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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导功能的江苏省土地利用转型特征与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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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亭
（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运用多视角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等方法，以江苏省 1985、1995、2005 和
2008 年 4 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定量
研究了江苏省 24 年来区域用地转型规律与驱动力变化。结果表明：①1985—2008 年间，即前工业化阶段到工业化中
后期，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整体经历了“缓慢变化—剧烈变化—缓慢变化”的倒 U 型转型规律。②农业生产用
地和绿色生态用地呈逐步减少趋势，区域用地的粮食生产功能与绿库功能相对重要性降低，而其他主导功能用地持
续增加，土地利用系统历经了生产、生态与生活用地之间的耦合转型。③转出和转入双重视角下，农业生产用地在三
个时期均成为其他用地最主要的来源，而生活用地成为最主要的接受者；绿色生态用地成为其他用地类型的次主要
来源，但其和水域生态用地的相互转化调整使得生态用地总量保持稳定。④通过对多种潜在影响土地利用转型的社
会经济因子进行典型相关性分析发现，GDP、工业产值、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的变化是对江苏省用地转型贡献作用
最大的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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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of“productive land-ecological land-livelihood land”,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overall
and each land- use’s 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nderlying driving forces by using the multi- view land use
transition matrix, land use dynamic indexes analysis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based on the interpreted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1985, 1995, 2005 and 2008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1) From 1985 to 2008,
namely from the course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middle and late part stage, land use change in Jiangsu Provinc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whole trend of land use change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slow changes- radical changes slow changes”, which is inverted U- shaped transition law. 2) From 1985 to 2008,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land and
ecological land decreased graduall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ereal production and green library
function of regional land declined. However, other dominant function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of land use went through the coupling transformation among production, ecology and life. 3)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land has been the main source of other lands, while urban and rural living land has become the main recipients
in three periods. Meanwhile, ecological land has been the second source of the other lands, but the transformation with
water ecosystem land assured the total amount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land. 4)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wards a variety of socio- economic factors which potentially impact land use transi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it revealed that GDP, value of gross output, population and grain production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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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是人地关系的具体表现，是自然因子
和人文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背
景下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不同，造就了不
同的土地利用特点与转型规律［1-3］。近年来，土地利
用转型越来越成为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
制的重要视角［4-6］。其中，Grainger 等在研究林业用
地变化时提出，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林地面积
呈 U 型曲线，并和耕地利用变化存在耦合关系［7］；龙
花楼等在研究我国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时提出，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宅基地面积逐渐降低并趋于
固定值，且与耕地利用呈耦合转型［8］。此外，还有研
究就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9］、区域土地利
用转型与土地整理［10-11］等内容进行了探讨。总的来
看，已有研究在单类型土地利用转型和不同类型用
地耦合转型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但在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背景下，区域整体是否存在转型规律或者
耦合转型关系仍鲜受关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生产、生态和生活等三方面的主
要发展诉求，但不同发展阶段其侧重点各异。因此，
不少学者提出基于生产、生态和生活三维分类体系
开展土地利用有关研究［12-14］，并做出了探索性的工
作。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的转型是土地利用转型的主
要表现形式之一，即土地利用的生产、生态、生活三
大主导功能间的转化［12］。主导功能的转变反映了区
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15］，基于“三生”土
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可以将土地利用转型与
区域转型发展相衔接，是一个研究土地利用转型问
题的新视角。但是，由于特定类型用地同时具有多
种功能，从利用功能视角开展土地分类具有一定难
度，如何解决基于利用功能的“三生”分类体系有待
进一步研究。
因此，本文以经济发达地区江苏省为例，利用
1985、1995、2005 和 2008 年四期卫星遥感影像解译
数据，基于主导功能视角建立“三生”土地利用分类
体系，并进一步通过多视角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
析和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综合地定量研究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主导功能用地的转型规律及
其驱动因素，以期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理
等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区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116°18′~121°57′E，30°45′~35°20′N），
地处长江三角洲左翼，东濒黄海，西连安徽，北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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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全省气候温和，雨量适
中 ，四 季 分 明 ，域 内 平 原 辽 阔 。2012 年 GDP 总 量
54 058.22 亿元，约 7 866 万人，国土面积为 10.26 万
km2，占全国总面积的 1.06%。2010 年，江苏省农用
地面积 10 073.4 万亩，其中耕地 7 145.7 万亩，人均
占有耕地 0.93 亩。人多地少，土地负载率、产出率较
高；土地利用充分，后备资源不足；建设用地供需矛
盾突出，耕地保护形势严峻成为当前江苏省土地利
用的主要特点。
1.2 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源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数据中心构建的全国土地利用数据库，是以美国陆
地卫星 TM 或 ETM+为信息源解译完成的，综合精度
达 95%以上［16］。其分类系统由 6 个一级土地利用类
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居民点和
工矿用地）及未利用地等，25 个二级土地利用类型
组成，主要依据土地覆盖等自然属性划分。本文数
据包括 1985、1995、2005 和 2008 年四期覆盖全江苏
省 的 土 地 利 用 遥 感 解 译 数 据 。根 据 统 计 资 料 ，
1985—1995 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三产比例从
30.0∶52.1∶17.9 变化为 16.8∶52.7∶30.5，城镇化水平
从 17.7%上升到 27.3%，人均 GDP 从 1 053 元增加到
7 319 元。依据钱纳里等人的多国增长模式［17］和诺
瑟姆城市化发展 S 型曲线［18-19］，1985—1995 年工业
化水平处于从前工业化向工业化初期过渡阶段和
城市化起步阶段。2005 年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为 8.0∶56.6∶35.4，城镇化水平上升到 50.5%，人
均 GDP 增加到 24 560 元，工业化水平处于从工业化
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2008 年，三产比重为 6.8∶54.8∶38.4，城镇化水平上
升 到 54.3% ，人 均 GDP 增 加 到 39 622 元 ，2005—
2008 年整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并向后期迈进。由
于土地利用变化、转型与经济社会、城镇化的不同
发展阶段存在密切联系［1］，本文基础数据在可获取
性的前提下，基于江苏从前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中
后期转型、从农村社会到城镇社会转型的主要时
点，选取以上四期数据作为典型案例以研究区域转
型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规律。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针对“三生”土地利
用分类体系中特定用地的多功能性，文章基于行为
主体的主观用地意图确定某一类土地的主导功能
类型。例如虽然林地以其生态功能为主，但兼具经
济产出能力，甚至还具备一定的游憩生活功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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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而言，我们利用林地的主要意图在于维持生
态系统安全，因此将之归为生态用地。进一步地，根
据生产用地的经济属性将其划分为农业生产用地
与工矿生产用地，根据生态用地的自然属性将其划
分为绿色生态用地与水域生态用地，根据生活用地
的社会属性将其划分为农村生活用地与城镇生活
用地。依据以上原则，基于“三生”与土地利用主导
功能的视角，归并本文基础数据各用地类型，建立
下表 1 所示
“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
Tab.1

