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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的
时空演化模式

———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证据

盛广耀

摘 要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分县市数据和１％抽样调查数据，作者运用
ＲＯＸＹ指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等级关系和空间关联两个视角，
分析京津冀各地区人口增长差异的变化，探讨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的时空演

化模式。研究表明：在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并

向外扩散，人口增长的集聚空间由其核心地域向邻近地域逐层扩大，具有近

域关联性。这一过程首先发生于高等级中心城市，随后在下一等级中心城市

展开，依等级关系向下延续；而且城市规模等级越高，人口集聚能力越强，

集聚范围越大，等级差异越明显。对区域人口增长变动近域效应和等级效应

的研究，可为政府制定城市群人口空间优化的调控政策提供基础性研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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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增长与分布在空间上的动态变化，是城市群发展演化的重要表现特征，反映

了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进过程。在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人口迁移、增长与分布的空

间动态不同。也就是说，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的空间状态会随着其形成发展过程而变

化。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城市群的人口空
间演化进行了相关研究 （胡序威等，２０００；盛广耀，２００７），部分研究还对国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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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人口演化特征进行了探讨 （王智勇，２０１２；毛新雅、彭希哲，２０１３）。乔观民和
刘振宇 （２００４）、陈前虎和汤婧婕 （２００９）、杨艳昭等 （２０１３）先后对不同时期长江
三角洲人口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考察，苏飞和张平宇 （２０１０）分析了辽中南城市群人
口分布的时空演变。还有一些学者运用不同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和增长的空

间演化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其中，封志明等 （２０１３）运用描述性人口指标，分析了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的集疏过程；毛新雅和王红霞 （２０１４）、鲁继通 （２０１５）等运用
ＲＯＸＹ指数法，将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变动与核心城市的郊区化、逆城市化等
城市化过程相联系；还有学者运用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方法，考察了京津冀地区人口

分布的集聚性 （张耀军、张振，２０１４），以及人口分布与经济分布的空间模式 （郑

贞、周祝平，２０１４）；孙铁山等 （２００９）则运用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对区域中心城
市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上述关于城市群人口变动的相关研

究有些不足：一是在空间尺度上，大多以地级行政区为单元，缺少县级行政区的研

究，或者仅是对核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研究；二是时间尺度也较小，或者是仅基

于单一年份的人口分布数据；三是缺乏对城市群人口变动模式或规律性特征的探讨，

难以对其他城市群发展及其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

推进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发展战略，是 “十三五”时期中国城镇化和区域发

展的战略重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

出，要加快全国１９个城市群 （圈）的发展，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而京津冀协同

发展是国家提出的新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其中人口空间分布的优化与调控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群区域，京津冀地区人口的

合理分布，对于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对象，

研究区域人口变动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城市群人口变动的一般模式，可以为政府制

定城市群人口空间优化的调控政策提供基础性的研究参考。本文将利用分县市区常住

人口数据，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变动的空间演化过程进行考察，探讨城市群区域人口集

聚与扩散的变动模式。

二、研究思路、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思路

区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动力机

制。也正是在集聚与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城市或区域人口增长及空间分布的变动，具

有一定的演化规律。国外一些学者针对城市地区的发展演化过程，曾提出若干人口空

间演化的一般模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克拉森 （ＬＨＫｌａａｓｓｅｎ）等的 “空间循环假

说”、富田和晓的大都市圈人口变动模式、彼得·霍尔 （ＰｅｔｅｒＨａｌｌ）的城市演变模
型、格耶 （ＨＳＧｅｙｅｒ）等的 “差别城市化理论”等。这些理论学说从不同层面揭

示了城市、大都市圈或区域人口变动的空间演化过程。在学者们所提出的城市或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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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人口变动的一般模式中，人口增长空间的演化多表现为从内到外的圈层变化，这反

