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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城市化水平格局的空间集聚性在不断增强， 城市化

系数等方法， 从空间相关的视角分析新疆各县域城市

空间分异的结构化特征明显。 从局域自相关分析来看 ，

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 结果显示， 以非农业人口来计

区域间具有较明显呈现两极分化， 说明新疆城市化水

算的新疆城市化水平呈现北疆、 东疆、 南疆逐次下降

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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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和分工的细化而产生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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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它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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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新疆城市化的重要特征是 “北快南慢”和 “北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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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１］，在空间上发展非常不平衡，呈现区域差异明显且长

式中：Ｙｉ 第 ｉ 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ｎ 为研究区域个数；Ｙ０

期滞后的特点。这给新疆城市化进程带来了阻碍，并成为制

为 ｎ 个研究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的均值。其中，Ｓ 值越大，表

约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给新疆社会经济 “又快

示相对差距越大，反之，则表示相对差距越小。同样，Ｖ 值

又好”地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内在矛盾［２－５］。深入研究新疆城市

越大，表明绝对差距越大。反之，则表示绝对差距越小。

化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发展规律，对于促进新疆经济跨越

２．２ 空间自相关

式发展，统筹解决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传统

与一般所讲的数值相关分析有很大区别，空间自相关

的统计分析方法仅注重数值或空间上的单一联系，并未将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作为 ＥＳＤＡ 的核心内容，是根据位

者进行综合考虑来分析解决问题。而 ＥＳＤＡ 中的空间自相关

置相似性和属性相似性来共同测度空间域中相邻位置上同一

分析却能很好地结合二者之优点，定量地解决相关空间分布

变量的相关性的。对于任何空间属性，空间自相关测度的是

问题［２］，从而弥补了传统分析方法的不足。

变量的空间近邻值对于变量相似或不相似的程度 ［１６，１７］。空间

目前空间统计学中最成熟的方法是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自相关测量和检验的是空间上分布邻近的物体及其某一属性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简 写 为 ＥＳＤＡ）。 ＥＳＤＡ

具有相似的取值和趋势，即空间正相关；还是具有相反的取

是描述和揭示空间分布、识别奇异值、发现隐含的空间关系

值和趋势，即空间负相关，从而判断它们是有规律的还是随

等一系列技术的集合，将统计学原理与图形、图表相结合，

机分布［１８］。根据分析区域的空间范围的大小，空间自相关可

对空间数据进行探索；是统计分析技术、ＧＩＳ 空间分析技术

分为全局型空间自相关和局域型空间自相关 ［１９，２０］。

与可视化技术的集成［６］。目前已有学者利用 ＥＳＤＡ 技术研究

２．２．１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区域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及演化过程等，但其大多
关注我国发达地区 ［７－１４］，对于如新疆这样欠发达的地区的研

常用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量有 Ｍｏｒａｎ＇ｓ Ｉ、Ｇｅｔｉｓ＇ｓ Ｇ、
Ｇｅａｒｙ＇ｓ Ｃ 等［２１，２２］衡量指标。根据需要，本文采用的是 Ｍｏｒａｎ＇ｓ

究尚不多见。本文以 ＡｒｃＧＩＳ 和 ＧｅｏＤａ 软件为平台，应用标

Ｉ，其用于表示所有区域与周边地区之间空间差异的平均程

准差指数、变异系数来描述新疆城市化的时空演变过程以及

度，其取值范围在 －１￣１ 之间。计算公式为：

区域发展差异，应用 ＥＳＤＡ 技术分析新疆城市化的空间关联
性，描述县域之间的空间关系。从空间相关的视角客观分析
新疆各县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全面揭示新疆城市化
的空间过程、分布形态和演变规律。为构建有序的区域空间
结构，协调区域城市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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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ｘｉ 和 ｘｊ 分别为 ｉ 县域单元和 ｊ 县域单元的城市化率；ｎ
为研究的县域单元个数，本文 ｎ＝８７；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