表 1 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
The system of land use types based on dominant
function

“三生”土地利用分类
一级地类
生产用地

二级地类
农业生产用地
工矿生产用地

绿色生态用地
生态用地

水域生态用地
生活用地

城镇生活用地
农村生活用地

本文基础数据土地利用分类
二级地类
11（水田）、12（旱地）
53（工交建设用地）
21（有林地）、22（灌木林地）23（疏林
地）24（其他林地）
31（高覆盖度草地）32（中覆盖度草
地）33（低覆盖度草地）
61（沙地）62（戈壁）63（盐碱地）64
（沼泽地）65 （裸土地）66（裸岩石砾
地）67（其它未利用土地）
41（河渠）42（湖泊）43（水库、坑塘）
44（冰川和永久积雪地）45（海涂）46
（滩地）
51（城镇用地）
52（农村居民点用地）

1.3.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通常是行 A1~An 表示 T1 时间节点土地利用类型，列
A1~An 表示 T2 时间节点土地利用类型（表 2）。Mij 表示
T1~T2 时间段内第 i 类土地类型转换为第 j 类土地类
型的面积，Mi+ 表示 T1 时点地类 i 的总面积，M +j 表示
T2 时点地类 j 的总面积。Mij /Mi+的概率值 Pij 表示转出
视角下（即从行方向上）第 i 类土地类型转换为第 j
类土地类型面积的百分比，Mij /M+j 的概率值 Pij 表示
转入视角下（即从列方向上）第 i 类土地类型转换为
第 j 类土地类型面积的百分比；Mii 和 Pii 分别表示
T1~T2 时间段内第 i 类土地类型保持不变的面积和
该面积占 Mi+ 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土地利用转移矩
阵可以全面而具体地分析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结
构特征与不同类型土地年际动态变化方向，这已经
在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验证［20-22］。以往运
用转移矩阵或者其他模型例如 Markov 和 CA 等模
型分析和预测区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成果较
多［23-24］，但将转移矩阵用于分析和阐释区域土地利
用转型特征的研究较少。本文在“三生”土地利用分
类体系基础上，透过区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的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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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结合 1985—1995、1995—2005 和 2005—2008 年
三个时期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能够较好地在三种
主导功能之下审视江苏省土地变化和转型的规律
及特征。
表 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A sample of land use transition matrix