映了单中心的城市区域人口变动的空间演化特征。但作为多中心的城市群区域，其区

域人口增长与分布的状态是某一特定时期不同空间、等级地域相互影响的结果，人口

变动的空间演化要比单中心的城市区域更复杂。尽管如此，在集聚与扩散效应的作用

下，城市群区域的人口变动仍会呈现一定的空间演化模式。

城市群人口变动状态是不同等级城市在不同地域空间人口集聚与扩散过程的综合

反映。在城市群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区域内的人口变动通常会经历先极化后扩散的过

程。中心城市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是城市群发展的初始形态。从人口集聚的空间演化

看，城市群的形成首先表现为中心城市特别是核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而后人口集聚空

间会发生扩散。随着城市群发展阶段的演进，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都将经历不同空间

尺度上的集聚与扩散过程，并且存在范围、规模和时间上的差异。依据这种认识，本

文认为城市群区域人口的集聚与扩散过程具有等级关系和近域关联特征。一是城市群

内不同地域人口增长分布的集聚与扩散存在等级差异。不同等级城市集聚与扩散效应

的影响范围和作用强度不同，且存在演化阶段的先后差异。二是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

的空间演化具有近域关联性。对于整个城市群而言，人口增长的集聚空间由核心地域

向邻近地域逐层扩散。在此过程中，区域之间的人口变动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特征。

基于以上逻辑思路，本文将从等级关系和近域关联两个方面，利用 ＲＯＸＹ指数
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ＤＡ）方法，来探讨城市
群人口变动的时空演化特征。

（二）研究方法

１ＲＯＸＹ指数分析
为考察城市群区域内部人口集聚分布的等级关系特征，本文利用 ＲＯＸＹ指数进

行分析。ＲＯＸＹ指数是日本学者川岛辰彦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提出，是以人口增长率
的加权平均值与算术平均值之比来衡量人口分布动态的方法。其公式如下 （唐恢一，

２００１）：

ＲＯＸＹ＝ ＷＡＧＲｔ，ｔ＋ｋ
ＳＡＧＲｔ，ｔ＋ｋ

－( )１×１０４ （１）

ＷＡＧＲｔ，ｔ＋ｋ ＝∑
ｎ

ｉ＝１

ｒｉ×
ｘｉ

∑
ｎ

ｉ＝１
ｘ( )
ｉ

（２）

ＳＡＧＲｔ，ｔ＋ｋ ＝
∑
ｎ

ｉ＝１
ｒｉ

ｎ （３）

ΔＲＯＸＹ＝ＲＯＸＹ２－ＲＯＸＹ１ （４）

其中，ＷＡＧＲｔ，ｔ＋ｋ为各县市区 ｔ年至 ｔ＋ｋ年的人口年增长率加权平均值，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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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各区域人口比重为权重；ＳＡＧＲｔ，ｔ＋ｋ为各区域ｔ年至ｔ＋ｋ年的人口年增长率算术平
均值；ｘｉ为区域ｉ在ｔ年的人口数；ｒｉ为区域 ｉ在 ｔ年至 ｔ＋ｋ年的人口年增长率，等

于ｘｔｉ／ｘ
ｔ＋ｋ
ｉ 的ｋ次方根；ｎ为区域个数。ΔＲＯＸＹ为相邻两个阶段ＲＯＸＹ指数的差值。
ＲＯＸＹ指数和ΔＲＯＸＹ反映区域人口增长变动的分布状态及其趋势变化。ＲＯＸＹ

指数为正，表示人口比重大的区域增长率高，人口变动处于集聚状态；ＲＯＸＹ指数为
负，表示人口比重小的区域增长率高，人口变动处于分散状态；ＲＯＸＹ指数为零，则
表示人口变动处于总体恒定状态。ΔＲＯＸＹ的正负变化，则反映人口发展状态 （集聚

或分散）的趋势变化 （加速或减速）。

２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为考察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的空间关联关系，采用全局空间关联指标和局部空间

关联指标两种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来探讨城市群内各区域之间人口变动的空间

演化关系。

一是全局空间关联指标，反映各区域与其周边区域在某种属性上的总体空间相关

程度，用于分析某一时期县级行政区人口增长在城市群表现出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使用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测度，其公式如下 （沈体雁等，２０１０）：

