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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形坡度作为影响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小尺度人居环境自然评价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

以重庆市开县为研究对象，2009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和 2009 年重庆市开县 1 ∶ 50 000 数字高程图( DEM) 为

数据源，利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和相关性分析法( Pearson) ，研究不同坡度下乡村聚落空间的分布格局． 结果表明:

开县整体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表现为集中在西南区域，距离县城越近分布聚落越多的特征; 相关性结果证明，坡度

对该区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在 0° ～ 20°坡度带内坡度与乡村聚落个数呈正相关关系，而大于 20° ～ 82°
坡度带内呈现负相关关系，乡村聚落集中分布在 10° ～ 20°的坡度范围内; 同时，水文因素、社会经济以及政策条件

等共同影响着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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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乡村聚落，又称乡村居民点，是以农业作为主要

经济活动的聚落形式，是乡村地区居民各种形式的

居住场所，其形成和发展受自然条件和乡村社会、经
济、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1］． 包括所有的村庄和

拥有少量工业企业及商业服务设施，但未达到建制

镇标准的乡村集镇． 一个稳定的乡村聚落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① 具有稳定的功能，如居住、生产管理核

心等;② 有良好的水源，可保证居民饮水和生产的

需要;③ 较为便利的交通; ④ 较适宜的居住环境;

⑤ 少发自然灾害的地理环境． 恰当的区位不仅是聚

落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组成其空间结构的重

要外部因素［2］．
乡村聚落发展问题是许多国家在城市化快速发

展阶段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纵观国外乡村聚落地理

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聚落形成、分布和发展的自

然因素方面． 20 世纪 50 ～ 70 年代，为了保护乡村风

貌和传统文化，许多国家实施了乡村建设工程，如德

国的“乡村更新计划”、韩国的“新村运动”和英国的

“农村中心村建设”等． 1980 年自改革开放以来，开

始了后现代转向，研究范式开始从空间分析逐渐向

社会和人文方向转型［3-6］．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广阔，

区域差异显著，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明显滞后，乡村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公共服务不

足，严重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汤国安

等［7］利用 GIS 方法研究了陕北榆林地区乡村聚落

空间分布规律研究，揭示了该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

分布受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影响的基本特征． 郭晓

东等［8］用 GIS 方法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

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

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

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

有重要的影响; 周自翔等［9］用 GIS 方法对关中———
天水经济区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分布研究，结果显示

人口密度与地形起伏度的曲线拟合度非常高． 但有

关以往的研究并未用到统计学方法将山地坡度带与

乡村聚落数量做相关性分析，本文以重庆市开县为

例，基于 GIS 空间方法分析乡村聚落分布与地形坡

度的相关性，研究不同坡度带上乡村聚落的空间分

布特征． 结果对于深化和扩展乡村聚落理论研究，指

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学规划与建设乡

村聚落，促进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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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地处我国四川盆地东部，属我国陆地地

势第二级阶梯，其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山地为主．
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地处长江之北，大巴山南坡

( 占全境四分之一) 与川东平行岭谷( 占全境四分之

三) 的结合地带． 处于北纬 30°49'30″ ～ 31°41'30″与
东经 107°55' 48″ ～ 108°54'之间． 开县四面环山，疆

界大多由山岭构成，中为小江( 澎溪河) 上、中流域

小盆地，自然界线分明． 由东北向西南斜置，长轴距

离 120 km，最宽距离 50 km． 全县幅员面积 3 959
km2，总人口 165 万，均占重庆市的 1 /20．

在各时期的造山运动及水流的侵蚀切割下，

开县形成境内山地、丘陵、平原三种地貌类型，七

个地貌单元，八级地形面． 其中山地占 63%、丘陵

占 31%、平原占 6% ，大体是“六山三丘一分坝”，

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 北部一字梁山系大

巴山支脉，群山连绵，河流众多，地形复杂． 县城位

于中纬度地区，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一般特点，

季节变化明显． 因为周山阻挡寒潮不易入侵，故气

温比同纬度同海拔的其他地区略高，冬春温暖，夏

季雨量充沛．

1.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地理信息系统( GIS) 技术是研究地学信息空间

分布规律的有效技术手段，Pearson 相关性分析用于

双变量正态分布研究，其相关系数称为积矩相关系

数( coefficient of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主要用

于评价两个连续变量是否线性相关．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9 年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数据( 建制镇村庄数目为 1. 7 万个) 和 2009
年重庆市开县 1 ∶ 50 000 DEM 数字高程图，采用

