

发强度呈负相关，地形条件对陕北的限制作用大于

受地形条件影响显著，建设用地多集中在山地沟道

陕南。

等相对平坦地区。

4

5

结 论

讨 论
以往关于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研究大多采用

（1）2000—2015 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

区域建设用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来表示，这

现总体增长态势，但内部空间分异显著。建设用地

一计算方法只考虑了土地利用的功能和建设用地

开发高强度区分布在西安市主城区；榆林市清涧

的规模，而忽视了建设用地作为人类生产活动承载

县、子洲县、佳县、吴起县；延安市子长县、延长县、

空间的综合性及其利用效率与承载能力的差异。

图 11 2000—2015 年地形条件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 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terrain condition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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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视为区域土地利用程度

[2]

及其人口承载强度、经济产出力度的综合指数，可

HAO Jinmin, GAO Yiling. Evalua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进行综合评价。基于多时段的土地利用遥感监测

construction land use intensity in Inner Mongolia by AHP- TOPS

数据，分析陕西省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时空演化

[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8,

特征，不仅实现了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长时间
人类活动强度格局识别的有效手段。基于 OLS 和

[3]

ample[J].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of China, 2016, 29(7): 53-

chinaXiv:202102.00036v1

[4]

具有重要意义。
[5]

[6]

[7]

展；与此同时，应避免盲目扩张，合理划定生态保护

[8]

红线，在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化

化，只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等替代性指
标进行表示，对此，作者在下一步研究中将进一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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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intensity of regional construction land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reveal the level of land
us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d spatial pattern.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the

chinaXiv:202102.00036v1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can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l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aanxi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according to its natural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Loess Plateau, Guanzhong Plain, and Qinling-Daba
mountain area.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n
Shaanxi Province, such as the disordered expansion and extensive uti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the idling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he overloa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and the serious soil eros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over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evaluates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counties of Shaanxi Province. At the
same time, it effectively discriminates the overdevelopment zone and underdevelopment zone in the city. Both of
them will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construction land. First, based on the land use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data and socio-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CLP),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P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nsity (EDI) to calculate the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of coun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5.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 is then used to reveal its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OLS and GWR models are used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attern evol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From 2000 to 2015, the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Shaanxi Province showed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but the internal spac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High-intensity area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counties of Yulin, Yan’an, Xi’an, and Ankang,
while low-intensity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ounties of Xianyang, Baoji, Tongchuan, Shangluo, Weinan, and

Hanzhong. (2) The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shows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state. Hot spots are

stably distributed in Xi’an and surrounding counties, while cold spots are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Yan’an,
Xianyang, Tongchuan, Weinan, and Hanzhong.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s the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3) Fixed asset investment,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 financial input,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topographical condition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Shaanxi Province. However,

the degree of impact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counties, and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factors exhibits

instability. In addi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following: (1) With the help of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data of land use to carry out the long- term evalu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of

counties, we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meso scale research;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s affecting

development intensity, OLS and GWR model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method.

Key words: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Shaanxi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