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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与城市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针对我国目前城
乡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亟需构建乡
村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加快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多级目
标体系建设。本文依托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
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其中，城乡融合系统指标体
系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基础设施 4 个方面，乡村地域系统指标体系涵盖人口、社
会、经济、资源、环境 5 个子系统。进一步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耦合协调模
型等研究方法，识别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以宁夏盐池县为
案例区，实证研究表明，分析结果基本能反映不同乡镇、行政村的发展特征和定位。区别于以
往研究侧重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本研究提供了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等级差异的识别方法，对县域
乡村振兴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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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与城市是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两个系统，共同构成了
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但是，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从乡
村向城市转移，大面积的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乡村衰败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共同面
临的挑战[2]。以中国为例，长期以经济增长、城市建设为核心的“重城轻乡”的发展导
向，不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而且引发和加剧了我国城乡差距拉大、土地快速
非农化、农村空心化和农业主体老弱化等突出问题，导致农民、农业、农村发展的权益
受损[3-5]。因此，改良城乡关系、转型城乡发展模式，是治疗“城市病”和“乡村病”的
根本，也是实现我国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2004 年以来，我国先后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旨在破解“三农”
难题，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地理学的角度，乡村作为
复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包含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多个子系
统[6]，需要多要素结合，着眼于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五大振兴”，共同
推动乡村地域的发展。同时，乡村也是多层次的地域系统，包含城市郊区、县城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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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镇、行政村等多个等级和规模的聚落空间，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域实施差异化
的乡村振兴战略。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7]和“点-轴”理论[8]，刘彦随提出城乡融合
发展战略应在强化城乡地域系统极化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其扩散效应，乡村振兴战略则应
注重构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四体”系统[9]。乡村地
域多体系统理论的提出对于我国不同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已有的乡村地理学研究多关注城乡等值化[10，11]、城乡协调[12]、城乡融合[13-15]、
乡村转型发展[16，17]、乡村重构[18，19]、村镇格局[20]等，而对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定量评估与识
别尚未深入开展。当前，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亟需
构建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研究我国不同区域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
统的类型、等级，为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重点阐述乡村地域
多体系统的理论内涵和识别方法，构建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的指标体系，探索
综合评价与耦合协调的模型方法，并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的案例对乡村地域多体
系统进行定量识别，为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2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基础理论与识别方法
2.1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基础理论
根据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7]，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强调人类与地理环境
的相互关系。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相互交错、相互联
系，构成的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即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其中，乡村地域系统是在一
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
功能的系统[21]。从结构上看，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内容极其丰富，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每个子系统都包含不同的层次和因素；从功能上看，乡村地
域系统拥有城市地域无法替代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功能[22]。同时，乡村地域系统还是
一个开放系统，不断与工业化、城镇化等外缘系统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流的交
换。此外，乡村地域系统还具有地域性、动态性，依不同区域特征而差异巨大，并且随
时间而不断发生演化和转型。根据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社会经济要素优先
在区位条件较好的“点”上集聚，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连成“轴”，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
要素对附近区域起到扩散作用[8]。刘彦随提出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和极化发展战略，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需重点建设由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所构成
的乡村振兴多级目标体系，发展由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
所组成的乡村地域多体系统 [9]。如图 1 所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
