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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78 counties (c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valuating the coupling rurality 

index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xi Province in 2005 and 2014.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2014, the rurality 

index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2005; the deviation degre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was decreased.as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in control factors and the polar diameters of rurality index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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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以江西省7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对2005年和2014年江西省乡村性水平进行评价，利用力学平衡模型判

别2005年和2014年江西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最后探讨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结论显示：2014年乡

村性水平较2005年有明显下降；2014年较2005年乡村转型发展的偏离程度有所减小；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各主控因

子以及极径之间有存在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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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乡村是城市以外自然环境资源广袤、以农业生产为主、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城市较落后的广阔区域。目前乡村发

展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

移、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以及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对乡

村人口、劳动力和非农经济活动影响显著。原有的城市用

地不足以承载巨大的人口规模从而推动城市土地向外扩

张，原有的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1]。一些发达国家早在

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转变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开始注重城

乡关系的重新调整，注重乡村的发展[2]。作为衡量乡村发

展转型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人口、土地和产业

在城乡之间配置的协调性[3,4]，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乡村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是掌握乡村发展的状态和规律，

对乡村有整体的、全面的认知。本文通过对江西省乡村性

以及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对掌握乡村发展的状态和规律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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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区域研究区域研究区域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研究区域研究区域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与数据来源与数据来源与数据来源 

江西省位于中国东南部，整个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北部为鄱阳湖平原，四周多山脉。本文在剔除市区基础上，

共包括78个县域研究区。 

土地数据以1995年、2005年、2014年江西省遥感影像

解译数据和国土部门提供的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数据为基础；县域社会经济数据以《中国县域社会经济

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

年的江西》（1949-1998）、《新中国六十年的江西》

（1949-2009）、江西省11个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江西省

各县统计公报数据为数据源，选取1995年、2005年、2014

年江西省县域相关统计数据，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采用相

邻年份差值法、面积平均加权法、以及利用年均増长率获

得。 

2.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2.2.1．．．．乡村性判断乡村性判断乡村性判断乡村性判断 

乡村性是对乡村地域的综合表现，其概念内涵随着乡

村发展演变而不断丰富和拓展[5,6,7]。本文参考周华、龙

花楼、刘彦随等[8]研究成果，结合江西省实际情况，将乡

村性评价划分为人口发展、耕地发展和产业发展3个方面，

建立县域尺度乡村性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各指标的

权重采用熵权法[9]获得，通过各指标标准化后的结果加权

计算乡村性指数。 

表表表表1 江西省乡村性评价指标。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层层层层 具体指标具体指标具体指标具体指标 内涵及内涵及内涵及内涵及计算方法计算方法计算方法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指标说明指标说明指标说明 

人口发展 乡村人口变化率 
反应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变化状况，乡村人口变化越大，乡村性越强。通过计算末期

乡村人口数变化数与初期乡村人口数比值来表示 
+ 

耕地发展 耕地变化速率 
反应耕地变化状况，耕地变化越大，乡村性越强通过计算末期耕地面积变化量与初期耕

地面积比值来表示 
+ 

产业发展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反应第一产业就业状况，就业比重越高，乡村性越强。根据农林牧渔从业人数与乡村从

业人数比值来表示。 
+ 

农地产出率 
反应第一产业发展状况，农地产出率越高，乡村性越弱。根据农业总产值与耕地总面积

比值来表示。 
- 

农业劳动生产率 
反应第一产业产出效率，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乡村性越弱。用农林牧渔总产值于农林

牧渔从业人数比值来表示 
- 

 

2.2.2．．．．乡村转型发展判别乡村转型发展判别乡村转型发展判别乡村转型发展判别 

（1）判别方法：三农问题是目前社会聚焦的一个重

大问题，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

是土地问题[10]。基于以上认识，相关学者认为乡村转型

发展就是劳动力与土地的有效配置问题[11]。农村人口、

耕地和农居点作为农村的三大要素，其有效配置就是乡村

转型发展的映射。因此，对乡村转型的发展方向判别是通

过以上三大要素之间的关系，结合力学平衡模型的判别方

法进行判定。 

 

图图图图1 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模型图。 

图1中，假设其他条件都为均质，将以上三类资源要

素关系抽象为笛卡尔坐标系中的三个方向的作用力[4]。本

文以F合来定义以上三个要素共同作用力偏离均衡点的程

度，用极径表示偏离距离，用极角表示偏离方向，表达式

为（F合，β）。为计算方便，将OA、OB、OC分别定义其

方向角度为π/2，11π/6，7π/6。OA、OB、OC分别用变化

度来表示：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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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OA为农村人口变化度，用UCL表示；Ui为i研