Ｉ＝
∑
ｎ

ｉ＝１
∑
ｎ

ｊ≠ｉ
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Ｓ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

，ｉ≠ｊ （５）

式中，ｎ是区域个数，Ｘｉ和Ｘｊ分别是某一时期区域 ｉ和区域 ｊ的人口增长率；ｘ

为均值；Ｓ２＝１ｎ∑ （ｘｉ－ｘ）；Ｗｉｊ是空间权重矩阵，以区域 ｉ与区域 ｊ是否相邻设定，

两者相邻为１，不相邻为０。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空间自相关程度越高，其值在－１到１之间。大

于０表示正相关，具有相近人口增长率 （即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的区域集聚

分布；小于０表示负相关，人口增长率相差较大 （即高值与低值、低值与高值）的

区域集聚分布；等于０则表示随机分布，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二是局部空间关联指标，反映所考察的属性值在局部地域表现出的分布特征，本

文用于分析县级行政区人口增长在城市群局部地域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探究人

口变动空间聚类的变化。本文使用局部空间关联指标 （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Ａ）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考察此种关联在局部地域是否存在，以及在
何处存在相似或相异人口增长率值的空间聚类分布。其计算公式如下 （沈体雁等，

２０１０）：

Ｉｉ＝
（ｘｉ－ｘ）
Ｓ２ ∑ｊ≠ｉｗｉｊ（ｘｊ－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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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检验Ｚ值为：

Ｚ Ｉ( )
ｉ ＝

Ｉｉ－Ｅ Ｉ( )
ｉ

ＶａｒＩ( )槡 ｉ

（７）

通过计算Ｉｉ值和检验Ｚｉ值，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可将不同的关联分布划分为
四种空间类型。一是高－高类型 （Ｉｉ显著为正且 Ｚｉ大于０），表明区域自身与其相邻
区域的人口增长率都较高；二是低－低类型 （Ｉｉ显著为正但 Ｚｉ小于０），表明区域自
身与其相邻区域的人口增长率都较低；三是高 －低类型 （Ｉｉ显著为负但 Ｚｉ大于０），
表明区域自身人口增长率较高，而与其相邻的区域较低；四是低－高类型 （Ｉｉ显著为
负且Ｚｉ小于０），表明区域自身人口增长率较低，而与其相邻的区域较高。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按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所确定的规

划范围，将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县级行政区划 （即县、市、区）作为基本分

析单元。为使获取数据统计范围保持一致，便于不同年份间的对比，本文以２０１０年
年末的行政区划为基准。针对此前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进行了

部分合并处理。① 经调整后，研究区域包括１７３个分析单元，其中北京市１６个、天
津市１１个、河北省１４６个。

原始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市资料
和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由于非户籍的迁移流动人口是城市群人口变
动的主要来源，而此类常住人口数据，特别是县级行政区的外来常住人口数据只能在

人口普查时获得，因此本文在考察人口变动的空间特征时，主要利用各次人口普查的

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此外，与其他研究主要关注人口规模不同，本文主要关注人

口的变动情况，以各县市区不同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为观测值，以便更好地考察城市

群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空间演化过程。

三、京津冀区域人口变动的总体状况

在考察城市群区域内人口变动的时空演化特征之前，首先对城市群区域人口的整

体增长状况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京津冀地区各次人口普查和２０１５年全
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 （见表１）显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区域整体
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在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４个时期，京津冀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１７９％、１１１％、１４８％和
１３１％，比全国分别高０２９个、０１６个、０７８个和０６９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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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河北省地级市所辖市辖区合并为相应城市市区，将天津市中心六个市辖区合并为天津市中心区；

北京市中心的东城区、西城区，分别为合并崇文区、宣武区后的新东城区、西城区。



域人口占全国的比重持续提高，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
达到６９７％、７１４％、７２５％、７８３％和８１１％。从京津冀地区人口增长状况来看，
城市群正处于形成发展过程中人口大规模增长的成长阶段。

