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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过程。

毫无疑问，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但是也使一些社

会问题凸显，如消耗了部分优良耕地、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扩展是

城市化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是城市发展和土地资源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热点。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进入 21 世纪以

来，我国城市化迅速加快，迫切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对东中西部进行差别

对待，以提供科学、有效的区域发展指导政策，避免政策的"一刀切"，促进

东中西部的平衡发展，从而有效推进我国城市化的整体进程。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 6 章。第 1 章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区选取及

概况，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 2 章国内外研究现状，从城市扩展遥感监

测、城市扩展驱动力和城市扩展效应三个方面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第 3

章城市建成区扩展遥感监测，利用遥感影像比较了东中西部三个代表城市的

扩展情况;第 4 章城市扩展驱动分析及灰色关联比较，比较了东中西部城市

扩展的驱动因素;第 5 章研究区城市扩展效应，分析比较了东中西部城市扩

展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效应;第 6 章根据研究结论，分析了东中西部三

个典型城市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书研究结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揭示了东中西部研究区城

市建成区扩展的时空差异特点，即东部城市发展起步早、扩展快，中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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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西部城市发展虽最晚，但后期呈扩展加速的趋势。第二，在城市扩展

的三大驱动因素中，政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政策的实施决定了我国社会、

经济因素的变化。社会经济因素与建成区扩展的关联度以东部最高，中部次

之，西部最小。其中，非农人口对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力最大，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最小，高校在校人数与建成区扩展关联度非常高，仅次于非农人口。第

三，随着城市的扩展，建成区内绿化覆盖率和人均绿地面积均不断增高，城市

热岛比例指数呈下降趋势，较强一极强的热岛区域(热场变异指数~ 0.010) 

占建成区比例也在减小，反映了建成区内生态环境在向好的趋势发展。其中，

东部的绿地增速最快，中部次之，西部最小。

本书的遥感影像来源于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h句://data皿ÏITor.csdb.cn ) 

和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htψ://www.geodata.cn )。人口、 GDP 和

工业总产值等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书虽进行了一些研究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城市扩展研究是个

复杂的课题，许多重要的因素不容易量化，而且数据几乎总是不完全，加上

作者受学术水平、时间等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考虑不是很全面，因此，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入研究。虽然本书征引了很多学者的论

著，既广且博，但是字里行间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观察与体会，

所以结论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作者的观点，再加上编写仓促，缺点错误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廖从健

2017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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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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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城市起源于人类分工和互助的需要，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晶，也是各种矛盾的汇集处。伴

随着工业化浪潮，城市迅速扩大。毫无疑问，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但也使一些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如消耗了部分优良耕

地、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我国长期以来以农为主，不重视城市的发

展，城市欠账太多。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地推进，城市建成区扩展速度显

著加快，由于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没有跟上，一些社会问题突显出来。此

外，我国幅员辽阔，由于政策、地理位置等原因，东中西部城市问题存在

一些差异。

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化

过程，据估计，到 2025 年，地球上 80%的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 (UNPF ，

1999 )。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陈述彭，

1999 )，城市扩展是城市化空间上的体现，因此城市扩展问题引起了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0阳smann , 1977; Turner et a1., 1994 ;谈明洪等，

2004 )，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也是城市发展和土地资源管理领域的重要

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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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览会将"城市.it生活更美好"定为主题，表达了人类对城市未

来的共同追求。追本溯源，这种追求可以回溯到古希脚梢，亚里士多德 (1蜘)

曹经说"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E 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 19世纪美

国著名的社会改革家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缸k町)认为，"城市一直是人

类文明的壁炉，在黑暗中散发出光和热" (阿瑟·奥利沙文. 2003) 。

城市从诞生以来，一直在缓慢地扩展，直到 19 世纪，科学技术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类在动力和机械上有了巨大的突破，爆发了工业

革命，造就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城市人口，掀起了人类

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浪潮，城市才得到爆炸式地迅猛扩展。正如美国

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2005 )所说"技术方面的这种爆炸性发展，

也引发了城市本身发生极其类似的爆炸。"城市的迅速扩展，一方面，产生

了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加快了社会整体的前进步伐;另一方面，也

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由于各国当前所处的城市化阶段不同，因此，发达国

家关注的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城市环境治理，侧重于研究怎样克服城市扩

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发展中国家不仅研究城市扩展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加