业协同体等“四体”之间在地域范围上具有一定的包含关系，形成不同规模和等级水平
的层次体系，同时具有地域差异性和发展
动态性。其中，构建城乡融合体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在城乡融合的基础
上，发展不同类型的乡村综合体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基于不同类型的乡村
发展区，优化村镇格局，强化重点村镇的
优势，培育村镇有机体，是实施乡村振兴
图 1 中国乡村振兴多体系统与多级目标[9]
战略的载体；基于村镇有机体，在有条件
Fig. 1 Multi-body system and multi-level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的村镇建设宜居宜业社区，打造居业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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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支点。
2.1.1 城乡融合体 城乡融合体是由城镇和乡村两个地域系统相互交叉、相互融合而成的
一个城乡交错系统。按照我国的城乡分异格局，城乡融合体包含地域、市域、县域三个
层次，主要包括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镇、新型社区等地域空间。在这些地域空间范围
内，城镇与乡村通过交通、通信、市政管网等城乡基础网实现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9]。构
建城乡融合体，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基础，需要将过去各自为政的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域系统，通过交互机制，构建成一
个相互融合的城乡地域系统，其核心有三个：城乡战略地位的平等、城乡要素配置的均
衡、城乡发展过程的融合。
2.1.2 乡村综合体 乡村综合体建立在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基础上，由社会、经济、资
源、环境等不同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乡村地域系
统。由于乡村地域系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类型，从功能上可划分为村镇社区、农业主导
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等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区，因此，对乡村综合体的识别需
要把握差异性和动态性，加强对乡村发展的时空格局、过程机理与地域模式的解析，从
而根据不同乡村的地域类型，分类施策、分区推进，从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产
业、文化、制度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的乡村转型升级策略，建立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探
索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9]。
2.1.3 村镇有机体 村镇有机体建立在村镇建设格局的理论基础上，而村镇建设格局指的
是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 （社区） 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
系，包括产业空间、生态空间、文化空间和人居空间[20]。通过建立村镇建设格局，明确
不同村镇的定位，强化村镇的空间集聚，进而根据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区，突出特定村
镇的中心功能，培育“三生”（生产、生活、生态） 结合的村镇有机体。因此，村镇有机
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将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建设”目标 （即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落实到村镇层面，促进村镇的产业空间集约化、
生态空间文明化、文化空间地域化、人居空间社区化[9]。
2.1.4 居业协同体 居业协同体建立在村镇有机体的基础上，指特定村镇凭借优势要素或
特色产业，实现居住与就业协同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振兴极。居业协同是村镇居业融
合发展的高级状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增长极，对周边区域起到扩散作用。由于村
镇发展有类型之分，居业耦合也分化为不同的模式，居业协同体的识别需要根据不同村
镇或社区的发展条件与特征，判定其是否具备安居乐业的能力和基础，从而实行精准施
策。对于条件较好的村域，应按照三产融合理论，建立宜居宜业社区；对于条件一般、
规模较大的村域，应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居住条件，建立村域中心地；对于
条件较差、规模较小的村域，应探索推进迁村并居的模式[9]。
2.2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方法
2.2.1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流程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以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为
理论基础，通过构建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的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多
目标加权求和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地域、市域、县域、村域等不同尺度
的地域系统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通过地域融合分区、划分乡村类型、评定发展等
级、判定居业协同等步骤，逐步识别出乡村地域多体系统中的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
体、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具体识别过程包括：
（1） 综合考虑城乡差异与城乡联系，构建城乡融合度的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域/市域
的区、县进行城乡融合度测算，并划分城乡融合等级，识别出城乡融合的优势区域，即
城乡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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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考虑乡村地域的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等子系统，构建乡村地域
系统指标体系，对县域内的村镇进行评价与类型划分，识别不同类型的乡村综合体；
（3） 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各类型的村镇进行等级评定，识别村镇
有机体；
（4） 基 于 乡 村 地 域 系 统 的 社
会、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
对各类型的村镇进行居业协同度的
判定，识别居业协同体 （图 2）。
2.2.2 城乡融合体识别方法 遵循全
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可
获得性等原则，本文建立城乡融合
度指标体系，突出城乡差异与城乡联
系两个方面，其中城乡差异包括经
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四个方面
的差异，城乡联系主要通过基础设
施发展水平来反映。该指标体系分
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其中
目标层为城乡融合度 （I），准则层包
括经济发展融合、社会发展融合、
环境发展融合和基础设施融合四个
方面，指标层则以城乡直接对比的
图 2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过程
指标为主。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Fig. 2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rural regional multi-body system
表 1 城乡融合体指标体系
Tab. 1 Indicator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目标层