表１　京津冀地区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人口增长状况

项目
时间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全国

常住人口（万人）

１９８２年 ９２３ ７７６ ５３０１ ７０００ １００３９１

１９９０年 １０８２ ８７９ ６１０８ ８０６９ １１３０５１

２０００年 １３５７ ９８５ ６６６８ ９０１０ １２４２６１

２０１０年 １９６１ １２９４ ７１８５ １０４４０ １３３２８１

２０１５年 ２１７１ １５４７ ７４２５ １１１４３ １３７４６２

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

１９８２年 ０９２ ０７７ ５２８ ６９７ １００

１９９０年 ０９６ ０７８ ５４０ ７１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０年 １０９ ０７９ ５３７ ７２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０年 １４７ ０９７ ５３９ ７８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１５８ １１３ ５４０ ８１１ １００

年均增长率（％）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 １５６ １７９ １７９ １５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２２９ １１５ ０８８ １１１ ０９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３７５ ２７７ ０７５ １４８ ０７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５ ３６４ ０６６ １３１ ０６２

非户籍常住人口（万人）

１９８２年 １８ １２ ４６ ７６ —

１９９０年 ６５ ２３ １００ １８８ —

２０００年 ２４０ ６７ ８４ ３９１ —

２０１０年 ７０６ ３０２ －６ １００２ —

２０１５年 ８２３ ５００ ２０ １３４３ —

非户籍常住人口

占常住人口比重（％）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５ １５５ ０８７ １０９ —

１９９０年 ６０１ ２６２ １６４ ２３４ —

２０００年 １７６９ ６８０ １２６ ４３４ —

２０１０年 ３６００ ２３３４ －００８ ９６０ —

２０１５年 ３７９１ ３２３２ ０２７ １２０５ —

　　注：非户籍常住人口指户口不在本县、市，但常住本县、市的人口。
资料来源：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市人口资料和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迁移流动是城市群人口增长和分布变动的主要因素。１９８２年京津冀地区非户籍
常住人口仅为７６万人，到２０１５年已达到１３４３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由１０９％
提高到１２０５％，迁移流动人口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４个时期非
户籍常住人口增加的数量分别占区域总人口增长的１０５７％、２１４７％、４２７０％和
４８６４％，而且这还不包括户籍的迁移人口。但从省级行政区人口发展状况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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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人口增长态势明显；河北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非户
籍常住人口逐期减少，到２０１０年甚至出现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的状况，但其在全
国的人口比重基本稳定。这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形成发展的初期，人口增长的

空间范围集中，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增大。人口迁移流动在空间上的选择，导致人口

增长在地域间的差异，从而影响着城市群区域内人口的发展态势。这种空间选择性所

表现的集聚与扩散过程，使城市群人口变动的空间演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

四、京津冀区域人口变动的等级关系特征

（一）京津冀人口等级集聚的特征表现

依据 “六普”市区人口数据，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的规模等级序列大致为：北

京 （２０００万人）—天津 （超过１０００万人）—石家庄、唐山 （３００万人左右）—其他
地级城市 （５０万 ～１５０万人）。① 为深入考察京津冀地区人口增长分布的空间动态，
本文采取逐级剔除高等级都市区的方法，分京津冀、津冀、河北省、除石家庄和唐山

外的河北区域四个分析区，分别计算以县级行政区 （即县、市、区）为单元的ＲＯＸＹ
指数 （见图１）。

图１　分区域县级行政区人口变动的ＲＯＸＹ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可以看出，以不同区域范围计算的人口变动 ＲＯＸＹ指数和 ΔＲＯＸＹ，在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３个时期均不断增大。这表明在京津冀的不
同层级区域，人口增长均倾向于区域内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市区 （即人口规模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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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其中包括保定、邯郸、张家口、秦皇岛 （１００万 ～１５０万人），廊坊、邢台、承德、沧州、衡水 （５０
万～１００万人）。



增长率越高），且在不断加速。即使是逐级剔除等级规模高的城市，人口的集聚仍然

表现为趋向于下一层级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市区，从而可以验证本文对于城市群人口增

