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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充分认识城镇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区域空间规划集约发展的重

要依据。基于黑龙江省城镇土地调查数据,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密度指数、变异系数、信息

熵模型,依据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组合划分城镇类型,并阐明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黑龙江省镇级

城镇共396个,可划分为基础功能性、多功能性和综合性城镇,分别占总量的9.34%、55.56%、

35.10%;②依据区域城镇密度,全省可划分为城镇高密度区、中密度区、低密度区和微密度区;③不

同城镇密度区的城镇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城镇高密度区以多功能性城镇为主,城镇类型相

对多样;中、低密度区以多功能性或综合性城镇为主,城镇类型多样;微密度区,城镇类型较为单一;

④多功能性、综合性、基础功能性城镇空间分布的均匀程度依次降低,均主要分布在松嫩、三江平

原,其中综合性城镇在大兴安岭分布较多。该研究能够为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完善城镇功能提供

依据,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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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oftowntypesthroughthelensoflanduse:thecasestudyof
HeilongjiangProvince

LIUMei1,DUGuoming2,LIUYan3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eastAgriculturalUniversity,Harbin150030,China;
2.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NortheastAgriculturalUniversity,Harbin150030,China;

3.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Abstract:Fullyunderstandingtowntypesandtheir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isanim-
portantbasisforpromotingnewurbanizationconstructionandintensivedevelopmentofregional
spatialplanning.BasedonthedataoftownslandsurveyinHeilongjiangProvince,thispaperdi-
videsthetowns’typeaccordingtothelandusetypecombinationandclarifiesthe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byusingtheArcGISspatialanalysis,densityindex,coefficientofvariationandin-
formationentropymodel.Theresultsshowthat:①thereare396towns-leveltownsinHei-
longjiangProvince,whichincludesthebasisfunctionaltowns,multi-functionaltownsandcom-
prehensivetownsaccountingfor9.34%,55.56%and35.10%respectively.②Accordingtothe
regionaltowndensities,thestudyareacanbedividedintohigh-density,midium-density,low-
densityandmicro-densitytownzones.③Thereareclearregionaldifferencesaccordingtostruc-
turaltownsindifferenttowndensityzones.Thehigh-densityareaswasdominatedbymultifunc-
tionaltownswitharelativelydiverserangeoftowntypes.Themedium-densityzonesandlow-
densityzonesweredominatedbymultifunctionalorcomprehensivetownswithadiverserang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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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types.Andinthemicro-densityzones,thetypeoftownsisrelativelysingle.④Thespatial
distributionofmulti-functional,comprehensiveandbasicfunctionaltownsdecreasesinorderof
uniformity.TheyaremainlydistributedinSongnunandSanjiangPlain,amongwhichcompre-
hensivetownsarealsomoredistributedinGreatKhinganMountains.Thestudycanprovidea
basisforoptimizingthespatiallayoutandimprovingthefunctionsoftownsandcities,thuspro-
motingtheconstructionofnewurbanization.
Keywords:landusetypes;townfunction;towntypes;spatialdistribution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阶

段,城镇化无序发展现象频现[1]。《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年)》指出,客观全面地把握城镇

体系空间格局,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协调

发展[2-3]。开展城镇类型划定及分布特征研究有助

于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城镇化现状,可为制定城镇化

战略提供可靠依据,并因地制宜地引导和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4-6]。功能发展是城镇发展的核心,影响

着城镇结构与布局[7-9],因此研究基于功能组合的城

镇空间分布特征,能将区域特点与城镇发展相结合,
可促进城镇区域空间规划与集约发展,对区域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11]。
城镇空间分布是城镇功能类型结构与规模序列

结构空间组合的表现形式[12-13]。已有研究从城镇

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规模体系及其分布形态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其中,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理区位、地
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14-15]以及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交通条件等社