Tab.2

T2
A1
A2
⋮
⋮
Ai

T1

A1

A2

……

Aj

M11 /P11
M11 /P21
⋮
⋮
Mi1 /Pi1

M12 /P12
M22 /P22
⋮
⋮
Mi2 /Pi2

……
……
……
……
……

M1j /P1j
M2j /P2j
⋮
⋮
Mij /Pij

1.3.3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某研究区域的综合土
地利用动态度［25］可表示为：
én
ù
êê∑ΔLU i - júú
i=1
LC = êê n
（1）
úú· 1 ·100%
êê 2∑LU i úú T
ë i=1
û
式中：LC 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LUi 为起始时间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ΔLU i - j 为 T 时段内第 i 类

土地利用类型转为非 i 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绝
对值。
1.3.4 典型相关性分析。典型相关分析是一种经典
的多元统计方法，被认为是定量判别土地利用变
化、景观演变驱动因子的有效工具［26］，与其它相关
分析方法相比，它可以将多个自变量和变量分成两
组，通过分析提取出每个因变量相对应的高贡献率
的自变量组合，能够用于多种因子和不同地类变化
的作用程度［24］。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变
化等方面驱动力研究中［27-31］。数学原理如下：
设 两 组 变 量 为 X =(X1 ,X 2 ,⋯,X p ) 和
(1)

(1)

(1)

(1)

Y =(Y1 ,Y 2 ,⋯,Y q ) 且两组变量协方差矩阵分别为
(2)

(2)

(2)

(2)

Cov(X ) = Σ11 和 Cov(Y ) = Σ 22 ；X 和 Y 之间的协
(1)

(2)

(1)

(2)

方差矩阵为

Cov(X ,Y ) = Σ12 = Σ′21
(1)

(2)

（1）

U = a X = a1 X1 + a 2 X 2 + ⋯ + a p X p
′

(1)

(1)

(1)

(1)

V = b′ X = b1 X1 + b 2 X 2 + ⋯ + b q X q
(2)

(2)

(2)

(2)

（2）

U 和 V 之间相关系数 K 称为典型相关系数，
即
′
Cov(U,V)
a Σ12 b
K = Corr(U,V) =
=
（3）
′
D(U) D(V)
a Σ11a b′ Σ 22 b

2 基于主导功能的江苏省土地利用转型
特征
2.1 区域土地利用的总体转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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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IS 对四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得的土地利
用现状图进行叠加栅格计算，得到江苏省四期三个
时段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由于四期影像间隔时间
不一致，造成三个时期无法相互比较，故基于广为
运用的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思想［32-34］，假设各期的土
地利用变化均质，经时间步长调整后，得到修正的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转出与转入
两个角度获取了土地利用转换的信息。进一步地，
通过计算“三生”分类二级用地类型各时期土地利
用转移比例的平均值（对 Pii 求和取平均值 Pˉ ，1- Pˉ
即为转移比例的平均值）。从转出角度分析三个时
期转移比例平均值分别为 1.68%、2.02%和 0.99%，
从转入角度分析三个时期转移比例平均值分别为
2.13%、2.49%和 2.19%。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审视江
苏省 1985—2008 年“三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均
呈现倒 U 型曲线规律，与三个时期综合土地利用动
态度 7.69%、9.32%和 3.75%变化规律十分吻合（图
1）。
此外，根据转移矩阵中 Pii 绘制“三生”二级地类
不变比例变化图（图 2），可以看出除工矿用地外二
级地类中不变比例均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规
律；除绿色生态用地和工矿用地外，其他用地类型
在工业化中后期均有向稳定状态发展的趋势，转型
逐渐趋于平稳；绿色生态用地在研究末期保持相对
较低的保留比例，而工矿用地从较高比例滑落到相
对较低比例，说明两者仍然处于较剧烈的转型期。
2.2 区域生产用地转型特征
从转出角度看（图 3a），农业生产用地主要向农
村生活用地发生转移，三个时期比例分别为 0.65%、
0.70%和 0.35%。表明自 1985 年开始生产用地和生
活用地一直在发生协同转型，尤其在工业化中期这
种调整幅度最为剧烈。从转入角度看（图 3b），农村
生活用地在工业化初期一直是农业生产用地主要