准则层

城乡
融合
度(I)

经济发展
融合

指标层

地方财政农林水利事务支出比重/县域一产产值比重 （+）

固定资产投资偏向系数

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城乡二元生产率对比系数

社会发展
融合

环境发展
融合
基础设施
融合

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财政支农相对比重

（二三产业产值/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 / （第一产业产值/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城乡消费能力对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

城乡消费结构对比

城镇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 （+）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 （-）

城乡医疗水平差异

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
支出 （-）

城乡卫生厕所普及率差异

城市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率差异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

城乡生活污水处理率差异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

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差异

城市社区道路硬化比例/农村通村道路硬化比例 （-）

城乡自来水覆盖率差异

城市社区自来水覆盖率/农村自来水覆盖率 （-）

城乡物流设施覆盖率差异

城市物流配送站点覆盖率/农村物流配送站点覆盖率 （-）

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

城市互联网覆盖率/农村互联网通村率 （-）

城乡有线电视覆盖率差异

城市有线电视覆盖率/农村有线电视通村率 （-）

注：表中“+”表示该指标为正向指标，
“-”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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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的指标体系，将收集到的各县 （区） 的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并采用
均方差决策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运用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得出城乡融合度指数以及
各子系统的城乡融合度。
（1） 指标无量纲化：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2） 城乡融合度：

[

][

]

（1）

[

][

]

（2）

X ij′ = Xij - min ( X j ) / max ( X j ) - min ( X j )

X ij′ = max ( X j ) - Xij / max ( X j ) - min ( X j )
Ii =∑j = 1w j × X ij′
n

（3）

式中：Xij 为指标原始数据；max （X）
表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min （X）
表示第 j 个指
j
j
标的最小值； X ij′ 为指标无量纲化数据；Ii 为第 i 个县 （区） 的城乡融合度；n 为指标的个

数；wj 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值。
2.2.3 乡村综合体识别方法 根据乡村地域系统理论，本文建立乡村综合体指标体系，
反映村镇在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
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乡村地域系统综合发展度 （D），准则层包括人口系统、社会系
统、经济系统、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五个方面，指标层则涵盖乡村发展的人口、聚落、
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资源、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2。参照城乡融
合度的计算方法，运用均方差决策法和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得出县域内所有村镇的乡村
地域系统综合发展度以及在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方面的发展度。
在对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评价的基础上，将所有指标得分按照平均值、平均值+标
准差、平均值-标准差三个值作为临界值对县域内所有村镇进行分级，从而得出不同乡村
地域的功能、区位、增长等类型。从功能上看，根据村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和耕地占比的
综合评分，高于平均值+标准差的村庄属于农业区，根据村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二
产业增加值的综合评分，高于平均值+标准差的村庄属于工业区，根据村域第三产业增加值
和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综合评分，高于平均值+标准差的村庄属于商贸区。从区位上看，
根据乡村交通通达度指标，将村庄划分为城郊型、近郊型和远郊型等不同类型。同理，
根据人口增长特征，将村庄划分为增长型、衰退型、稳定型等；根据村域生态服务价值
和地均生态服务价值两个指标的综合得分，划分出生态涵养区和非生态涵养区等类型。
2.2.4 村镇有机体识别方法 在对乡村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对各个村庄人口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进行计算，得出不同村庄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23]。
（1） 耦合度：

{

}

5 1/5

C = ( R1 × R 2 × R 3 × R 4 × R5) /[(R1 + R 2 + R 3 + R 4 + R5）/5]

（4）

（2） 协调度：
D= C×R
（5）
式中：C 表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指数，通常不小于 0.6，0.6 以下则
表明其耦合关系较弱或不存在耦合关系；R1、R2、R3、R4、R5 分别表示乡村地域系统在人
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的发展度；R 表示乡村地域综合发展度，由乡村
地域系统发展各子系统加权求和获得；D 表示各子系统的发展协调程度，其值越接近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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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Indicators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目标层
乡村
地域
系统
综合
发展
度
（D）