会经济因素[16-17]。规模体系研究则基于城镇人口

数量、面积、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运用数学模型从

等级、规模角度进行分析[18-19]。分布形态研究主要

基于城镇密度指数、最近距离指数、空间自相关、信
息 熵、城 市 空 间 分 布 引 力 等 模 型 进 行 定 量 分

析[20-22],如根据集聚程度将其分为随机、均匀、聚集

分布3类[12],或根据分布状态将其分为散点状、串
珠状、网状分布等[14,23]。有学者提出,土地利用类

型会影响城镇功能,可通过分析用地结构的主次,以
不同用地类型所占比重来定量分析城镇性质,但目

前基于土地利用、城镇性质类型划定的城镇空间分

布特征研究较少[24-26]。开展基于土地利用视角的

城镇类型区划研究,有利于全面考虑区域的城镇体

系结构和空间分布状况,可为合理的城镇规划和用

地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在当前的城镇体系协调发展进程中,镇级城镇

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点,在城乡结构协调、统筹发展

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7-29],但在当前城镇体系结构

研究中,针对镇级城镇的研究较少。黑龙江作为老

工业基地,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仍存在小城镇建设滞

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30],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是新

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本文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区,以镇级城镇为研究

对象,基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及功能组合划分城镇

类型,并通过城镇密度分析、城镇结构及区域差异分

析、不同类型的城镇分布特征分析,深入探究其分布

特征,旨在揭示不同城镇密度状态下,区域城镇体系

结构特征及不同类型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期为

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地处东经121°11'~
135°05',北纬43°25'~53°33',土地总面积(不含松

岭区、加格达奇区)约45.3万km2,属温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纵跨中温带与寒温带。地貌形态主要为山

地、丘陵、台地、平原等,其中西北部与东南部地势较

高,东北部与西南部地势较低。黑龙江省共有各级

城镇473个,包括省会哈尔滨、12个地级市行政辖

区、18个县级市、46个县、396个镇,其中镇级城镇

占其总数的83.72%。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可知,

2018年年末,全省共计3773.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267.6万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10%,高于全

国平均城镇化率59.58%。2018年黑龙江省地区生

产总值为16361.6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所占

比例依次为18.34%、24.64%、57.02%,可以看出,
研究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

显提升。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定义的城镇是指镇级及以上级别的城

镇用地。以黑龙江省城市、建制镇的土地调查数据

逐级汇总更新成果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开展城镇土地调查时所采用的土地利用分类

体系和土地用途(见表1),参考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对黑龙江省镇级城镇数量及各个城镇的主要

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镇级城镇共计

396个,不同城镇的土地利用类型组合有所差异,可
根据这种差异将城镇划分为不同类型。

213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21)第37卷第3期 



表1 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ofurbanandtownlanduses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商服用地 批发零售用地、住宿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农村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新闻出版用地、科教用地、医卫慈善用地、文体娱乐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军事设施用地、使领馆用地、监教场所用地、宗教用地、殡葬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铁路用地、公路用地、街巷用地、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管道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 河流水面、内陆滩涂、沟渠、水工建筑

其他土地 空闲地、设施农用地

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1 模型构建

2.1.1 密度指数

城镇密度即单位面积内的城镇数量,表征城镇

分布的疏密状况,是城镇分布的均匀程度或集聚程

度的一种表现形式[20],公式为:

P(r)=nr

Sr
(1)

式中:P(r)为r地区城镇密度,即每万km2内的城镇数

量;nr为r地区镇级城镇总数量;Sr为r地区土地总面积。

2.1.2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可反映样本的差异程度,用样本数据

标准差与其平均值的比值来表示[31],公式为:

Vx =σx

Ex
=

1
n∑

n

i=1
xi-Ex  2

1
n∑

n

i=1
xi

(2)

式中:Vx为x 地区城镇类型变异系数;σx 为x 地区

各类型城镇数量的标准差;Ex 为x 地区各类型城镇

数量的平均值;xi为x 地区i类型城镇的数量;n为

研究区基本研究单元的数量。变异系数能够体现各

地区城镇类型结构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变异系数越

大,表示该地区城镇类型结构差异性越大(以某种城

镇类型为主),城镇类型越单一;变异系数越小,表示

该地区城镇类型结构越均衡,城镇类型越多样。

2.1.3 信息熵模型

信息熵可用来测度空间主体的空间结构及其分

布特征,对城镇体系发展的时空分布状况进行信息

熵分析,可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32],公式为:

H =-∑
m

k=1
Pkln(Pk) (3)