Fig.1

图 1 区域土地利用总体变化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 of regional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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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但在工业化中后期转移比例下降到 0.05%，
并且在此时期内其他用地类型转入农业生产用地
的比例大致相同。表明在转入方向上农业生产用地
和其他用地类型已转型进入一种新的平衡态，而在
转入方向上仅仅是趋向这样一种平衡。
从转出角度看（图 3c），工矿生产用地在前两个
时期主要向农业生产用地和绿色生态用地转移，工
业化初期为 0.22%和 0.27%，工业化中期为 0.21%和
0.17%；在工业化中后期，工矿生产用地主要转为水
域生态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分别占工矿生产用地
比例为 0.62%和 0.50%。从转入角度看（图 3d），在三
个时期农业生产用地是工矿生产用地最主要的来
源，比例分别为 0.48%、0.81%和 4.31%，其次是绿色
生态用地，其他用地相对比例较少。
1985—2008 年，随着江苏省工业化进程的加
快，生产用地转型呈现低位向高位，再向低位的发
展规律，工业化中期生产用地转型最为剧烈。
2.3 区域生态用地转型特征

绿色生态用地自 1985 年的 519 610hm2 到 2008
年的 430 459hm2，土地面积持续下降，面积减少了
89 151hm2。从转出转入方面看，三个时期总转出比
例分别为 1.57%、2.66%和 2.44%，而总转入比例分
别为 1.54%、1.89%和 0.31%，入不敷出的现象十分
明显。农业生产用地是绿色生态用地主要的去向和
来源（图 4a、图 4b），工业化初期转出和转入的比例
分别为 1.05%和 1.03%，工业化中期分别为 1.24%和
1.16%，工业化中后期分别为 0.81%和 0.21%。值得
一提的是，生态用地之间相互转换的程度有减弱—
增强—减弱的趋势。
1985—2008 年，水域生态用地面积与绿色生态
用地面积变化规律恰好相反，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由 1 364 466hm2 增加到 1 541 725hm2，面积总共增
加 177 259hm2，弥补了绿色生态用地面积的减少，

图 2 二级地类不变比例变化
Fig.2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unchanged proportion in
secondary land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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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农业生产用地转出变化

Fig.3

（b）农业生产用地转入变化

（d）工矿生产用地转入变化

图 3 生产用地转出（a）
（c）转入（b）
（d）比例变化特征
The proportional variations of lan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dustrial and
mining production transfer out (a)(c) and into(b)(d) other lands

使得江苏省 24 年间生态用地总量不断增加。水域
生态用地与农业生产用地发生转换的比例较大，三
个时期转出的比例分别为 0.74%、0.73%和 0.28%
（图 4c），转入的比例分别为 0.82%、1.19%和 0.21%
（图 4d）。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域生态用地和其他用
地类型转换比例越来越小，并且趋向于新的平衡态
（图 4c、图 4d）。
1985—2008 年，生态用地转型呈现显著—剧烈
—缓慢的变化规律。到了研究末期，生态用地转型
已逐渐趋向相对稳定状态。
2.4 区域生活用地转型特征
1985—2008 年，
城镇生活用地呈持续增长态势，
2
由 197 732hm 增长到 424 298hm2。三个时期转入总
比例分别为 3.64%、3.44%和 6.70%，转出总比例分
别为 1.58%、2.12%和 0.30%，其中，农业生产用地是
城镇生活用地最主要的转入源头，三个时期转入比
例分别为 3.40%、2.99%和 5.28%（图 5b），总转入面
积达到 272 616hm2；转出给农业生产用地的比例分
别为 1.31%、1.20%和 0.18%（图 5a），总转出面积为
59 469hm2，两种地类净转换面积为 213 147hm2。由
图 5a 和图 5b 可看出，城镇生活用地经历城镇化快
速发展之后，来源比较单一，转出逐渐降低，趋于稳
定状态。
农村生活用地变化呈现增长趋势，
从884 120hm2