１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要素，本文采用的是邻接标准，即县域 ｉ 和县域 ｊ 具有公共

新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速度较慢的省区

边界，则空间权重 Ｗｉｊ 取 １，否则取值为 ０。

之一，其内部的南、北疆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为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值，如果是正值，越接近 １，表示的是该空

分析其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本文搜集整理了新

间事物的属性取值具有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特点；如果是

疆近 ３０ 年的各县市的非农业人口数及总人口数，并以城市

负值，越接近 －１，则表示该空间事物的属性取值呈现高低相

化率作为统计属性，本文所指的城市化率是由非农业人口占

依的分散格局；若是 ０ 值，则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即空

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的。之所以选择城市化率数据

间随机分布［２３］。

作为统计属性是因为其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水

２．２．２ 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

平的空间差异内涵。所有属性数据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新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统计量是一种总体统计指标，仅说明所

辉煌五十年》、 《新疆统计年鉴》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年）。地理

有县域与周边县域之间空间差异的平均程度。在县域总体空

空间数据采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行政区划图。空间分析

间差异较小的情况下，局部空间差异有可能较大，可能出现

尺度为新疆 ８７ 个县 （市） ，包括 ２ 个地级市和 ８５ 个县

高值或低值的局部空间聚集。为了全面反映新疆各县域城镇

①

（市），时间序列为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

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情况，还需采用局部空间关联指标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写为 ＬＩＳＡ）。ＬＩＳＡ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标准差指数 （Ｓ）和变异系数 （Ｖ）
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可分为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通常
使用标准差指数 （Ｓ） 和变异系数来进行度量，从而可以同
时从相对和绝对意义上测度对比出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城市化
水平差距［１５］，公式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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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测度以每个地理单元为中心的一小片区域的聚集或离散
效应，可用于识别空间集聚 （热点或冷点） 与离群点 ［２４］，
ＬＩＳＡ 中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被定义为：

Ｉｉ＝ＺｉΣＷｉｊＺ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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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Ｘｉ－軓

其中，Ｚｉ＝

姨

１
ｎ

ｎ

Σ（Ｘ －軓Ｘ）
ｉ ＝ １

姨

２

ｉ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完成，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

Ｘ）
（Ｘｊ－軓

，Ｚｊ＝
１
ｎ

ｎ

Σ（Ｘ －軓Ｘ）

ｊ ＝ １

础。城市的交通、道路、供水、供电，通迅等基础设施建设

２

不断加强，大型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间的联

ｊ

系不断加强。新疆新兴的工业城市大多集中在北疆沿铁路线

式中：Ｚｉ 和 Ｚｊ 是经过标准差标准化的观测值。

一带，加之乌鲁木齐作为首府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其对

３ 新疆城市化水平空间格局特征

北疆城市特别是天山北坡经济带内的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
强，北疆各城市发展速度迅猛，能够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

３．１ 区域间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
从图 １ 可知，新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为北疆，始终
高于全疆平均水平且始终高于东疆和南疆的城市化水平；东
疆城市化水平基本与全疆平均水平持平，城市化水平介于北

人口流动大，社会经济要素活跃，各城市依靠各自的优势和
国家政策的倾向对外吸引能力增强，使城市化的空间差异出
现较大波动，城市水平相对差异逐步扩大。

化水平最低的区域，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相对也较缓慢，但

19.00
18.50
18.00
17.50
17.00
16.50

总的来讲，新疆各区域城市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城市
化水平的增长速度来看，近 ３０ 年来，北疆地区城市化水平
增长最快，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７．３４％增长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９．６２％，
年均增长率达 １．９４％；东疆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次之，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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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和南疆之间；而南疆始终低于全疆平均水平，是新疆城市

增长率达 １．７５％；南疆城市化发展速度最慢，年均增长率达
15.00

数民族及农村地区实行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使
该地区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远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因此
出现了该地区只有人口增长，却没有城市化率提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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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新疆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