长集聚具有等级关系特征的判断。

对比不同分析区域人口变动ＲＯＸＹ指数和ΔＲＯＸＹ的差异及其变化，还可以发现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集聚的另外两个特征。一是城市等级规模越高，人口集聚能力越

强。其表现为逐级剔除高等级都市区后，下一分析区域的 ＲＯＸＹ指数均依次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随着城市群人口集聚过程的演化，这一特征愈加明显。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可以明显看出，剔除城市的等级规模越高，ＲＯＸＹ指数下降幅度越大。二是不同
等级城市人口集聚作用的发挥存在时间差异，高等级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的过程先于

下一等级城市。在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四个分析区域的 ＲＯＸＹ指数差异不大；但此后出
现明显的区域分异。首位核心城市北京市，各区县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人口集聚作用持续增强，表现为剔除北京市的分析区域ＲＯＸＹ指数和ΔＲＯＸＹ均显著
下降。次位核心城市天津市，各区县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人口集聚能力不突出，表现为
包含天津市的分析区 （津冀地区）的ＲＯＸＹ指数和ΔＲＯＸＹ，低于剔除天津市的分析
区；但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ＲＯＸＹ指数和ΔＲＯＸＹ均大幅提高，说明这一时期天津各区县
的人口集聚能力明显增强。

（二）京津冀人口等级集聚的空间演化

为具体考察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的空间演化过程，本文根据各县市区人口增长率

与京津冀整体人口增长情况的对比关系，将区域人口变动状态区分为三种类型：人口

集聚区 （人口增长率高于整个区域）、人口相对流失区 （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率低于

整个区域）、人口绝对流失区 （人口减少）。

对比不同时期人口变动类型的空间分布，人口集聚的县市区数量不断缩减，由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的８２个，减至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４１个，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进一步缩减至３０
个；但人口集聚区域更加集中，在京津及其间的廊坊市明显形成了范围较大、集中连片

的核心集聚区。除此之外，其他人口增长的集聚区域均分布于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市区。

对于人口相对和绝对流失区的变化，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人口相对流失区有８８个，人
口绝对流失区仅有３个 （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张家口的张北县）；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人口相对流失区扩大到１１０个，人口绝对流失区扩大到２２个 （除４个为北京市
区县外，多属河北省西北部山区地带张家口、承德所辖县市）；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人
口相对流失区则增至１１６个，人口绝对流失区增至２７个 （除１个为天津蓟县外，河
北省多数地市均有分布）。从具体地域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在中心城市市区以外的
其他县市，除邻近北京的三河市和高碑店市、环邯郸市区的邯郸县、大规模港区开发

的唐山市曹妃甸区 （原为唐海县）外，均处于相对甚至绝对的人口流失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在京津冀城市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区域人口增长的集聚空间逐步集

中到各中心城市，而且中心城市等级规模越高，人口集聚能力越强，集聚范围越大。

北京、天津两大核心都市区已形成空间扩张的人口集聚区，显示出核心城市的集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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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效应对于城市群人口变动的巨大影响。从各都市区人口集聚的状态及相互关系看，

核心都市区的发展阶段超前于一般都市区。北京、天津目前已进入相对扩散的都市区发

展阶段，石家庄、承德、保定等其他中心城市还处于绝对集中的都市区发展阶段。

五、京津冀区域人口变动的空间关联特征

（一）不同时期区域人口变动的全局空间关联性

对京津冀分县市区人口增长指标的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进行测算，结果 （见表２）
显示：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均较大，在
０３左右，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不同时期京津冀县市区的人口增长均存
在空间正相关，人口增长率相近的县市区在空间上集中分布，即人口变动总体上呈现

明显的空间近域关联。

表２　京津冀人口变动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测算

指标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ＭｏｒａｎｓＩ ０３４３０ ０２７４５ ０３２５４

Ｚ值 ７４５８５ ６０５００ ７２９０５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由不同时期人口增长指标的Ｍｏｒａｎ散点图 （见图２～图４）也可以看出，大多数
县市区分布于第一、三象限内，表明这些区域与其邻近区域之间人口增长指标的差异