（a）绿色生态用地转出变化

Fig.4

（c）工矿生产用地转出变化

159

（b）绿色生态用地转入变化

增加到 1 148 693hm2，三个时期年平均增加面积分
别为 9 840.7hm2、9 861.8hm2 和 16 883.25hm2，增速逐
渐加快。转换主要发生在农村生活用地和农业生产
用地之间，农村生活转为农业生产用地的比例分别
为 4.24%、4.23%和 0.29%（图 5c），农业生产转为农
村生活用地的比例分别为 4.81%、4.61%和 2.07%
（图 5d）。表明农村生活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一直处
于调整时期，但是这种调整逐渐变为单向流动，即
农业生产用地转为农村生活用地。
1985—2008 年，
生活用地面积共增加了 491 139
2
hm ，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生活用地转
型经历了与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类似的倒 U 型曲
线转型规律。由于人口数量的控制、生产生活方式
的转变使得生活用地在研究末期转型进入相对稳
定时期。

3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3.1 变量提取
在较小时间尺度下，自然条件改变比较微小，
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因子影响的，因此
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因子［1］。因变量选取农业生产、
绿色生态、城镇生活和农村生活四种用地类型，原
因在于工矿生产和水域生态用地面积变化绝对数
量值相对较小，对整体而言影响较小，因此未对两

（c）水域生态用地转出变化

（d）水域生态用地转入变化

图 4 生态用地转出（a）
（c）转入（b）
（d）比例变化特征
The proportional variations of land for green ecosystem and water ecosystem，
transfer out (a)(c) and into (b)(d) other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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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城镇生活用地转出变化

Fig.5

济

（b）城镇生活用地转入变化

理

（c）农村生活用地转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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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农村生活用地转入变化

图 5 生活用地转出（a）
（c）转入（b）
（d）比例变化特征图
The proportional variations of land for urban life and rural life transfer out (a)(c)and into(b)(d) other lands

种用地类型进行典型相关分析。自变量即驱动因子
依 据 科 学 性 、相 对 完 备 性 、可 获 取 性 原 则 ，根 据
CNKI 数据库对 1999—2012 年有关土地利用变化、
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力研究的 339 篇核心文章进行
频度统计，从中选取近年来研究者使用频度较高的
20 个因子，然后利用 SPSS 19.0 软件对这些因子进
行共线性诊断，剔除经济密度（GDP［万元］/km2）、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化量/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
入 变 化 量/元 、人 均 耕 地 面 积/hm2（按 乡 村 人 口 计
算）、年末居民储蓄余额/万元、GDP 中一产构成/%、
GDP 中二产构成/%、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元、农
村人口比例/%等 9 个共线性较大的因子［35］。
3.2 典型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典型相关性分析分别研究三个时期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相关性变化，借以揭示江苏
省 1985—2008 年 土 地 利 用 转 型 机 制 。利 用 SPSS
19.0 对自变量组 X 和变量组 Y 进行典型相关性分
Tab.3
代码

地

析，提取出两组对应的典型变量之间的关系（表 3）。
变量组 Y 和自变量组 X 的典型载荷符号相同表示两
者正相关，反之则反。
典型变量Ⅰ、典型变量Ⅲ和典型变量Ⅱ提取农
业生产用地，典型载荷分别为 0.977、0.477 和 0.408。
1985—1995年主要驱动因子为年末总人口（-0.643），
人口数量尤其是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是造成这一
时期农业生产用地减少的主要因素；1995—2005 年
粮食总产量（-0.527）和城镇化率（-0.551）成为驱动
农业生产用地减少的主要因子；2005—2008 年主要
影响因素变为人口密度（-0.420）。表明自 1985 年以
来的 24 年间，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城市的快速扩
张，在农业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和人们粮食
富足的背景下，需要将更多的土地转变为生产、生
活用地以满足人们需要。因而，农业生产用地呈现
一直减少的态势，但驱动作用力也一直在减小，很
好地解释了农业生产用地变化正在朝着新的平衡

表 3 典型相关性分析的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典型载荷
Canonical loadings of land use changes in Jiangsu from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名称

Y1
Y2
Y3
Y4

农业生产用地/hm2
绿色生态用地/hm2
城镇生活用地/hm2
农村生活用地/hm2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人均 GDP/元（按户籍人口计算）
GDP/万元
GDP 中三产构成/%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工业总产值/万元
农林牧渔总产值/万元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年末总人口/万人（户籍）
粮食总产量/t
人口密度/（人/km2）
城镇化率/%

1985—1995 年

1995—2005 年

2005—2008 年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典型
变量Ⅰ 变量Ⅱ 变量Ⅲ 变量Ⅳ 变量Ⅰ 变量Ⅱ 变量Ⅲ 变量Ⅳ 变量Ⅰ 变量Ⅱ 变量Ⅲ 变量Ⅳ
0.977 0.018
0.677 0.243
0.543 0.783
0.809 -0.174
-0.360 0.646
-0.126 0.670
0.019 0.543
-0.288 0.508
-0.169 0.690
0.028 -0.075
-0.280 0.392
-0.643 0.226
-0.538 0.041
0.055 0.479
-0.400 0.582

