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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城镇建设

汶川地震后近十年间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及其
规模演变探究

城市比较发育。当进行多年对比时，q值变大，说明城市

年期间，各县域城镇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增长

说明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

口减少，城镇人口规模小、基数低有关。九寨沟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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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和《阿坝年鉴》（2009—2018）。

规模分布趋于集中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q值变小，则
2.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摘 要] 以城镇规模分布理论为指导，探讨汶川大地震后近十年间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及其规模演变。通过分析发现：阿坝州城镇人
口规模扩大明显；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均衡性；阿坝州城市首位度指数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q值呈持续下
降趋势，显示出城镇规模分布更加均衡。在此基础上对阿坝州城镇科学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阿坝州；首位度指数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阿

坝州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
响，众多城镇遭受重创。经过3年灾后恢复重建期，阿

坝州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发展阶段。部分学者从城镇
空间规模演化、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藏区

城市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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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城市指数：S2=P1/P2

四城市指数：S4=P1/（P2+P3+P4）

十一城市指数：S11=2P1/（P2+P3+…P11）

（1）

（2）

（3）

其中P 1，P 2，…，P 11为城市规模按从大到小排序

阿坝州空间整体和长时间跨度方面围绕汶川地震后阿坝

十一城市指数应该是1。

2017年为研究阶段，探讨震后近10年间阿坝州城镇化
进程及其规模演变。
1   研究区域

阿坝州全称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

西北部，地貌以高原和高山峡谷为主，是黄河流经四川
唯一的地区，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阿坝州复杂的
地形地貌、多样的气候，构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拥有
独具特色的动植物资源和自然景观。阿坝州是以藏族、
羌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多样。截至2017
底，阿坝州年末常住人口94.01万，下辖1市12县。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城市首位度指数

1939年，马克·杰斐逊提出了城市首位律，作为对

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概括。城市首位理论的核心内
容是研究首位城市的相对重要性，即城市首位度。衡量
城市首位度的指标包括两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和十一

第1年（2012年）、震后第10年（2017年）作为研究的
典型年份探讨阿坝州城镇化速度和特点（见表1）。

县（市） 2008年 2012年 2017年

后，某位序城市的人口规模。按照位序—规模的原理，

州城镇化发展状况所做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以2008—

选取汶川地震当年（2008年）、灾害恢复重建完成

表1 阿坝州典型年份各县域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进程、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城镇发展动力
等方面[1—7]对阿坝州城镇化问题展开过相关研究，但从

3  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分析

所谓正常的二城市指数应该是2，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
2.2 位序—规模法则

位序—规模法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

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最早于1913年由奥
尔巴克提出，后又经过罗特卡、辛格、捷夫等学者进一步
完善，现在被广泛运用的是罗特卡模式的一般化[1，8，9]。
Pi=P1·Ri-q

（4）

（1）式中，i为城市位序，Pi为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

量，P1为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q是常数。对（1）式作

对数变换，得到：

lnPi = lnP1 - qlnRi

（5）

若令y=lnPi，a=lnP1，b=-q，x=lnRi，则可以变换为

一般线性方程：
y=a+bx

（6）

罗特卡模式在实际研究中有广泛的用处。q值接近

1，说明规模分布接近捷夫的理想状态；q值大于1，说

明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大城市很突出，而中小城市不够
发育；q值小于1，说明高位次城市规模不很突出，中小

阿坝州

21.32% 22.76% 38.92%

马尔康市 41.82% 42.86% 50.58%
汶川县

35.58% 38.61% 47.12%

2008—
2012年
城镇人口
增速

2012—
2017年
城镇人口
增速

4.35%

26.25%

10.64%
5.41%

23.59%

40.00%

86.07%

理 县

21.74% 23.91% 36.76%

10.00%

松潘县

19.18% 25.00% 38.56%

35.71%

茂 县

18.35% 25.23% 47.02%

九寨沟县 30.77% 29.85% 49.94%
金川县

15.28% 16.22% 32.93%

黑水县

15.00% 14.52% 36.63%

小金县
壤塘县
阿坝县

13.75% 14.81% 36.88%
16.67% 16.67% 23.87%
11.94%

9.21%

62.73%
52.63%

0.00%

103.00%

9.09%

145.83%

9.09%
0.00%

16.67%

105.83%
146.67%
42.86%

28.05%

-12.50%

208.57%

21.43% 22.22% 34.08%

11.11%

68.00%

若尔盖县 13.70% 12.99% 29.45%
红原县

75.91%

0.00%

130.00%

从整体看，阿坝州在汶川地震后近10年时间里，城

镇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从2008年末的21.32%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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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县、小金县、若尔盖县增速也都超过了100%，即近5