准则层
人口系统

社会系统

经济系统

指标层

村域常住人口数量/村域面积 （+）

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村域 60 岁以上老年人所占的比例 （-）

乡村人口增长速度

近 5 年村域人口的平均增长率 （+）

外出人口比重

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 （-）

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

村域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的比例 （+）

乡村聚落聚集度

村域范围内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的最邻近距离指数 （+）

乡村聚落平均地块面积

村域范围内农民居民点用地斑块的平均面积 （+）

农村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度
乡村交通通达度

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卫生室、文化站、集贸市场所
拥有的个数 （+）
距离县城的最短时间 （-）

农村自来水覆盖率

村域自来水入户率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村庄农民人均纯收入 （+）

村域第一产业增加值

镇域第一产业增加值× （村域农田面积/镇域农田面积）（+）

耕地占比

耕地面积/村域总面积 （+）

村域第二产业增加值

镇域第二产业增加值× （村域建设用地面积/镇域建设用地面
积）（+）
村域第二产业增加值/村域人口 （+）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村域第三产业增加值

资源系统

环境系统

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乡村人口密度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镇域第三产业增加值× （村域建设用地面积/镇域建设用地面
积）（+）
村域第三产业增加值/村域人口 （+）

耕地资源

村域人均耕地面积 （+）

水资源

村域人均水资源量 （+）

森林资源

村域森林覆盖率 （+）

矿产资源

村域内拥有的矿产种类 （+）

旅游资源

村域内的景点数 （+）

地形地貌

地形起伏度 （-）

村域生态服务价值

生态用地面积×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 （+）

地均生态服务价值

村域生态服务价值/村域总面积 （+）

人文景观数量

村域内文物古迹、革命活动地、科教文活动场所以及民族人
文景观的个数 （+）

注：表中“+”表示该指标为正向指标，
“-”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

表明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处于较高水平的良性协调发展阶段；越接近 0，则表明各子系
统 发 展 水平越不协调。具体可分为以下 10 种类型：极度失调[0，0.100]、严重失调
（0.100，0.200]、中度失调 （0.200，0.300]、轻度失调 （0.300，0.400]、濒临失调 （0.400，
0.500]、 勉 强 协 调 （0.500， 0.600]、 初 级 协 调 （0.600， 0.700]、 中 级 协 调 （0.700，
0.800]、良好协调 （0.800，0.900]、优质协调 （0.900，1.000]。
2.2.5 居业协同体识别方法 在对乡村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各个村庄居住和就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由于社会系统主要反映了村镇社区发展特
征，经济系统主要反映了村镇产业发展特征，因此，将社会、经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作为村庄的居业协同度指标。此外，人口子系统中的外出人口比重评分也间接反映
了村镇的居业协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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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应用
3.1 研究区概况
盐池县地处宁夏东部、毛乌素沙漠南
缘，东邻陕西定边、南接甘肃环县、北靠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西连宁夏灵武、同
心，属陕、甘、宁、蒙四省 （区） 交界地
带 （图 3）。盐池县总面积 8522.2 km2，是宁
夏面积最大的县，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
黄土丘陵区，海拔 1600~1800 m，沟壑纵
横，北部为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海拔
1400~1600 m，地势开阔平缓。县内无险峰
峻岭，无大河流，地广人稀，距首府银川
图 3 研究区的区位
市 131 km，具有宁夏“东大门”的区位优
Fig. 3 Location map of the research area
势。2017 年，盐池县共有 4 乡 4 镇，总人口
17.3 万，国内生产总值 85.5 亿元。当前，盐池县亟需破解乡村振兴发展方向与路径、国
土空间优化与乡村极化发展战略、产业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协调
统一、乡村人才汇聚创新与支撑保障等一系列乡村发展问题，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发挥盐池县在宁夏中部半干旱地区率先精准脱贫、率先乡
村振兴、率先全面小康的示范作用。
3.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201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 22 个县 （区） 和盐池县 102 个行政
村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基础数据。其中，县域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宁夏财政年鉴》、《宁夏
调查数据》 以及 《宁夏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极少数指标无法获取 2015 年的数
据，采用相邻年份的数据替代。盐池县村域层面的数据则来源于盐池县第二次土地利用