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还在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研究城市发展

所遇到的问题。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城市起源地之一。虽然我国城市有着几千

年的发展历史，但在封建社会，绝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农村。即便新中国成

立后，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城市发展也比较

缓慢，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而且学术界对

城市发展的研究也较为薄弱和零散。其思想根源和历史原因在于:首先，新

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将城市设施建设列为"非生产性建设"，而在当时"先

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下，城市建设的项目就很难得到安排;其次，出

于对当时国际战略形式的判断，为了"备战备荒"，也限制城市发展;最后，

计划经济时期"恐城症"一度是我国的通病，管理者总是担心城市扩大，他

们担心城市人多了，要住房，要供应粮食，要就医，要增加城市交通的负担

(严正等， 2004)。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特别是在 1992 年邓小平

南方谈话之后，土地有偿制度全面铺开，城市扩展非常迅速，直辖市、省会



4 中国东中西部城市扩展比较一一基于杭州、合肥和贵阳的遥感大数据

城市、特别行政区等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的扩展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城市扩展过快甚至威胁粮食安全的话题及"城

市病"等问题一直为国内理论界与相关决策部门所关注和重视，国外学术成

果也被大量引进。由于对国外所谓"大城市病"关注有加，国内一些学者热

衷于翻译和介绍国外那些抨击大城市弊端的论著，过多地论述大城市的负面

影响，为限制大城市扩展寻求理论依据，再加上新闻媒体的附和与渲染，夸

大"城市病"，甚至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灭亡的过程(徐亮，

2011 )。因此，中国在一定时期内充满了"城市扩展过快"的论断，主张发展

中小城市或城镇，限制大城市发展。这种认识也影响了我国政府，其在 20世

纪 90 年代后期对建设用地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严格限制各省份用地指标，

城市用地规模从而成为各省份经济增长中的约束条件。所以，每年国土系统

的"年会"一一全国国士资源工作会议，都会成为地方政府诉苦缺地的大会

(叶开， 2011)，甚至发展较慢的西部城市也出现了用地指标不足的情况(黄

杰和赵锋， 2011)。由于缺乏用地指标影响经济发展，各省份绞尽脑汁，各出

奇招，一些省份出现了用地指标买卖的奇怪现象，如安徽省允许用地指标跨

市买卖(黄玉浩等， 2010)。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

源保障了我国经济增长，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城市化速度缓慢，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我国

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80年

代，国家提出农民离土不离乡，结果"衬村点火，户户冒烟"，认识上的局

限制约了第兰产业及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开放，乡镇企业的劣势渐渐

暴露出来。 90年代至今，乡镇企业开始向开发区、工业区集中，鼓励人口流

动，我国城市化开始进人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根据 2011 年 4 月公布的第六次

人口普查数据， 2010 年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接近 6.6 亿人，城镇化率达到

49.68%。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 Ray M. Northam )的研究，在城市化进

程中，城市人口增长呈 "S" 形三阶段曲线运动:第一阶段为城市化初期，城

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人口比重不超过 30%; 第二阶段，城市化呈加快趋势，

城市人口比重超过 30%; 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减缓，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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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谢文慧和邓卫， 1996)。很显然，我国的城

市化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今后平均每年将有上千万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我国的高校扩招政策使大量农村青年得以进入高校学习，他们毕业之后，绝

大部分将留在城市，这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进程。此外，每年车辆的增长和

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等都需要通过不断增加城市土地来解决。所以，我国城

市的加快扩展是必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

断言， 21 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

城市化。这说明中国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带

来巨大影响，给投资者带来新机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改革开放后，

由于政策、地理位置等原因 东中西部城市化差异进一步扩大。经过改革开

放 30 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东中西部的各类城市都有了一定的规模，多

数城市的扩展都进人了高速增长期(特别是东部，由于率先享受国家的政

策优惠及地理环境的优势，城市活力被充分释放出来，城市化水平得到

极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城市相比，总体上仍然有不

小的差距，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中部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

承担着我国的主要粮食生产任务，农业人口较多，城市化进程不如东部。

"十一五"规划中，国家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强调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政策机遇给中部城市扩展带来了发展空间。西部由于地形、地理