程度较小。这说明在所研究的时间区间内，京津冀人口变动的空间近域关联主要呈现

为人口增长的高－高与低－低类型的聚类分布。

　 图２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人口变动的Ｍｏｒａｎ散点图　　图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人口变动的Ｍｏｒａｎ散点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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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人口变动的Ｍｏｒａｎ散点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二）区域人口变动空间关联的演化过程

各种空间关联类型中具体区域的变化情况，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统计显著

（小于００５）的ＬＩＳＡ聚类考察结果 （见表３～表５）。为更清楚地说明各种空间聚类关系
对于城市群或都市区人口演化的含义，参考富田和晓的大都市圈人口变动模式，① 本文将

高－高、低－低类型地域的人口变动状态分别界定为人口集聚、人口流失 （包括相对

或绝对流失）；将高－低类型地域界定为中心集聚；对于低－高类型地域，则需依据与
中心城市 （区）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高－高类型地域的分布，判断该地域为中心扩
散 （或集聚扩大），还是仅表示为与人口集聚区的相邻关系。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京津冀

地区各种聚类地域的空间变化，探讨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人口变动的时空演化特征。

表３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京津冀人口变动的局域空间聚类

类型 数量（个） 县市区

高－高 １７
海淀区、石景山区、大兴区（北京）；文安县（廊坊）；雄县（保定）；正定县、栾

城县（石家庄）；邯郸县、成安县、磁县、肥乡县、永年县、鸡泽县、馆陶县、魏

县（邯郸）；南和县、平乡县（邢台）

低－低 １９
怀柔区（北京）；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怀安县、万全县、怀

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崇礼县（张家口）；隆化县、丰宁县（承德）；涞源县

（保定）；滦县、滦南县、乐亭县（唐山）；昌黎县（秦皇岛）

低－高 ５ 东城区、西城区、门头沟区、通州区、昌平区（北京）

高－低 ４ 天津中心六区、张家口市区、衡水市区、泊头市

　　注：括号内为县市区所属直辖市、地级市，下表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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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７５年日本学者富田和晓根据大都市圈内人口分布的动态变化提出大都市圈人口分布变动模式。该模式
的主要特色是把大都市圈划分为城市中心区、内圈和外圈，根据大都市圈内不同区域人口的相对变动将大都市圈

的发展演化过程划分为中心集聚、集聚扩大、初期扩散、扩散型和扩散扩大等五个发展阶段 （李国平等，２００４）。



表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京津冀人口变动的局域空间聚类

类型 数量（个） 县市区

高－高 １０
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大兴区、昌平区、通州区（北京）；津南

区、东丽区、滨海新区（天津）

低－低 ２０
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万全县、赤城县、崇礼县（张家口）；承德

县、兴隆县、平泉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县、宽城县、围场县（承德）；迁西

县、迁安市（唐山）；青龙县、卢龙县（秦皇岛）；顺平县（保定）

低－高 ５ 东城区、西城区、门头沟区（北京）；天津中心六区、武清区（天津）

高－低 ２ 张家口市区、承德市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京津冀人口变动的局域空间聚类

类型 数量（个） 县市区

高－高 ２２
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

区、怀柔区、延庆县（北京）；天津中心六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

区、滨海新区、宁河县、武清区、静海县（天津）；廊坊市区、香河县（廊坊）

低－低 １５
灵寿县、深泽县、辛集市、藁城市、鹿泉市（石家庄）；张北县、沽源县（张家

口）；丰宁县（承德）；易县、博野县、安国市（保定）；武强县、饶阳县、安平县

（衡水）；宁晋县（邢台）

低－高 ５ 东城区、西城区、门头沟区（北京）；怀来县（张家口）；大厂县（廊坊）

高－低 ５ 石家庄市区、新乐市；张家口市区；承德市区；衡水市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人口集聚地域趋向于集中且范围不断扩大。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京津冀区域人口增
长在这一时期并未向核心城市明显集聚，人口集聚地域分布范围相对分散。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核心城市对城市群人口的集聚效应已明显显现，人口集聚区趋于集中，且
仅分布于北京、天津市区范围，河北省已无高 －高类型地域。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显
著的高－高类型区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且集中连片分布于京津两地及其之间的廊坊
市区和香河县，这表明核心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呈不断扩大的空间态势，城市群人口集