究单元年均城市化率变化量；Us为本文所研究时间段江西

省年均城市化率；OB为耕地变化度，用CCL表示；Ci为i

研究单元耕地年均变化量；Cs为各研究单元本文研究年份

耕地保有量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2020年任务量

年均变化量；OC为耕地变化度，用RCL表示；Hi为i研究

单元年均农居点变化量；Hs为各研究单元本文研究年份农

居点面积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2020年农居点面

积年均变化量。 

图 1 中，α 为 F1 与 OA 的夹角，β 为 F 合与 X 轴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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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象限划分：OA、OB和OC指标均为矢量，分别

沿着OA、OB和OC的反方向做延长线OA'、OB'和OC'，为

农村人口、耕地及农村居民点逆向变化矢量方向，则可将

结果空间划分为六个象限，每个象限代表不同的乡村转型

发展特征，具体见表2。 

表表表表2 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动力状态划分及其特征。 

象限象限象限象限 
矢量动力状态特征矢量动力状态特征矢量动力状态特征矢量动力状态特征 

特征状态描述特征状态描述特征状态描述特征状态描述 
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农村人口 耕地耕地耕地耕地 农村居民点农村居民点农村居民点农村居民点 

Ⅰ - + - 耕地和农村居民点协调转型，耕地变化符合既定目标，农村居民点逆向发展 

Ⅱ + - - 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协调转型，城市化率变化符合既定目标，农村居民点逆向发展 

Ⅲ + - - 农村人口和耕地协调转型，城市化率变化符合既定目标，耕地逆向发展 

Ⅳ - - + 耕地和农村居民点协调转型，农村居民点变化符合既定目标，耕地逆向发展 

Ⅴ - - + 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协调转型，农村居民点符合既定目标，城市化率逆向发展 

Ⅵ - + - 耕地和农村人口协调转型，耕地符合既定目标，而城市化率逆向发展 

 

2.2.3．．．．耦合关系判断耦合关系判断耦合关系判断耦合关系判断 

Spearman秩相关系数是一个非参数性质（与分布无关）

的秩统计参数，其定义公式如下： 

3 � ∑�5�056��7�07̅�
�∑�5�056�9�7�07̅�9                (3) 

式中3为Spearman相关系数，Ri、Si分别是两个相关性

分析变量第i个值的秩，:6、;̅分别是Ri、Si的平均值[12]。

其取值区间为［-1，1］，当3>0时，存在正相关，反之则

存在负相关。 

3．．．．计算结果分析计算结果分析计算结果分析计算结果分析 

3.1．．．．乡村性评价指标结果分析乡村性评价指标结果分析乡村性评价指标结果分析乡村性评价指标结果分析 

根据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05年和2014年78个研

究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分别以1995-2005年、2005-2014

年变化结果为乡村人口变化率和耕地变化速率计算依据，

以2005年、2014年相应的经济数据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农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依据。利用ArcGIS软件

中的自然断点法Natural Breaks (Jenks)，将2005年和2014

年江西省乡村性划分为弱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中等乡村

性、较强乡村性和强乡村性5个等级。由图2可知，2005

年乡村人口变化率0.1739，耕地变化速率0.4511，第一产

业就业比重0.2060，农地产出率0.1037，农业劳动生产率

0.0653；2014年乡村人口变化率0.2577，耕地变化速率

0.1695，第一产业就业比重0.3244，农地产出率0.1662，

农业劳动生产率0.0822。2005年江西省乡村性指数为

0.5427，到2014年乡村性指数为0.4693，说明江西省乡村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性不断降

低。 

赣北地区的乡村性总体低于赣南地区，自赣南向赣北，

乡村性呈逐渐降低态势。说明乡村性受地级市的辐射影响

较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立也对其所属县（市）的发

展有交大的带动作用，乡村性水平较低。乡村性指数的高

值较多位于赣南山区县，因赣南地区多位于山地丘陵区，

受地形因素的限制，农业产出水平较低，交通发展较为落

后，城市化相对较慢，因此，赣南地区的乡村性保留地较

为完整、乡村性水平较高。 

 

图图图图2 江西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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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结果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结果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结果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结果 

农村人口、耕地和农居点三个要素是否协调发展反映

着乡村转型发展的协调程度，计算出2005年和2014年的农

村人口变化度（UCL）、耕地变化度（CCL）、农居点变

化度（RCL）三个要素。计算过程中，Ui为1995-2005年和

2005-2014年年均城市化率变化量，Us为1995-2005年和

2005-2014年江西省年均城市化率；Ci为每个研究单元

1995-2005年和2005-2014年耕地年均变化量，数据源于

1995年、2005年、2014年江西省遥感影像解译，Cs为各研

究单元1995年、2014年耕地保有量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

确定的2020年任务量年均变化量；Hi为每个研究单元

1995-2005年和2005-2014年农居点年均变化量，数据同样

由1995年、2005年、2014年江西省遥感影像解译得到，Hs

分别为各研究单元1995年和2005年农居点面积到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2020年农居点面积年均变化量。三个

要素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图3显示，2005年至2014年，江西省大部分农村人口