位置和历史等原因，长期以来，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文化教育、

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西部也是我国农牧业主产区，农业人口比

重很大，城市化进程起点低。在"十五"计划中，国家将"西部大开发"

上升为一项专门的战略任务。按照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 2010~2030 年是

西部加速发展阶段，可见，西部城市现在进人了加速发展时期。中西部是我

国劳动力丰富的地区，要充分发展城市，发展第三、第二产业，把农村过剩

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否则，一且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些人反而会给社会

带来沉重的负担。

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化己进入全面迅速增长阶段，迫切需要国家在宏观

层面上对东中西部进行区别对待，以更科学地提供有效的区域发展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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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政策的"一刀切"，促进东中西部区域发展的平衡，从而有效推进我国城

市化的整体进程。所以，监测我国的城市扩展，研究城市扩展的驱动因素，

辩证分析城市扩展的效应，对控制和引导城市扩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

方面，可以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对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具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另一方面，避免过度保护资源，错失发展良机，导致杜会经济水平的

落后，进而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导致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拉大与世界文明的差距。

1.2 研究区选取及概况

1.2.1 研究区选取

本书研究范围为中国东中西部区域。 1986 年，"七五"计划按地理位置

及经济水平差异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兰大经济区域(图1.1 )。依据 1985

年城市建成区统计面积数据相近的原则来选取代表城市作为研究区:一是

考虑到 1985 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国家重点是农村的改革，城市扩展不明

显，城市建成区统计面权和遥感面积比较接近;二是考虑到人力、物力和

时间等因素，只选取了这个时期城市建成区面积相近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省

会城市杭州、合肥和贵阳作为东中西部研究区(表1. 1 )进行实证比较研

究。具体研究范围为研究未期( 2009 年)的三个行政市辖区所辖行政界

限(图1.2)。

选取的城市

杭州(东部)

合肥(中部)

贵阳(西部)

表 1.1 研究区 1985 年城市建成区统计面积

建成区田和平方千米

61 

ω 

53 



A 

D东部

口 中部

. 西部

- 合肥市辖区

-杭州市辖区
D 贵阳市辖区

图1.1 我国东中西部区划示意图

图1.2 研究区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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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地处东部，是浙江省省会。浙江省地处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属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民思想意识较为先进。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

当有的地方还在观望和等待的时候，浙江人已率先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不

畏艰辛，走向全国各地艰苦营生，实现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浙江个体私营经济

蓬勃发展，浙江产品走向全国。据国家统计局 2002 年对全国规模以上企业

532 种最终产品的调查，浙江有 56 种产品产量名列全国第一， 42 种产品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超过 30%0 20ω 年，浙江工业化水平进人全国前列，仅

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 2005 年在规模以上制造业 30个行业中，浙江

有 18 个行业主营业务占全国同行业的 10% 以上，实现 11 个行业的利润占全

国比重的 15% 以上。 1978~2007 年，浙江省年人均生产总值由 331 元增加

到 37411 元，从全国第 16 位上升到第 4 位。 2008 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 21

462.69 亿元，居全国第 4位，是我国较早进入工业化的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

的典型代表。

合肥市地处中部，是安徽省省会，介于东部发达区和西部落后区之间，

是全国重要的公路枢纽，具有承东启西的重要区位优势。安徽省作为我国主

要的粮食产区，承担着我国的主要粮食生产任务，农业人口较多，全省城市

化进程不如东部。相当长时间内，安徽省由于经济发展不快，城市没有大规

模发展，不能承接农业人口的大转移，出现一段时间内安徽省大量的过剩劳

动力向外省城市扩散的现象。安徽省具有重要产粮区和城市化、工业化、经

济发展与资源居中等中部地区的典型特点。 2008 年统计数据显示，安徽省粮

食产量为604.7亿斤①，居全国第6位，全省生产总值为 8851.66亿元，排全国

第 14 位。 2009 年农业人口为 5277.25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77.67%。

贵阳地处西部，是贵州省省会。长期以来，贵州省处在封闭的大山环

境中，虽资摞丰富，但开发较晚，人民思想意识较落后，导致农村过剩劳动

力向城市扩散晚于东部和中部。由于地形、地理位置和历史等原因，贵州成

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西部省份代表，被缩了

资源富集但城市化、工业化、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的西部地区的

① 1 斤 =0.5 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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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特点。贵州煤炭资源远景储量排全国第 5 位，水能资源蕴藏量为 1874.5