图 １ 新疆区域城市化水平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３．２ 区域内城市化发展水平时间差异较大
从图 ２ 可知，区域城市化水平相对差距表现出各自的特

南疆城市化水平相对差距表现出较典型的 “双峰”的特

点。北疆、东疆总体上表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相对差距最低

点，峰值分别出现在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但保持相对平稳的

值都出现在 ２００４ 年的特点。东疆表现出 “首尾持平、中部

状态。究其原因，是因为南疆地区的城市规模小、经济功能

塌陷”的特点，而北疆区域城市化水平相对差距在 １９７８—

弱，无法担负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致使南疆少

２００４ 年间下降趋势较明显，２００４ 年后开始上升趋势较快，

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北疆及其它地区的城市，虽然有

城市水平相对差异有先逐渐缩小后有较快扩大的趋势。由于

国家对南疆城市发展给予的政策扶持，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基

１９７８—２００４ 年期间，新疆处于城市化进程初期阶段向中期

础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并随着 “西气东输”等一系列工程的

稳定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全疆先后经历了多次县改市工

建成，南疆城市化速度有所加快，但总体上并没有彻底改变

作，受全国的影响，设市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先后将米

南疆地区落后的现状，因此，南疆城市水平相对差异相对变

泉、乌苏两县改市。这一阶段的城市化的发展受政府行为的

化不大。

干预较大，城市化的发展仍然与行政机制的县改市有关，并

总的来看，北疆、东疆在 １９７８—２００４ 年期间均为波动

不主要受经济规律的引导。大量的乡村人口只是因为行政机

下降，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为波动上升。而南疆除了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制的改变成为城镇人口，而没有实现职业和空间上的转移。

出现较明显峰值外，总体变化幅度不大。从绝对差异看，北

在此期间城市规模有所扩大，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城市

疆、东疆、南疆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呈现出逐年递减的态

整体水平不高，城市水平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２００４ 以后，

势，说明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的绝对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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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测度的数据点的分布来看，如表 １ 所示，第一、第三

城市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象限的数据点多于第二、四象限的数据点，各观测年份上，

４ 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异及其演化

第一、第三象限的数据点占总数据点的百分比依次为：

本文选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新疆各县市城市

６０％、６８％、７２％、７１％，从表中明显的可以看出，尤其是

化率作为统计属性，对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间新疆城市化空间格局

第三象限的数据点特多，说明新疆域的城市化水平在空间上

分异及其演化进行对比研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Ｓ－

具有高值簇和低值簇的现象，其中低值簇占有的比例较大，

ＤＡ）中全局性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和局域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统计量

城市化空间分异的结构化特征明显。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的四

来测度每个县市单元与邻域县市之间的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

个观测时间段上，各观测年份上全疆县市的城市化率测度值

异程度，用于识别新疆城市化的空间分异格局。

小于其平均值的百分比依次是 ６６．６６％、６４．３６％、５９．７７％、

４．１ 全局性空间分异

５４．０２％。说明全疆超过 ５０％县份的城市化测度值小于其平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将某个变量的观测值向量与它的空间滞后
向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散点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

均值。②在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间，新疆县域单元城市化水平的
空间自相关测度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０．２０６５ 上升至 ２００９

横轴对应观测值向量，纵轴对应空间滞后向量，即该观测值

年的 ０．４４１４，除 １９９０ 年集聚的趋势略有减弱外，总体上，

邻域的加权（空间权重）平均。全局空间相关指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城市化水平格局的空间集聚性呈不断增强的趋势。比较各年
散点图及表 １ 各类型成员数的变化可知，数据点向第一、三

就是空间滞后向量对观测值向量线性回归的斜率系数。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将县域单元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数据点分成

象限集中的趋势较明显，表明新疆各县域的城市化水平高和

四个象限，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空间格局：第一象限 （ＨＨ）

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都具有空间收敛的趋势，城市化水平既

的县份单元城市化水平测度值和城市化水平空间滞后量均大

存在高值区域的扩展，同时也存在低值区域的扩大，特别是

于平均值（标准化后的均值为零），即高值区域被高值邻居所

第二象限的数据点减少较快，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１ 个 减 少 到

包围，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小；第二象限 （ＬＨ） 的县份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２ 个，即说明在出现城市化水平的低值区域被高