式中:H 为信息熵;Pk为k 地区城镇分布概率密度;

m 为地区个数。H 值越大,表示城镇数量越多,分
布均匀程度越高。为方便研究,本文以城镇在各地

区的分布密度(个/104km2)作为分布概率密度,计
算得出全省各类型城镇分布的信息熵,定量地阐述

城镇空间分布特征。

2.2 城镇类型划分

不同的城镇用地类型发挥着不同的城镇功能,
不同的用地类型组合形成不同类型的城镇[11,33-34],
二者紧密相关。本研究以396个镇级城镇为研究对

象,以13个地级行政区(地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对
全省城镇数量、城镇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调查、统计与

分析。根据用地类型、数量区间以及地类分布频率,
遵循“求同存异”原则,将用地类型组合相近、用地类

型数量相近的城镇划分为同一类型,将具有不同地

类组合的城镇划分为不同类型。运用ArcGIS软件

的空间分析功能,以地域空间上的中心点来表示不

同性质类型城镇的空间位置点,通过城镇密度指数、
不同性质类型城镇空间结构研究,分析不同性质类

型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
黑龙江省城镇体系中,县级及以上城镇的用地

类型数量均值大于15个,城镇功能较为完善,而镇

级城镇的用地类型数量分布区间为2~25个,城镇

功能各异。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镇级城镇用地类

型数量划分为5个等距区间,依次为0~5、6~10、

11~15、16~20、21~25个,并对各区间二级地类分

布频率进行降序排列(见图1),由图可知,城镇功能

存在不同组合。
本文基于各地类区间的二级地类频率分布特征

和主要用地类型划分出3种不同类型的城镇(见图1)。
地类数量不大于10的城镇共有37个,城镇总规模

为4202.86hm2,平均规模为113.59hm2,商服用

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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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特殊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1.28%、7.88%、69.38%、4.46%、0.05% 和

16.32%,只有城镇住宅、机关团体、科教和街巷4种

用地类型的分布频率大于80%,主要发挥居住、交
通、行政、教育等基本职能,以满足居民基本生活,因
此将这类城镇划分为基础功能性城镇。

地类数量在区间11~15的城镇共有220个,城
镇总规模为33136.21hm2,平均规模为150.62
hm2,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占

比 分 别 为 2.69%、16.69%、52.77%、6.13%、

0.15%和19.94%。其中街巷、机关团体用地的分

布频率为100%,而分布频率超过80%的用地类型

增加了批发零售、商务金融、其他商服、工业、医卫慈

善及公共设施用地,达到了10种,在满足居民基本

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使经济功能得到强化,城镇功能

趋于多样化,因此将这部分城镇划分为多功能性

城镇。
地类数量不小于16的城镇共有139个,城镇总

规模为40273.14hm2,平均规模达到了289.73
hm2,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占

比 分 别 为 2.94%、21.42%、41.15%、9.82%、

0.85%和20.14%。大多数地类的分布频率均超过

了80%,用地类型更加趋于多样化。在满足基本生

活需求、经济发展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精神文

化和休闲娱乐功能,城镇功能更加完善,因此将其划

分为综合性城镇[35]。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类型

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城镇功能和建设完善度,并处于

不同的发展阶段。

图1 各用地类型数量区间的二级地类频率分布

Fig.1 Frequencydistributionofsecondarylandclassesinthenumberintervalsofeachsitetype
 

3 城镇分布特征分析

3.1 城镇密度分析

全省共有396个镇级城镇,基础功能性、多功能

性、综合性城镇数量分别为37、220、139个,根据每

万km2范围内镇级城镇密度的统计结果(见图2和

表2),可将其划分为高密度区、中密度区、低密度区

和微密度区。其中高密度区的密度值为16~20个/
万km2,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包括哈尔滨和绥化,
密度值分别为18.75、17.53个/万km2;中密度区的

密度值介于11~15个/万km2之间,位于黑龙江省

中西部和中东部,包括七台河、齐齐哈尔、大庆,密度

值分别为13.09、12.79、12.07个/万km2;低密度区

的密度值为6~10个/万km2,位于黑龙江省东南

部,包括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鸡西,密度值分别

为10.04、8.79、7.36、7.12个/万km2;微密度区的

密度值不大于5个/万km2,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和中

部,包括鹤岗、大兴安岭、黑河、伊春,其中鹤岗为

4.88个/万km2,黑河和大兴安岭分别为2.99、3.09
个/万km2,伊春仅为2.12个/万km2。可见,城镇

密度分布区域差异明显,松嫩平原地区密度较高,三
江平原、牡丹江地区次之,北部大兴安岭、黑河、伊春

等山地丘陵区密度较小,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城镇

密度值呈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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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域城镇密度及空间结构