年间城镇规模扩大了1倍。所以从整体上看，汶川地震3

年恢复重建完成后城市功能的恢复和提升，加速了阿坝
州的城镇化进程。

4  阿坝州城镇规模演变分析
4.1 城镇首位分布

考虑到阿坝州总体下辖13个县（市），本文仅选取

两城市和四城市首位度指数进行分析（见表2）。
表2 阿坝州典型年份城市首位度指数

年份

两城市指数S2

四城市指数S4

2012

1.39

0.54

2008
2017

1.61
1.08

0.59
0.44

从两城市首位度指数看，典型年份阿坝州城镇首位

度均低于2；从四城市首位度指数看，典型年份阿坝州城
镇首位度低于1，因此两类指数都可以反映出阿坝州城镇

规模分布不属于首位分布。从2008年至2017年，首位度
指数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表明在此期间，阿坝州城
镇人口更为均衡地分布在各县域城镇之中。
4.2 城镇位序—规模分布

利用公式（5）和（6）对2008年、2012年、2017年

阿坝州城镇规模进行分析，得到下述线性回归模型。

2008年：y=3.7299 - 0.8025x，相关系数R2=0.9690
2012年：y=3.8754 - 0.7616x，相关系数R2=0.9303
2017年：y=4.1840 - 0.5398x，相关系数R2=0.8420

2017年末的38.92%，提高了近1倍。但与全国和四川省
相比，城镇化水平还是较为落后。但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2年后，阿坝州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马尔康市、汶

川县、九寨沟县城镇化水平总体上位居前列，尤其是九
寨沟县城镇化进程较快，在2017年末已超过汶川县位居
第2。

分阶段看，阿坝州城镇人口在地震后第5年进入快

速增长阶段，2012—2017年整体增幅为75.91%，2017

年末城镇人口达到36.59万。分县域来看，2008—2012年

期间，茂县、松潘县城镇人口增速较快，分别为40.00%
[基金项目] 阿坝师范学院校级青年基金（ASC19-20）。
[作者简介] 谢 洪，阿坝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讲师。

最快的是阿坝县，达到208.57%，这也与其前期城镇人

和35.71%；其中阿坝县出现了城镇人口负增长，即从

2008年的0.8万减少到2012年的0.7万。而在2012—2017

图1 2008年阿坝州城镇位序—规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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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镇，而呈现出更加均衡分布的状态。

（4）值呈持续下降趋势，显示出城镇规模分布更加

均衡，阿坝州各县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壮大。
6  阿坝州城镇化发展建议

6.1 合理规划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坚持适度规模

和地域特色

阿坝州各城镇应以城区土地、生态等资源承载力

为基础，合理规划城镇人口。一方面坚持城镇规模适度
扩张以发挥城镇的规模和集聚效应，另一方面避免人口
图2 2012年阿坝州城镇位序—规模分布图

过度集中带来或加剧相关城市问题。随着城镇化水平提
高，城镇人口增加，阿坝州各城镇用地也处于不断扩张

之中，但受制于地形地貌，部分城镇后备用地十分紧

型范例

为潮溪村，迄今已有380多年的历史。潮溪村自古频出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经济结构等转变。在城镇规模扩

0.8025、0.7616、0.5398，从q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来

大的过程中，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管理，对城镇

（1）阿坝州城镇人口规模扩大明显，城镇化水平有

了大幅提升。但与同期全国和四川城镇化水平相比，还
有继续提升空间。

6.3 优化城镇经济结构，筑牢发展基础

根据城市发展理论，决定一个城市发展兴衰的是城

总体上看，阿坝州各城镇发展对旅游经济的依赖性高，
敏感，所以旅游经济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阿坝州各
城镇特别是部分城镇用地充足的城镇宜放眼长远，积极
拓展旅游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不断优化城镇经济结构，
夯实城镇可持续发展基础。

6.4 统筹城镇乡村发展，推动城乡共同进步

由于地域原因，阿坝州乡村较为分散，居住人口密

（2）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均衡

度低，随着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及其子女持续向城镇

县域城镇化速度也存在明显的快慢差异，其中阿坝县、

国家的重要战略，是推动区域整体发展、城乡共同进步

性。相较于前5年，后5年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同时各
九寨沟县、金川县、小金县、若尔盖县增速较快。

（3）阿坝州城市首位度指数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

势。表明阿坝州城镇人口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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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