单元城市化水平测度值小于均值，但其城市化水平空间滞后

值邻居所包围的格局时，更容易发生空间收敛或趋同。

量大于平均值，即低值区域被高值邻居所包围，二者的空间

表 １ 不同年份县际的全局自相关类型成员数变化

差异程度较大；第三象限（ＬＬ）的县份单元城市化水平测度值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Ｐｌｏｔｓ ｉｎ

和城市化水平空间滞后量均小于平均值，即低值区域被低值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邻居所包围，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小；第四象限 （ＨＬ）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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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空间滞后量小于均值，即高值区域被低值邻居所包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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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大［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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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的四个观测时间段上的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
的对比可以看出：落入各个象限的点数在各个象限的分布上
有向外扩散的趋势，说明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在进一

-2

W_1978
0
2

W _1990
2
0

的县份单元的城市化水平测度值大于平均值，但其城市化水

步扩大，两极分化加剧。其原因是：新疆各城市之间空间距
-4

-2

2
0
1978

-4

4

-2

0
2
1990

4

离过远，交通运输不便且成本高，区位条件差，与外界交流
困难，城市布局不尽合理，辐射能力偏弱，不易形成产业的

W_2009
2
0

城市发展差距。加之新疆发展的外在依赖性较强，特别是城

-2

-2

W_2000
0
2

分工与合作，城市呈粗放型发展等问题的存在，拉大了区域

利用而快速发展起来，而由于城市之间空间距离过远等原

市的快速发展与其自然资源的富集量及开发程度是有很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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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新疆区域城市化水平空间相关性的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ａ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由图 ３ 和表 １ 可知：①新疆区域城市化水平 Ｍｏｒａｎ 散

市的发展，并且新疆城市化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的直接支
持，由于国家政策的倾向，国家投资重点比较集中于北疆地
区，工业化的重点也在北疆地区，新兴的工业城市也大多集
中在北疆沿铁路线一带，城市化水平较高。而南疆地区由于
政策的倾向、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及区位因素的影响，

点图的线型回归斜率系数 （即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显著为

总体城市化水平不高。因此，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在

正，表明城市化水平格局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城市

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加剧明显。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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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局域性空间分异

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疆高素质人口的聚集区，因此具有明

利用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表示的区域分异并没有统计含义。
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局域空间自相关测度

显的区位经济发展优势。借助西部大开发这一机遇，近些
年，天山北坡经济带不论经济还是社会都呈快速发展态势。

可以对具 有 集聚特征的区域进行 “邻域空间”的相关性检

目前，天山北坡经济带已经成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

验，即利用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来揭示新疆城市化水平空间集

和 “发动机”，同时也正在跻身为我国西部地区的 “经济高

聚程度的显著性。

地”
。因此，该地区成为了城市化水平发展的 “热点”
。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新疆城市化水平空间集聚性不显著

而南疆的西部地区，同样呈现空间聚集的特点，但这些

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疆、北疆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外围以