调查数据、盐池县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提要、各乡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盐池县政府各
个部门。此外，DEM 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包括盐池县地面坡度、海拔数据。
3.3 案例分析
3.3.1 城乡融合体识别结果 分别以宁夏各县 （区） 的城乡融合度各方面得分及综合得分
的平均值、平均值±标准差为临界值，通过 ArcGIS 制图分析，得到宁夏的城乡融合度空
间差异图。如图 4 显示：
（1） 宁夏经济融合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平罗县、盐池县、同心县等县，低值区主
要分布在银川市辖区、灵武市、海原县等县 （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在财
政、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更偏向城市；
（2） 社会融合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大武口区、沙坡头区、中宁县等城镇化水平较
高的县 （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同心县、原州区、西吉县等南部山区县；
（3） 环境融合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银川市域，低值区分布在南部山区县；
（4） 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度的高值区、低值区分布在宁夏南部和宁夏中南部。
从城乡融合度的总体情况看 （图 5），城乡融合度、协调度呈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
高值区集中在银川市，低值区包括泾源县、原州区、西吉县，与城镇化率以及经济发展
水平的分布基本一致。就盐池县而言，城乡融合度、协调度在宁夏区域范围内均处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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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宁夏各方面城乡融合度的空间格局
Fig. 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Ningxia

图5

宁夏城乡融合度与协调度的空间格局

Fig. 5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gree and symbiosis degree in Ningxia

高水平，虽然经济融合度、环境融合度高于区域平均值，但社会融合度、基础设施融合
度仍然处于区域较低水平，尚未实现全方位的城乡融合发展。
3.3.2 乡村综合体识别结果 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各子系统及其指标的评价结果，对盐池
县乡村综合体类型进行划分：
（1） 人口系统中，人口密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位于北部的花马池镇和王乐井乡，人
口老龄化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各个乡镇政府所在地，而人口
增速大的区域也位于高沙窝镇到王乐井乡的高速公路沿线，外出人口比重较低的区域位
于花马池镇，而中部的王乐井乡和青山乡外出人口较多 （图 6）；
（2） 社会系统中，聚落聚集度的高值区位于花马池镇、青山乡、惠安堡镇，呈现出
一条带状分布，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则以镇区为主，西北部、西南部配套较弱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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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人口子系统各指标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Fig. 6 The spatial pattern of indicators of population sub-system in Yanchi County

图7

盐池县社会子系统各指标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Fig. 7 The spatial pattern of indicators of social sub-system in Yanchi County

（3） 经济系统中，以产业功能来划分，盐池县的农业区主要集中在北部的花马池镇
周边、中部的青山乡、南部的惠安堡镇和麻黄山乡，工业区分布在北部的高沙窝镇和中
部的大水坑镇、南部的惠安堡镇，商旅区则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高沙窝镇和中部青山乡、
大水坑镇，但多呈现出散点状分布，尚未形成规模 （图 8）；
（4） 盐池县的耕地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南部，但水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在分布上

图8

盐池县经济子系统各功能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Fig. 8 The spatial pattern of indicators of economic sub-system in Yanch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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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错位，森林资源和旅游资源集中在北部的哈巴湖景区 （图 9）；
（5） 从环境系统来看，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北部都表现出比南部更强
的优势 （图 10）。

图9

盐池县资源子系统各指标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Fig. 9 The spatial pattern of indicators of resource sub-system in Yanchi County