Fig.2 Regionaltowndensityandspatialstructure
 

3.2 城镇结构及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空间统计、分析,对不同密度区及各地区城镇

类型结构进行分析,进一步明晰其区域差异(见图2)。
由图可知,全省396个城镇中,基础功能性、多功能性和

综合性城镇数量分别占城镇总数的9.34%、55.56%和

35.10%。13个地区中,10个地区以多功能性城镇为

主,2个地区以综合性城镇为主,1个地区其多功能性

城镇和综合性城镇的数量比例相等。
高密度区的哈尔滨、绥化均以多功能性城镇为

主,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分别为0.71、0.99,其多功能

性城镇数量分别占地区城镇总 数 的53.54%和

70.97%,综 合 性 城 镇 比 例 也 相 对 较 高,分 别 为

39.39%和19.35%,基础功能性城镇所占比例分别

为7.07%和9.68%。其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平均值

为0.85,可见,高密度区城镇类型相对多样。由于

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只有高密度、多样化的城镇才能

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的需求。

表2 各地级市不同类型城镇空间结构构成统计表

Tab.2 Statisticaltableofspatialstructurecompositionofdifferenttypesofcitiesandtownsindifferentcities

地级行政区
城镇密度区

划分

城镇密度/

(个·(104km2)-1)

基础功能性城镇 多功能性城镇 综合性城镇

数量/

个

比例/

%

数量/

个

比例/

%

数量/

个

比例/

%

变异

系数

伊春

黑河

大兴安岭

鹤岗

微密度区

2.12 0 0.00 5 71.43 2 28.57 1.08

2.99 4 20.00 10 50.00 6 30.00 0.46

3.09 0 0.00 1 5.88 16 94.12 1.58

4.88 0 0.00 5 71.43 2 28.57 1.08

鸡西

双鸭山

牡丹江

佳木斯

低密度区

7.12 5 27.78 10 55.56 3 16.67 0.60

7.36 3 17.65 11 64.71 3 17.65 0.82

8.79 4 12.50 17 53.13 11 34.38 0.61

10.04 5 15.63 21 65.63 6 18.75 0.84

大庆

齐齐哈尔

七台河

中密度区

12.07 2 8.33 14 58.33 8 33.33 0.75

12.79 0 0.00 26 48.15 28 51.85 0.87

13.09 1 14.29 3 42.86 3 42.86 0.49

绥化

哈尔滨
高密度区

17.53 6 9.68 44 70.97 12 19.35 0.99

18.75 7 7.07 53 53.54 39 39.39 0.71

黑龙江省 8.76 37 9.34 220 55.56 139 35.10 0.84

  中密度区以多功能性或综合性城镇为主,且二

者比例较为相近,在40%~60%之间,基础功能性

城镇比例较低,各地区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平均值为

0.70,城镇类型多样。其中七台河城镇类型变异系

数为0.49,多功能性和综合性城镇所占比例相同,
均 为 42.86%,基 础 功 能 性 城 镇 所 占 比 例 为

14.29%;黑龙江省第二大市齐齐哈尔城镇类型变异

系数为0.87,综合性、多功能性城镇所占比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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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1.85%、48.15%,没有基础功能性城镇;地势较

为平坦且经济发达的大庆,以多功能性城镇为主,城
镇类型变异系数为0.75,其基础功能性、多功能性、
综合性城镇比例分别为8.33%、58.33%、33.33%。

低密度区的各地区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平均值为

0.72,城镇类型多样,且均以多功能性城镇为主。佳

木斯、牡丹江、双鸭山、鸡西的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分

别为0.84、0.61、0.82、0.60,其多功能性城镇数量

分别 占 各 地 区 城 镇 总 数 的 65.63%、53.13%、

64.71%、55.56%,此外,四个地区基础功能性城镇

与综合性城镇数量比例均较为相近,在10%~35%
之间。其中,鸡西基础功能性城镇分布比例较高,为

27.78%,这是由于鸡西区域内城镇数量较少,且城

镇多以工矿业为主造成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该地区城镇功能尚不完善,有待提升。
微密度区的各地区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平均值为