区域主要为城市化的低水平分布区，表现出 “低—低”正关

及南疆的沿天山一带及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若羌县、尉犁

联，即这些较低城市化水平的县市被周围同样具有较低城市

县、且末县等县域单元，空间分布较为分散。该类地区城市

化水平的县市包围，是城镇化水平发展的 “冷点”。 从该地

化水平在区域内部和外部都有一定的不均衡性，由于缺乏核

区的时空演化上看，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０９ 年， “低—低”显著

心极化和强势辐射的作用，从 １９７８ 到 ２００９ 年其城市化的空

集聚区在空间上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由主要分布在喀什的

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

小部分地区扩展到几乎整个喀什地区以及与和田地区邻近的

新疆城市化水平空间集聚性较明显的地区主要分布于北

大部分县市。 “冷点”出现在这些地区主要原因是：由于

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上和南疆的西部地区。北疆的天山北坡

南疆地区地处西部边缘地区，地区中心城市之间距离较远，

经济带上，各县市之间的联系较紧密，表现出 “高—高”正

限制了各中心城市和城镇之间相互关联协助作用，难以发挥

关联，呈现聚集的特点，即这些较高城镇化水平的县市被周

城市的增长极作用，从而导致南疆地区的城市主要依靠铁路

围同样具有较高城镇化水平的县市包围，是城镇化水平发展

而发展起来。铁路交通对铁路沿线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的 “热点”。 从该地区的时空演化上看，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０９

展和城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促进作用，而喀什和和田地区交

年， “高—高”显著集聚区在空间上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高

通运输条件较差，铁路的开通时间相对较晚，加之其独特严

水平的城市化显著集聚区的县域单元在增加，由乌鲁木齐

峻的地理条件，导致地区城市综合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很有

市、奎屯市、乌苏市增至乌鲁木齐市、阜康市、石河子市、

限，因此，这部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动力不足，

奎屯市、乌苏市、沙湾县等 １１ 个县市，这些县市主要集中

形成 “低—低”空间集聚性的 “冷点区”。由此可知，城市

分布在天山北坡经济带上，由于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地域布

化水平空间集聚性显著的地区在北疆和南疆同时出现，即在

局上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市镇密集，除阜康和克拉玛依两城市

城市化水平最低和最高的两个极端区域，城市化空间上表现

之外，城镇都被 ３１２ 国道串连，相邻市镇之间的距离不足

出显著的内部均衡性和外部差异性。

３０ 公里，因此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疆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

联性。这一地带是全疆文化、科研、教育、交通及信息产业

关的县市数要高于呈负相关的县市数量，表现出明显的空间

1978

1990

2000

2009

图 ４ 新疆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局域空间自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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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特征。除了以上这些区域之外，大部分地区与相邻区域

人文地理

２０１０，２５（５）：９７－１０２．

的关联性并不显著。

［３］ 杜宏茹， 张小雷， 李春华． 新时期新疆边境城镇体系构建和口岸小

５ 结论

［４］ 董雯，张小雷．乌鲁木齐都市圈整合及其发展趋势研究［Ｊ］．人文地

城镇发展［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５，２０（３）：６３－６６．

新疆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总体上经历了波动下降和缓慢
上升两个阶段，以非农业人口来计算的城市化水平呈现北

理，２００６，２１（４）：４４－４７．
［５］ 张新焕，杨德刚，徐建刚． 基于遥感信息的绿洲城镇群空间发展研
究—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例［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６，２１（５）：１０３－１０７．

疆、东疆、南疆逐次下降的空间格局。１９７８ 年以来，城市

［６］ Ａｎｓｅｌｉｎ 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Ｇ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ｐｐｌｉ－

化速度总体上北疆快于东疆和南疆。区域城市化水平总体上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朝均衡方向发展，处于中等城市化水平的区域逐渐增多。城
市化高水平区域大多集中在北疆及南疆地区的中心城市，并
且南北差异仍在逐步拉大。
利用 ＥＳＤＡ 方法，通过定义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全局和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以来新疆各县市城
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间，新疆县域城市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测度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由
０．２０６５ 上升至 ０．４４１４，表明城市化水平格局的空间集聚性在
不断增强，在空间上具有高值簇和低值簇的现象，其中低值
簇占有的比例较大，城市化空间分异的结构化特征明显。各
县域单元的高城市化水平和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都具有空间
收敛的趋势。从局域自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区域间具有较明
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其城市化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内、外差
异性。这从总体上揭示出新疆城市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不
均衡性，体现了北疆高，南疆低的基本格局。新疆城镇化水
在空间上呈正相关的县市数要高于呈负相关的数量，表现出
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除此之外，大部分地区与相邻区域的