成的传统村落，承载着不同时期、地域、民族的文化信
息，而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作为时代生活方式在物质空
间上的投影，是其社会经济、意识观念、伦理道德、审美
情趣、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等在地域空间上的折射

。近

[2-3]

及自然环境、土地制度 等物质形态，多方面开展对传

加，它们对城镇化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但旅游业对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突发状况或因素较为

根据前述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及城镇规模分析可以看

[1-2]

镇规模小的时候不突出或不是主要矛盾，但随着城镇人口增

置、水电气供应保障、污水和垃圾处理等。这些问题在城

较快，吸引的城镇人口较多（见图1—图3）。
出汶川地震后近10年时间内：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研究现代人类生存条件的典

年来不少学者广泛从中国传统文化、宗族礼制、宗教信

市基本职能，即城市为城市以外的地方服务的能力 [8]。

5  阿坝州城镇化结论

亦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集中体现

管理者和服务者提出了要求，如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和配

看，在研究期间阿坝州高位序城镇规模不突出，低位序
城镇比较发育，相较于马尔康市，其他城镇城镇化进程

1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州市21km。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名栽陶溪村，村

城镇化不仅仅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意味着

步继续探讨。2008年、2012年、2017年的q值分别为

传统村落根植于区域历史文化生产力发展，是人

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人居环境，并创造人与人和谐共处

6.2 提高城镇治理能力，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

均大于0.8，因此拟合的方程可信度高，可以用于后一

[关键词] 象征意涵；空间形态；传统村落

发展过程中必须合理规划用地，要从单纯地外延式拓展向
重视合理配置和布局城镇防灾应急空间、城镇生态空间。

2017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90、0.9303、0.8420，

[摘 要] 基于潮溪传统村落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地形地势、建筑平面布局数据等基础资料，在进行充分的文献研究和现场调查与访
谈的基础上，结合GIS技术和数理分析的方法，对潮溪村外部空间形态和内部空间形态的特点和意涵分析得出：潮溪传统村落空间
形态的形成受中国传统堪舆理论、礼制思想和防御要求的深刻影响，是人们对自然物质空间形态认知与选择和精神文化与信仰等意
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

类以族择居、聚居不断发展的一种重要形态。传统村落

内部挖潜为主、外部拓展为辅的方向进行转变，并要高度

从拟合的线性回归方程来看，2008年、2012年、

□ 张 艳 黄启铨

张，人地冲突渐趋加剧，部分城镇用地靠山、临河的距离

越来越近，加剧了自然灾害对城镇的破坏风险。各城镇在

图3 2017年阿坝州城镇位序—规模分布图

雷州潮溪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意涵分析

转移，乡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乡村振兴是
的重要举措[10]，因此阿坝州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兼顾城

乡发展，谋城乡共同发展之路。
（下转第12页）

仰、风水文化、传统习俗、防御意识等意识形态
[7]

[4-6]

以

统村落内部形态形成机制的研究。与此同时，交叉学科

1.1 研究区域概述

潮溪村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龙门镇北部，距雷

子因地处河溪之畔，有潮有溪，因此在清乾隆年间更名
书香世家、富商大贾，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闻名雷州半岛
的“富贵双全村”，流传着 “住在潮溪村，葬在潮落

港”的民谚。现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
统村落”。潮溪村常住人口约2000人，传统村落格局

保存较好，村中明清时期古建筑存留比较完整的有26
座，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

1.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通过文献研究、村落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访谈、

融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刘大可运用聚落地理

无人航拍技术，并结合遥感影像（0.27m×0.27m精

结构及空间意象的研究；王浩锋、叶珉采用空间句法的

程分析对村落和周边（以潮溪为中心，东西总跨度约

学与社会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对传统村落的空间
理论和方法，以村落功能布局表达研究村落空间格局的
形成[4]。

本文基于潮溪传统村落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地形地

度）栅格地图数据，通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高

12.5km，南北总长8.5km，其中由潮溪村向西北方向长

约10km）高程环境分析，实验数据有30m空间分辨率
的Aster GDEM数据①，为使结果直观明显，采用20m分

势、建筑平面布局数据等基础资料，通过实地调研、文

级对高程数据进行重分类，运用潮溪村及其周边自然环

潮溪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形态进行图示化和数理化解读，

筑布局进行图示化和数理化解读。

献分析，并利用GIS软件对潮溪村高程地势分析法，对

揭示潮溪村格局象征意涵的特点，以丰富雷州半岛传统
村落形态形成机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

境地势高程分析等方法，对潮溪传统村落空间选址与建
2  村落空间形态的形成

传统村落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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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2016KQNCX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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