图 10

盐池县环境子系统各指标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Fig. 10 The spatial pattern of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sub-system in Yanchi County

3.3.3 村镇有机体识别结果 基于乡村综合体的类型划分，进一步对盐池县乡村地域系统
的各子系统发展度以及综合发展度进行等级划分 （图 11），可以看出，盐池县的人口子系
统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县城、大水坑镇、惠安堡镇以及冯记沟乡，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出
发，这些地区有希望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支点；社会子系统主要分布在中部各乡镇的政
府所在地，整个南部地区的社会支撑系统较弱；经济子系统则以北部的高沙窝镇、县
城、中部的青山乡和大水坑镇为增长点；资源与环境子系统呈现出相似的等级体系，分
别以北部的哈巴湖景区、西部的惠安堡镇为生态、人文环境的高值区。综合各子系统
（图 12），得出盐池县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包括北部的高沙窝镇区周边、县城及花马
池镇周边、冯记沟乡、青山乡以及惠安堡镇的镇区周边；然而，盐池县乡村地域系统各
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普遍偏低，东北部的村镇多处于初级协调或中级协调阶段，东部
大部分村镇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南部的村镇则多处于濒临失调或轻度失调的状态，未来
需要加强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
3.3.4 居业协同体识别结果 通过分析盐池县各村镇社会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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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乡村地域系统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Fig. 1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different sub-systems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 Yanchi County

图 12

盐池县乡村地域综合发展水平与协调程度的空间格局

Fig. 1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reg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ordination level in Yanchi County