ArcGIS 10. 3 的空间分析模块，提取建制镇村庄中乡

村覆盖区域，用栅格数据生成坡度图． 本研究中，开

县的高程范围在 133 ～ 2640 m 之间，坡度范围在

0° ～ 82°之间，根据研究区的地形特征，将坡度图层

分为 0° ～ 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 35°、＞ 35° ～ 45°、＞ 45° ～ 82°共

八个坡度带后，与乡村聚落分布图进行叠加分析，研

究乡村聚落在不同坡度上空间分布．
利用标准化极差公式，对乡村坡度带、聚落个数

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数据结果导入 SPSS 软件中，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计算山地坡度平均值与乡村聚落

个数的相关系数． 为避免不同坡度下面积大区域分

布聚落多的干扰，用不同坡度带村庄的比例除以不

同坡度在总面积的比例，得出居民选择乡村聚落的

偏好，后绘制坡度变化与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数量的

趋势图，进一步分析乡村聚落空间的影响因素．
标准化极差公式:

xij =
xij － min

i
{ xij}

max
i

{ xij} － min
i

{ xij}
( i = 1，2，…，m;

j = 1，2，…，n)

x 代表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公式中 i 表示评价

对象，j 表示评价指标．

3 结果分析

3. 1 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开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图( 图 1 ) 、开县乡

镇与坡度叠加图( 图 2 ) 可以看出，在开县县城分布

有最多的乡村聚落，聚落多处河谷平原地区，密度为

5. 6 个 /km2 ; 县城周边地区，是以竹溪镇、大德镇、厚
坝镇，和西南片区义和镇、南雅镇为代表的平缓区

域，聚落密度为 4. 3 个 /km2 ; 而在开县东北部地区，

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以满月乡、关面乡、白泉乡为代

表的山地地区，该地区人口和乡村聚落点分布较为

分散，聚落密度仅为 3. 8 个 /km2 ． 因此，开县整体的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集中在西南区域，距

离县城越近分布聚落越多的特征． 初步推测这种分

布特点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 海拔、坡度、水源)

密切相关．

图 1 开县乡村聚落分布图

表 1 不同坡度带下乡村聚落个数面积相关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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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开县乡村聚落与坡度叠加图

坡度带 / ° 村庄
数 /个

村庄比
例 /%

坡度带
面积
/km2

坡度带
比例
/%

个数相
关系数

居民偏
好 /%

0 ～ 5 899 5. 30 244. 3 6. 17 0. 61 85. 90
＞ 5 ～ 10 2 343 13. 80 571. 3 14. 43 0. 75 95. 65
＞ 10 ～ 15 4 256 25. 07 922. 0 23. 29 0. 95 107. 64
＞ 15 ～ 20 5 035 29. 66 947. 4 23. 93 0. 93 123. 94
＞ 20 ～ 25 2 572 15. 15 699. 2 17. 66 － 0. 74 85. 78
＞ 25 ～ 35 1 531 9. 02 414. 5 10. 47 － 0. 68 86. 14
＞ 35 ～ 45 330 1. 94 144. 0 3. 64 － 0. 11 53. 31
＞ 45 ～ 82 10 0. 06 16. 3 0. 41 0. 00 14. 63

3. 2 坡度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

乡村聚落的数量随坡度的变化是聚落空间分布

特征的重要表现［7］． 图 3 可以看出，随坡度高度的

上升，在 0° ～ 20°坡度带内，坡度与乡村聚落个数先

呈正相关关系，当达到乡村聚落布局的最适坡度带

后，大于 20° ～ 82°坡度带内，又呈现负相关关系，表

现出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坡度趋缓的地方，聚落个数

随坡度的增加呈偏左态分布趋势． 表 1 中可以看出，

在大于 10° ～ 20°坡度带内，相关性和居民选择偏好

最为显著，聚集一半以上的乡村聚落，数量显著高于

其它区域，居民偏好也非常高，而大于 35°坡度带内

聚落数量比例较低仅为 2%，且居民偏好也非常低．
这是因为在 0° ～ 5°坡度地带，水流运动较平缓，水

土容易保持稳定状态，是农业生产理想的坡度，但由

于地势低夏季易受到水灾等影响，且房屋受潮给居

民生活带来不便，居民偏好程度不高; 大于 5° ～ 10°
为缓坡地，动力和重力作用增强，水流运动加快，伴

随产生水土流失但不太强烈，仍是条件较好的农业

区，居民偏好程度较高; 大于 10° ～ 20°为河谷阶地

与坡麓平地，由于地形相对平坦，交通便利，生产生

活条件较好，因而是乡村聚落的主要分布区域，居民

偏好程度最高，且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小、成本

低、交通、水利设施 ( 堤防、闸坝、河渠、渡槽、水库)