变化度为正值，符合农村发展的目标。农村人口变化速率

最快的县（市）在空间上呈现出了集聚的态势。耕地变化

度大于0的研究单元从21个增加至54个，在空间上，耕地

变化速率最快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江西省北部的南昌市辖、

九江市辖、上饶市辖的县（市），上述县（市）的耕地占

用速率均高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制定的目标值。农居点

变化度大于0的研究单元从64个减少至49个，表明农居点

的扩张态势有所缓和。 

 

图图图图3 西省农村人口变化度、耕地变化度、农居点变化度空间分异图。 

本文利用极径值来定量化表征研究单元乡村转型发

展偏离程度，计算发现，极径值空间变化较大，并且各研

究单元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偏离。2005

年江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偏离程度普遍较大，如图4所示，

极径值大于1的研究单元所占比例较大，其中乡村转型发

展偏离程度最大的研究单元为樟树市、安福县和寻乌县。

相对于2005年，2014年乡村转型发展整体有了向均衡发展

的态势，从整体来看，2014年乡村转型发展偏离程度明显

有所减小，极径值较大的研究单元所占全省的比例显著下

降，其中乡村转型发展偏离程度最大的研究单元为分宜县，

其余县（市）乡村转型发展偏离程度相对较小。说明从2005

年至2014年以来，乡村转型发展不断调整，在农村人口、

耕地和农村居民点三个要素的发展中不断趋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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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4 江西省乡村转型均衡度极径空间分异图。 

 

 

图图图图5 江西省2005年（上）和2014年（下）研究单元象限分布图。 

从图5可以看出，2005年极角分布的研究单元的数量

多少依次为象限III>象限V>象限II>象限I，2014年极角分

布的研究单元的数量多少依次为象限II>象限III>象限V>

象限I。以上现象说明江西省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2005

年乡村转型发展受困于耕地的县（市）所占比重最大，而

2014年受困于农居点的县（市）所占比重最大。 

3.3．．．．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分析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分析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分析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分析 

本文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评价江西省乡村性与

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乡村性指数与乡村转型发

展的各个主控因子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具体计算结果见

表3和表4。 

表表表表3 2005年江西省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偏离度及其各主控因子相关性。 

 
RI UCL CCL RCL 极径极径极径极径 极角极角极角极角 

RI 1 -.344** -.614** -.250* -.547** -.054 

UCL -.344** 1 .229* .131 -.041 -.106 
CCL -.614** .229* 1 .270* -.353** .157 

RCL -.250* .131 .270* 1 .268* .760** 

极径 -547** -.041 -.353** .268* 1 .347** 

极角 -.054 -.106 .157 .760** .347** 1 

注：

**
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时，显著相关；

*
表示在置信度（双

测）为 0.05 时，显著相关。 

表表表表4 2014年江西省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偏离度及其各主控因子相关性。 

 
RI UCL CCL RCL 极径极径极径极径 极角极角极角极角 

RI 1 -.249* -.508** -.625** -.513** .015 

UCL -.249* 1 .310** .097 .103 -.044 
CCL -.508** .310** 1 .226* .471** .094 

RCL -.625** .097 .226* 1 .146 .872** 

极径 -.513** .103 .471** .146 1 .149 

极角 .015 -.044 .094 .872** .149 1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显著相关；*表示在置信度（双

测）为 0.05 时，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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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乡村性RI与乡村转型发展各主控因子之间

有比较显著的相关性。2005年乡村转型发展各主控因子中，

乡村性RI与耕地变化度CCL的相关性最强，这一结果表明，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面积越大，乡村性水平越低；农居点

扩张越大，乡村性水平也越低。2014年乡村性RI与农居点

变化度RCL的相关性最强，其次是耕地变化度CCL和农村

人口变化度UCL，另外乡村性RI与极径也有较明显的相关

关系，以上要素的值越大，乡村性水平则越低。从上述结

果可以看出，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耕地、农

居点以及转型偏离度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性水平的

高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尽相

同。 

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经研究表明，2005年江西省乡村性指数为0.5427，

2014年乡村性指数为0.4693，社会经济经过近10年的发展，

江西省乡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

村性水平不断降低；另外地形对乡村性的保留也起了重要

作用，赣北地区较赣南地区地势平坦，农业产出水平高，

城市化进程快，乡村地区受城市经济影响范围大，乡村性

较弱。 

江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受以上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

响，2005年受困于耕地因素影响的县（市）所占比重最大，

而2014年受困于农居点因素影响的县（市）所占比重最大；

但随着乡村转型发展农村人口、耕地和农居点三个要素协

调程度趋于和缓。 

通过秩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各

主控因子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村人口、耕地、农居点

以及转型偏离度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性水平的高低，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随

着各主控因子协调程度趋于和缓，江西省乡村性水平不断

降低，以上研究结果对把握江西省乡村发展状态和规律有

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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