表征其居业协同度，可以看出，总体呈现出东北强、西南弱的区域格局，而居业协同的
高值区主要包括县城及花马池镇政府周边行政村、高沙窝镇北部部分村镇以及青山乡西
部部分村镇 （图 13）。相对而言，南部的麻黄山乡、惠安堡镇南部无论在社区还是产业
发展方面，都表现出较弱的态势。
3.4 结果分析
通过对盐池县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分类与识别，可以看出，盐池县与宁夏其他县
（区） 相比，城乡融合度水平较高，其中，城乡经济发展融合度、城乡环境发展融合度均
高于区域平均水平，但是，在城乡社会发展融合度和基础设施融合度方面表现较弱，未
来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来缩小
城乡差距，强化城乡联系，促进城乡融合体的发展。其次，基于乡村综合体对县域内部
乡村功能格局的分析，盐池县总体划分为北部高沙窝镇和中部青山乡、大水坑镇的工商
业区、南部惠安堡镇的农业区、中北部哈巴湖景区周边的生态涵养区等功能区，未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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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不同乡村的地域类型，从人口就
业、资源环境、产业发展、文化制度等方
面实施差异化的乡村转型升级策略，强化
不同类型村镇的优势要素，补齐制约村镇
发展的要素短板。再次，基于盐池县村镇
有机体的识别结果，得出乡村地域综合发
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包括高沙窝镇区周边、
县城及花马池镇周边、冯记沟乡、青山乡
以及惠安堡镇的镇区周边。但是，盐池县
乡村地域类型较为复杂，且空间分布较为
分散，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和集聚效应，
未来需要突出这些重点村镇的中心功能，
加强人、地、业、财多要素的集聚，培育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结合的村镇有
机体，形成辐射周边的扩散效应。此外，
基于居业协同体的识别结果，盐池县居业
协同度较高的区域包括县城及花马池镇政
府周边行政村、高沙窝镇北部部分村镇以
及青山乡西部部分村镇，未来应按照三产
图 13 盐池县居业协同空间格局
融合的理论，在这些村域建设宜居宜业社
Fig. 1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ousing-industry
区，形成一批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和振兴
coordination level in Yanchi County
极，而对于麻黄山乡、惠安堡镇南部的发
展条件较差、规模较小的村域，则应积极探索推进迁村并居的模式，从而优化县域的村
镇建设格局。因此，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与划分，可以为盐池县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分类施策、分区推进的实施依据。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
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其中，城乡融合系
统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基础设施 4 个方面 16 项指标，乡村地
域系统指标体系涵盖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 5 个子系统 26 项指标，可以对城乡
融合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较为综合的测度。依托该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均方差决
策法、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城乡融合度、乡村综合发展
度、协调度、居业协同度进行分区、定级，识别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
体和居业协同体。
在识别方法构建的基础上，以宁夏盐池县为案例区做了实证研究，对其乡村地域多
体系统进行识别与分析。从实证分析来看，盐池县总体呈现出北部高沙窝镇和中部青山
乡、大水坑镇的工商业区、南部惠安堡镇的农业区、中北部哈巴湖景区周边的生态涵养
区等功能区。北部的高沙窝镇区周边、县城及花马池镇周边、冯记沟乡、青山乡以及惠
安堡镇的镇区周边表现出较高的乡村地域综合发展水平，居业协同度较高的区域涵盖县
城及花马池镇政府周边行政村、高沙窝镇北部部分村镇以及青山乡西部部分村镇，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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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分析结果能够反映不同乡镇、行政村的发展特征和定位。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
的识别与划分，进一步对盐池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分类施策、分区推进提供了建议，指出
盐池县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加强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在县域内部需要根据不同乡村发展的类型区，实施差异化的乡村转型升级策略，强
化重点村镇的人、地、业、财多要素的集聚，形成规模和集聚效应，优化村镇建设格
局，在居业融合水平较高的村镇建设三产融合、宜居宜业的居业协同体，形成辐射周边
的乡村振兴极。案例研究表明，该识别方法指标体系较为综合，方法可操作性强，未来
可推广应用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县域层面的乡村地域系统，用于综合刻画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认知辨析村镇的乡村发展类型与水平，协助优化村镇建设格局，科学识别乡村振兴
极。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城镇体系研究，本研究反映了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等级差异，
对乡村振兴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对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方法的探讨，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借鉴。
本研究虽然对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定量识别有积极意义，但针对不同区域的作用机
理、区域模式仍需进一步探讨，尤其在村镇层面对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的评价与分
类，考虑到全国范围内的村镇发展基础、能力和水平差异性大、动态性强，未来还需
要结合不同区域的背景特征，探索完善指标体系的构建，创新评价与分类的模型方法，
加强深化研究。由于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均是复杂的巨系统，未来仍需进一步
加强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内涵揭示和综合测度研究，集成地理学综合研究的特色，开展多
维度、多尺度、多类型的乡村地域系统演化机制研究，助力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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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rural regional multi-bod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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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es and village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complementary, both of which constitute
the urban-rural man-earth regional system. However,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faced various challenges. Aiming a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think it
necessary to construct rural regional multi-body system includ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complex, village- town organism, and housing- industry symbiosis and rural multi- level goal
system including urban- rural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zones of rural development, fields of
village- town space and pol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proposed an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rural regional multi- body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system and rural regional system. The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ystem included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cluded five sub- systems of population, society,
econom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Then, based on means square deviation method, multiobjective weighted sum mod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he rural multi-body system
includ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complex, village-town organism, and housing-industry
symbiosis can be identified. Taking Yanchi County of Ningxia as a case study, we applied our
proposed identification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regions of Ningxia, the
overall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level of Yanchi County was relatively high, but its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level in the aspects of social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as relatively low.
Meanwhile, the area of Yanchi County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regions,
i.e. agricultural region, industrial region, commercial region, and ecological region. In addition,
the towns and villages with high rural reg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and housingindustry coordination level were identified as village- town organism and housing- industry
symbiosis, respective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sis can basical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orientation of different towns and village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this study provides a
method to analyze the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guid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s at the county level.
Keywords: rural regional system; identification metho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village-town
organism; housing-industry symbiosi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