布置容易，可以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水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8］; 大于 20° ～ 35°该坡度带区域的居民偏好

程度相对较高，是因为在该坡度带分布有梯田，较适

宜部分农业活动; 大于 35°以上为陡坡地，地域平地

比例低，土壤侵蚀强烈，水土流失极为严重，不宜耕

作． 同时，该地带具有较差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

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经常受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

灾害的威胁，导致基础设施不足，居住环境恶化且生

活成本增加，聚落呈现零散化分布，因此居民偏好呈

递减趋势［9］．

图 3 不同坡度带下聚落个数分布曲线图

3. 3 其他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

( 1) 水文因素

有研究表明，水文条件是影响聚落空间分布的

主要因素之一，生产生活用水的便捷性和安全性是

聚落选址的重要依据［15］． 本研究区域分别属于长江

流域一级水系以及二级水系，特别是三峡库区小江

支流贯穿开县县城而过，沿河两岸地表水与地下水

资源丰富，从而保障了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也从侧面

说明了开县聚落分布表现出距离县城越近分布越多

的特征［10］．
( 2) 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决定了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极

大地影响着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而深刻地影响着居

民点及乡村聚落的分布． 开县县城所在地区集聚有

部分第三产业，因此乡村聚落的分布较为密集． 而在

东北区域，受到农业经济所依赖的土地资源非集中

性和农业劳作半径的有限性影响，乡村聚落和农户

总是尽可能靠近其所赖以生存的耕地资源，因此决

定了乡村聚落空间在该地区的分布较为分散［11-12］．
( 3) 政策因素

三峡库区属于国家重点移民的地区，并且为了

支持三峡移民搬迁安置和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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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 生态移民以及

新农村建设等国家相关政策使得开县现有的乡村聚

落分布与以前自然形成的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相

比，有很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为了保护东北部自

然环境脆弱区，政策倾向并鼓励更多的居民从环境

恶劣的东北地区逐渐向生存环境良好、经济水平较

为发达的西南地区迁移［13-15］．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重庆市开县数字高程模型和乡村聚落

分布图，利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和统计学中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法，研究不同山地坡度下乡村聚落空间

的分布格局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 1) 开县整体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有较大

的地域差异，表现为集中在西南区域，距离县城越近

分布聚落越多的特征．
( 2) 坡度对于乡村聚落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影

响，相关性结果表明，在 0° ～ 15°坡度带内，坡度与

乡村聚落个数呈正相关关系，在大于 15° ～ 82°坡度

带内，则呈现负相关关系，一半以上的乡村聚落集中

分布在 10° ～ 20°的坡度范围内，表现出聚落多分布

在坡度趋缓的地方，且随坡度增加呈偏左态分布

趋势．
( 3) 社会经济以及政策条件是影响乡村聚落空

间分布的另外重要因素，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相对

而言乡村聚落的分布集聚．
大多学者对于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研究是基

于乡村聚落分布矢量图与海拔、坡度、道路、水文

等的叠加分析，探讨自然和人文因素对聚落空间

分布的影响，表达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然而

在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乡村

聚落演变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这将作为下一步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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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Ｒ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GIS in Kai County of Chongqing City

Di Yanming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in rural settlement，mountain slop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prediction on small scale natural environment evalua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econd national land survey in 2009 and the 1 ∶ 50 000 digital elevation map of Kai county，Chongqing cit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GI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method are employed to give a precise analysis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 in different mountain slopes．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s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Kai county，and the settlements are mostly close to the county
town． In addition，the slope of the mountai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especially the
number of rural settlement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slop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slope in the range of 0° ～ 20°，the
trend becomes negative afterwards in the range of 20° ～ 82°． Besides，the number of rural settlements at the slope
of 10° ～ 20°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urthermore，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are
governed by a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economy and policies from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s，spatial distribution，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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