ｆ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９２：３－１５．
［７］ 钟业喜，陆玉麒，雷延军．江苏省城市化空间格局研究［Ｊ］．经济地理，
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１６３７－１６４１．
［８］ 尚正永，张小林，卢晓旭等．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格局时空演变研究
［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１，３１（４）：５８４－５９０．
［９］ 马晓冬，沈正平．江苏省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Ｊ］．经济地理，
２００７，２７（５）：７８３－７９５．
［１０］马晓冬，马荣华，徐建刚．基于 ＥＳＤＡ－ＧＩＳ 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Ｊ］．
地理学报，２００４，５９（６）：１０４８－１０５７．
［１１］马晓冬，马荣华，蒲英霞．苏州地区城市化空间格局及演化分析［Ｊ］．
城市问题，２００７（９）：２０－２４．
［１２］韦善豪，覃照素．广西沿海地区城镇空间格局及演化规律［Ｊ］．经济
地理，２００６，２６：２５６－２６１．
［１３］魏春晓，王磊，李萌．基于空间自相关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时空
格局分析［Ｊ］．科技广场，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２０３．
［１４］贺振．基于空间自相关的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研究［Ｊ］．测绘
科学，２０１０，３５（６）：１７８－１７９．
［１５］赵建新．论区域经济差距的衡量指标与测试方法［Ｊ］．经济地理，
１９９８，１８（３）：２０－２４．

关联性并不显著。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今后一段时间内以乌鲁木齐为首的
天山北坡经济带中心城市集聚、边缘城镇扩散的态势还将持
续下去，极化现象仍然存在。从新疆城市化水平空间集聚性
较明显的主要分布地区可以看出，城镇集聚能力的南北地域
差异特点，将使天山南北的城镇选择不同的发展途径：北疆
地区城镇总体的集聚能力都很强，但内部的极化程度不断扩
大，因此北疆的城镇化道路应是逐步缩小城镇之间的差距，
以天山北坡经济带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宜；南疆总体上还
处于分散发展态势，内部集聚差异较小，只有少数中心城市
的集聚能力较强，因此南疆区域的城镇化道路应进一步强化
中心城市集聚能力，结合塔里木盆地绿洲分布特点和交通现
状，逐步推进符合区域特点的天山南坡产业带新型城市化、
喀什 “经济圈” 新型城市化以及边缘地带新型城市化模式

［１６］刘青，李贵才，仝德，等．基于 ＥＳＤＡ 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空间格
局及影响因素［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１，３１（６）：９２６－９３３．
［１７］葛莹，姚士谋，蒲英霞，等．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集聚经济类型的地
理格局［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５，２０（３）：２１－２５．
［１８］Ｌｅｅ Ｊ， Ｄａｖｉｄ Ｗ Ｓ 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ｃＶｉｅｗ ＧＩＳ ［Ｍ ］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Ｉｎｃ．， ２００１：１３３－１８９．
［１９］王静，张小雷，杜宏茹． 新疆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特征［Ｊ］．地理科
学进展．２０１１，３０（４）：４７０－４７８．
［２０］Ｇｅｔｉｓ Ａ， Ｏｒｄ Ｊ Ｋ．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９２（２４）：１８９－２０６．
［２１］马荣华，黄杏元，朱传耿．用 ＥＳＤＡ 技术从 ＧＩＳ 数据库中发现知识
［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２，６（２）：１０２－１０７．
［２２］蒲英霞，葛莹，马荣华，等．基于 ＥＳＤＡ 的区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Ｊ］．
地理研究，２００５，２４（６）：９６５－９７４．
［２３］黄飞飞，张小林，余华，等．基于空间自相关的江苏省县域经济实力

的道路。

空间差异研究［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９，２４（２）：８４－８７．
［２４］Ａｎｓｅｌｉｎ Ｌ．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Ａ ［Ｊ］． Ｇｅｏ－

注释：
① 因五家渠、阿拉尔和图木休克等三座为新增直辖市城市，研究
年份的相关数据缺乏，本文空间分析没有考虑这三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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