聚的核心地区已然形成。

人口流失地域经历了集中连片到相对分散分布的过程。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显著的
低－低类型区集中分布于河北省的西北部及东北部的部分县。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人口
流失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且集中连片分布于河北省的整个北部地区。而到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河北省北部低－低类型区域范围明显缩小，而中部则开始出现，分布较之
此前有所分散。

中心扩散 （或集聚扩大）地域依次出现于北京、天津两大都市区内。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年，显著的低－高类型区集中分布在北京市中心城区 （东城区、西城区）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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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县，结合高－高类型区中北京市的区县分布，可以判定首位核心城市北京在这一
时期已开始进入中心扩散的发展阶段。到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北京市人口集聚扩散的范
围进一步扩大，同时次位核心城市天津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中心扩散和集聚扩大的发展

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中心城区人口仍处在扩散之中，其他低 －高类型地域则
与邻近人口集聚区域有关。

中心集聚地域散布于各中心城市市区。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显著的高 －低类型区分
布在天津市中心区、张家口市区、衡水市区、泊头市，显示中心城市天津、张家口、

衡水此时处于中心集聚的过程。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相比周边县市人口的相对或绝对流
失，张家口市区、承德市区人口相对集聚，在所在地区内表现出中心集聚的状态。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心集聚地域主要分布于河北省的几个地区性中心城市 （石家庄、

张家口、承德和衡水）的市区。

（三）京津冀区域人口变动的空间演化特征

通过以上对京津冀地区不同时期人口变动的空间聚类及其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以

得出城市群人口变动空间关联的几个主要特征。

在不同时期，京津冀区域人口变动均呈现明显的空间近域关联，且这种空间关

联为显著的正相关，存在人口增长率高－高集聚的 “热点”区与低－低集聚的 “冷

点”区大量并存的现象。由此判断，京津冀城市群处于形成发展初期，“核心 －边
缘”结构的发展特点明显，区域内人口发展处于 “集聚与流失”的不平衡变化之

中。

城市群的人口变动明显表现出在特定地域 （核心城市以至核心地区）集聚，并

向外近域扩散的空间演化特征。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不断强

化，人口增长的集聚空间 （即 “热点”区域）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分散分布，到９０
年代集中于北京和天津紧邻中心城区的市辖区，再到２１世纪前１０年扩大到几乎整个
北京、天津所辖范围以及两者之间的廊坊市。

从城市群核心城市人口变动的空间演化看，大都市区人口变动的圈层模式逐渐显

现。北京市中心城区 （东城区、西城区）一直处于人口流失之中 （即呈现低 －高的
类型模式），人口集聚空间逐步由内圈的原近郊区县，扩大到外圈的远郊区县 （呈现

范围不断扩大的高－高类型模式），表现出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圈层变动特征。天津市
先是表现为中心绝对集聚 （即高－低类型模式），后表现为中心扩散 （即低－高类型
模式）和内圈集聚 （即高－低类型模式），近期则表现为集聚扩大 （即高－高类型模
式）的人口变动特征。

从地区性中心城市人口变动的空间类型看，京津冀城市群次级中心城市的集聚效

应较弱。除廊坊因受京津近邻影响，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表现为高 －高集聚类型外，部
分中心城市如张家口、衡水、承德、石家庄等，在不同时期表现为显著的中心集聚

（即呈现高－低的类型模式），均未进入人口集聚扩大的阶段。这也反映出，城市群
次级中心城市发展不足，整个区域尚未形成多中心的人口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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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从等级关系和空间关联的视角，分析城市群各地域间人口增长差异的变化，