万千瓦，居全国第 6 位。贵州有 41 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前 10 位。其中，

重晶石储量居全国第 1 位，稀土矿储量居第 2位，磷矿储量居第 3 位，锺矿

储量居第 3 位，锦和铝土矿居第 4 位。 2008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生产总值

为 3561.56 亿元，仅排在全国倒数第 6 位。 2009 年，贵州省生产总值仅占全

国的1.17% ，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0.94% ，分别在全国排第 22位和第 26 位，

农业人口为 3394.7 万人，占总人口的 83.46%，贵阳高校在校人数仅 24.42 万

人，同期的合肥和杭州则分别为 35.21 万人、 37.51 万人。

综上所述，浙江、安徽和贵州三个省地理纬度相近，分处我国东、中、

西部，选择这三个省的省会作为东、中、西部研究区代表进行比较具有相当

明显的示范意义。

1.2.2 研究区概况

1.杭州城市概况

杭州市位于我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南翼，是浙江省省会，全省政治、经

济、科教、文化和信息中心。自古以来，杭州的经济文化就比较发达，历史

上曾作为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

城。 2007 年，杭州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第一

名，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一名，

被新华社《睛望东方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 500 强民营

企业数量杭州位居全国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市辖区(包括城区和郊区)变化较频繁。 1949 年，

原杭州市市辖第一至第八区，并改名为上城、中城、下械、西湖、江干、民

山、宽桥、拱墅区，市区境域面积为 253 平方千米。后经几次变迁，到 1985

年年底杭州市辖区有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半山 6个区，市区境

域面积增至430平方千米。 1990年 1 月 17 日民政部批复撤销拱墅区、半山区，

设立新的拱墅区。 1993 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杭州设立了国家级开发区一一杭

州下抄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地理行政辖区仍属于江干区，所以， 1995 年

年底市辖区仍为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 1996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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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南岸萧山市的浦沿镇、长河镇、西兴镇划人杭州，杭州市政府在钱塘

江南岸新设滨江区。到2000年年底市辖区有上城、 F城、江干、拱墅、西湖、

滨江 6 区。 2001 年 3 月 13 日，杭州市政府正式撤销萧山市和余杭市，同时设

立萧山区和余杭区，到 2009 年，杭州市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滨江、萧山、余杭 8个区，市辖区总面积为 3068 平方干米。

杭州市地貌类型多样，气候四季分明。杭州市处在浙西中低山丘陵向浙

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杭嘉湖平原和萧绍平原的组成部分。地表江凋纵横，

湖泊星罗棋布，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钱塘江位于市区东南部。杭州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气温为 17.5吧，平均相对湿度为 70.3% ，

年降水量为 1454 毫米。

2. 合肥城市概况，

合肥市地处我国中部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公路枢纽，具有承东启西、连

接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是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是安徽省

的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中心，是全国首批国家级园林城市、国家优秀旅

游城市。历史上合肥一直没有取得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直到 1952 年才被

确定为安徽省省会，随后的时间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城区没有大规模扩

展，建成区面积较小，城市蕴藏着很大发展空间。 1991 年，在合肥老城区西

南部建立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3 年 4 月，在合肥老城区南部建

立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5 年 4月，在合肥老城区北部建立了省级开

发区一一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进入 21 世纪之后，由于政府对城市建设的

重视，建成区面积得到了飞速增长。 2002 年 3 月，合肥市区划调整，原东市

区、中市区、西市区、郊区分别调整更名为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可

区。同时，适当扩大了市辖区范围，将肥东县管辖的磨店乡和龙岗镇的 8 个

村、 2个居委会划归瑶海区，扩大市区面积 76.37 平方千米，调整后市区总面

积 596.01 平方千米。到 2009 年，合肥市辖庐阳区、瑶海区、蜀山区、包河区

4个区，市辖区总面积 596.01 平方千米。

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的江淮丘陵地区中部，巢湖北岸，南现河穿

城而过，江淮分水岭横贯东西。地貌以丘陵为主，地势相对平缓。气候四

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 15.7"C，降水量为

900~ 1100 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