1.05,城镇类型较为单一。其中伊春、鹤岗以多功能

性城镇为主,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均为1.08,其多功

能性城镇数量比例均超过地区城镇总数的70%,综
合性城镇比例均为28.57%,没有基础功能性城镇;
大兴安岭则以综合性城镇为主,城镇类型变异系数

为1.58,其综合性城镇比例高达94.12%,多功能性

城镇比例为5.88%,也没有基础功能性城镇;黑河

作为重要的对俄贸易沿边开放城市,城镇数量相对

较多,城镇类型结构相对多样化,城镇类型变异系数

为0.46,其基础功能性、多功能性和综合性城镇数

量比例分别为20.00%、50.00%和30.00%。

3.3 不同类型的城镇分布特征分析

对各功能城镇在全省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并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将其清晰表达,然后应

用信息熵模型对城镇分布特征进行定量计算。计算

得出,基础功能性、多功能性、综合性城镇分布的信

息熵依次为0.59、2.00、1.36。由此,进一步验证了

多功能性城镇分布最为均匀、综合性城镇次之、基础

功能性城镇分布均匀度较小的特征。

3.3.1 基础功能性城镇空间分布

如表3所示,全省37个基础功能性城镇主要分

布在绥化和哈尔滨,分别占全省该类型城镇总数的

18.92%和16.22%;其次分布在佳木斯、鸡西、黑河

和牡丹江地区,分别占13.51%、13.51%、10.81%
和10.81%;双鸭山、大庆、七台河地区占比均低于

10%;大兴安岭、伊春、鹤岗、齐齐哈尔地区没有基础

功能性城镇(见图3(a))。
基础功能性城镇在全省分布的信息熵较小,仅

为0.59,说明其空间分布均匀程度较低。该类型城

镇仅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其
他地区分布极少,呈现“南高北低”、“中部低、中东中

西部相对较高”的分布特征。
表3 黑龙江省不同类型城镇在各地级市的空间分布比例

Tab.3 Spatialdistributionofdifferenttypesoftownsineachprefecture-levelcityinHeilongjiangProvince

地级行政区
空间分布比例/%

基础功能性城镇 多功能性城镇 综合性城镇

伊春 0.00 2.27 1.44

黑河 10.81 4.55 4.32

大兴安岭 0.00 0.45 11.51

鹤岗 0.00 2.27 1.44

鸡西 13.51 4.55 2.16

双鸭山 8.11 5.00 2.16

牡丹江 10.81 7.73 7.91

佳木斯 13.51 9.55 4.32

大庆 5.41 6.36 5.75

齐齐哈尔 0.00 11.82 20.14

七台河 2.70 1.36 2.16

绥化 16.22 20.00 8.63

哈尔滨 18.92 24.09 28.06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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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本功能城镇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distributionofbasicfunctionaltowns
 

3.3.2 多功能性城镇空间分布

黑龙江省以多功能性城镇为主,该类型城镇共

220个,数量最多,其分布也最为广泛(见图3(b))。
从空间分布来看,松嫩平原地区该类型城镇数量明

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哈尔滨、绥化、齐齐哈尔的多

功能性城镇数量依次为53、44、26个,分别占全省该

类型城镇总数的24.09%、20.00%和11.82%,这也

体现了黑龙江省“哈大齐工业走廊”的重要工业地

位。佳木斯、牡丹江、大庆的多功能性城镇空间分布

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为9.55%、7.73%、6.36%,
其他地区分布比例均低于5%(见表3)。此外,多功

能性城镇在全省分布的信息熵为2.00,与另外两类

城镇相比,该类型城镇分布最为均匀,且主要分布在

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地区,而在偏北部的大兴安岭、
伊春等山地丘陵区,该类型城镇分布相对较少。

3.3.3 综合性城镇空间分布

黑龙江省综合性城镇共有139个,在全省镇级

城镇总数中占34.74%,占比相对较大,该类型城镇

广泛分布于各个地区(见图3(c))。其中,哈尔滨综

合性城 镇 数 量 最 多,为39个,空 间 分 布 比 例 为

28.06%;齐齐哈尔、大兴安岭综合性城镇数量分别

为28、16个,分布比例为20.14%、11.51%,分布比

例相对较高;绥化、牡丹江、大庆综合性城镇分布比

例在5.01%~10%之间;黑河和佳木斯综合性城镇

分布比例相对较低,均为4.32%;鹤岗、伊春、七台

河、双鸭山、鸡西综合性城镇数量均小于5个,分布

比例均小于3%(见表3)。综合性城镇分布的信息

熵为1.36,分布均匀程度相对较大,其主要分布在

松嫩平原地区及大兴安岭地区,也有少数分布在三

江平原地区,且分布较为均匀。综上可知,地理位置

较为优越且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哈尔滨、齐齐哈尔、
大庆等地区综合性城镇数量较多,位于山地丘陵区