探讨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的时空演化模式。研究表明，城市群区域人口增长的集聚与

扩散过程同时具有等级效应与近邻效应两种模式特征，其人口变动状态是不同等级城

市在不同地域空间人口集聚与扩散过程的综合反映。一方面，城市群人口增长的集聚

与扩散具有等级差异，其空间过程依城市等级关系逐级展开，高等级中心城市的集聚

与扩散过程领先于低等级中心城市，并且其空间效应的强度和影响范围会逐级缩减。

另一方面，城市群人口增长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具有近域关联性。在各中心城市的都市

区范围，人口变动一般遵循圈层集聚与扩散的空间演化模式；而对于整个城市群区

域，人口增长的集聚则表现出由城市群的核心地域向邻近地域不断扩散的特征。城市

群的人口增长先是表现为核心城市的绝对集聚，而后围绕其城市中心区，向紧邻的内

圈地域扩散，并逐步扩大到外圈地域，进而与其他都市区相连，形成范围更大的人口

集聚区；而且这一核心地域仍会进一步向邻近地域延续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使城市

群人口的集聚空间不断扩大，从而推动城市群的发展演化。

城市群人口变动的等级与近域关联特征的具体表现，与城市群的结构特征、发展

阶段以及地域间的发展差异有关，不同城市群会有所不同。对于京津冀地区，城市群

仍处于形成发展的初期，人口变动整体表现为，核心城市对于城市群人口变动的空间

影响显著，由核心城市主导的人口集聚空间逐步扩大，“核心－边缘”结构的特征不
断强化，城市群尚未进入区域多中心集聚与扩散的发展阶段。城市群核心城市人口增

长空间的近域集聚与扩散效应明显，而次级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明显不足，人口增长

分布的等级扩散效应偏弱。

（二）相关讨论

人口的集聚源自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导致人口

增长空间格局的演化。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分布的空间优化和调控

需重视城市群人口变动的等级与近域关联性，通过产业和规划的引导，增强区域核心

城市的溢出效应，发展壮大次级中心城市，培育多中心的区域结构，尽快形成人口多

中心集聚与扩散的空间演化形态。

第一，合理利用近域关联效应，在更大空间推动核心城市产业和人口的空间溢

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从北

京市来看，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首都新机场选址大兴等重大举措，将改变北京城市

单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并带动三河、廊坊市辖区等邻近地域的发展。然而，从城市

群的区域范围来看，仅仅在北京周边县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不够的，北京城市多中心

空间结构的形成以及对邻近地域的带动，这并不能改变人口增长集中于北京—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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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线的区域格局，反而会使这一地域更加 “肥胖”，无法有效缓解核心城市的人

口压力、解决严重的 “大城市病”问题。在城市群核心地域的近域集聚与扩散的过

程中，除北京—天津发展轴线外，也要重视北京—保定、天津—保定等发展轴线的形

成。而雄安新区的建设，将有助于人口空间演化近邻效应的发挥，在更大范围实现区

域人口增长的空间外溢。

第二，重视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分布的等级效应，发展壮大次级中心城

市，培育区域人口集聚的新 “热点”区域。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体系不合理，北京、

天津两大核心城市 “独大”，与其他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大。整个区域内除京津

地区外，缺少次一级人口集聚区。因此，应发挥产业布局政策的作用，以产业为引

导，调控城市群人口集聚的 “热点”区域，引导人口在区域内的合理分布。为此，

要发展壮大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１１个地区性中心城市，提高城市
的产业竞争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地区性中心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能力，以完

善京津冀城市群的规模等级结构。在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空间形态上，一方面要促进核

心城市 （北京、天津）溢出效应的扩散，另一方面要增强其他地区性中心城市的集

聚效应，推动京 （北京）—保 （保定）—石 （石家庄）—邯 （邯郸）、秦 （秦皇

岛）—唐 （唐山）—津 （天津）—沧 （沧州）等发展轴线的形成，改变区域人口流

动与集聚的空间态势，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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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广耀：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的时空演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