的大兴安岭和牡丹江地区综合性城镇分布也相对密

集,而东部地区综合性城镇分布普遍较少,城镇功能

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由此可见,城镇空间分布

差异与区位因素、社会经济水平等息息相关,而本研

究进一步明确了黑龙江省各区域的城镇功能、性质

类型及其发展方向。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1)黑龙江省共有镇级城镇396个,占全省城镇

总数的83.72%。依据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组合,将
城镇划分为基础功能性、多功能性和综合性城镇3
类,数量分别为37、220、139个。其中,基础功能性

城镇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城镇住宅、机关团体、科教、
街巷用地等基础用地类型为主,多功能性城镇在基

础用地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商服、医卫、工业等用

地类型的分布频率,综合性城镇则进一步增加了文

体娱乐、宗教、公园与绿地等用地类型的分布频率。

2)黑龙江省的城镇密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可划分为高密度区、中密度区、低密度区和微密度

区。高密度区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的哈尔滨和绥

化,密度值介于16~20个/万km2;中密度区位于七

台河、齐齐哈尔和大庆地区,密度值介于11~15
个/万km2;低密度区位于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
鸡西地区,密度值介于6~10个/万km2;微密度区

位于鹤岗、大兴安岭、黑河、伊春地区,密度值不大于

5个/万km2。

3)不同城镇密度区具有不同的城镇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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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低、微密度区的城镇类型变异系数分别为

0.85、0.70、0.72、1.05。高密度区以多功能性城镇

为主,综合性城镇为辅,城镇类型较为多样,基础功

能性城镇较少;中密度区以多功能性或综合性城镇

为主,城镇类型结构与低密度区相近;低密度区以多

功能性城镇为主,基础功能性城镇和综合性城镇比

例相对较高,城镇类型多样;微密度区以多功能性或

综合性城镇为主,基础功能性城镇很少,城镇类型较

为单一。此外,不存在以基础功能性城镇为主的地

区,因为居民对城镇功能的需求可通过较大的城镇

服务半径来满足。

4)不同类型城镇的分布具有不同的特征。基

础功能性、多功能性、综合性城镇分布信息熵分别为

0.59、2.00、1.36。基础功能性城镇整体分布呈散点

状,只在中西部和中东部平原区的少数地区分布相

对集中,整体分布均匀度较小;多功能性城镇主要集

中分布在东部的松嫩平原和西部的三江平原地区,
整体分布最为均匀;综合性城镇也主要分布在地理

位置优越、经济发达的松嫩平原地区,在最北部和南

部的山地丘陵区,该类型城镇分布相对集中,其他地

区分布较少,整体分布相对较为均匀。

4.2 讨 论

镇级城镇虽然规模较小,但是数量庞大,且位于

区域城镇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因此,其发展状况对城

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

不仅要考虑单个城镇的性质和用地结构,还要充分

考虑区域的城镇体系结构和空间分布状况。本研究

基于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划分了黑龙江省镇级城镇

性质类型,并分析了其空间分布特征,初步揭示了不

同城镇密度状态下区域城镇体系结构特征及不同类

型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差异。
对于不同类型的城镇,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根

据上级规划及实际情况确定发展方向和定位,并进

一步结合本文研究成果,科学高效地完善和协调城

镇功能,合理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研究发现,黑龙江

省基础功能性城镇少量分布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多
功能性城镇集中分布于中东部地区,而综合性城镇

分布较为分散,建议在当前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完善

基础功能性和多功能性城镇的功能,以提高综合性

城镇的数量和比例。对于低、微密度区,要以基础功

能性城镇的功能完善和提升为主;对于中高密度区,
则可适当考虑撤并基础功能性城镇,并结合实际情

况综合确定是否提升多功能性城镇的功能,进而实

现多类型城镇的优化组合和协调发展。综上,本研

究可为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空间规划与

集约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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