变量组 Y“三生”土地利用类型
0.021 -0.210 -0.862 0.227 0.477 0.418
0.626 -0.303 0.580 0.799 0.133 -0.088
0.091 0.289 0.865 -0.348 -0.343 -0.117
0.260 0.498 0.716 -0.248 -0.369 -0.538
自变量组 X 社会经济因素
-0.041 0.258 0.690 -0.174 -0.441 -0.341
-0.077 0.343 0.694 -0.335 -0.469 -0.391
0.154 0.135 0.291 -0.161 0.087 0.416
-0.131 0.260 0.581 -0.334 -0.492 -0.303
-0.299 0.177 0.720 -0.314 -0.361 -0.453
-0.046 -0.127 0.147 -0.524 -0.083 0.304
0.083 0.030 0.804 -0.278 -0.437 -0.258
-0.073 -0.166 0.254 0.192 -0.237 0.173
0.118 -0.270 0.625 -0.036 -0.527 0.465
-0.138 -0.137 0.647 0.098 0.138 0.204
-0.321 -0.066 0.027 -0.215 -0.551 0.049

数据来源：
社会经济因子主要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各市县年鉴和地方志作为辅助数据来源。

0.385 0.408 -0.214 0.800
-0.648 -0.271 -0.555 -0.446
0.334 -0.399 0.731 -0.463
-0.172 0.394 0.639 -0.837
-0.411
-0.261
-0.365
0.459
0.299
0.466
0.001
0.187
0.477
-0.076
0.435

0.022
0.049
-0.057
-0.032
-0.214
0.282
0.004
-0.276
0.227
-0.420
0.034

0.357
0.523
0.166
0.332
0.430
0.305
0.645
0.696
0.136
0.574
0.458

-0.651
-0.640
-0.762
-0.473
-0.689
0.537
-0.371
0.252
0.556
-0.315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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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
典型变量Ⅲ、典型变量Ⅱ、典型变量Ⅰ将绿色
生态用地从其他用地类型中分离出来，典型载荷分
别为 0.626、0.799 和-0.648。主要驱动因子由最初阶
段的工业总产值（-0.299）和城镇化率（-0.321）变为
农林牧渔总产值（-0.524），最后阶段变成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0.459）和粮食总产量（0.477）。可见工
业化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需要将绿色生态用地
转变为生产、生活用地；另外，农业技术和政策的转
变成为各个时期驱动绿色生态用地减少的主要原
因。这很好地解释了 1995—2005 年地方政府为提
高地方财政收入，推广坑塘养殖，高效经济推动绿
色生态用地和水域生态用地之间的内部转型和调
整；各个时期驱动因子分布于工农业、城市发展还
有人民生活，差异较大也说明绿色生态用地处于较
剧烈的转型期。
典型变量Ⅱ、典型变量Ⅰ、典型变量Ⅲ将城镇
生活用地从变量组中提取出来，典型载荷分别为
0.783、0.865 和 0.731。三个时期主要驱动因子分别
为 GDP（0.670）、人 均 GDP（0.646）和 工 业 总 产 值
（0.690），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0.804），年末总人口
（0.696）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0.645）。表明经济
水平整体提高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投资加快
了江苏省城镇建设进程，驱动因子和作用力的稳定
化解释了城镇生活用地来源单一化，去向逐渐降低
的转型规律。
三个时期的典型变量Ⅳ将农村生活用地从其
他地类中提取出来，典型载荷分别为 0.498、-0.538
和 - 0.837。研 究 初 期 的 主 要 驱 动 因 子 为 GDP
（0.343），中期为工业总产值（-0.453）和粮食总产量
（0.465），末期为 GDP 三产构成（-0.762）。可见 GDP
提高、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村生活
用地的主要驱动因素；土地集约化利用和农居点整
理、复垦对粮食产量提高均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
促使一些农村生活用地不同程度的减少消失。这些
驱动因子的变化很好地解释了农村生活用地和农
业生产用地相互转换、持续调整的规律。
3.3 典型相关系数检验
典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是检验典型相关分析
统计重要性的一般方法。三个时期中，2005—2008
年 典 型 变 量 Ⅱ 的 典 型 相 关 系 数 最 高 为 0.980，
1985—1995 年典型变量Ⅳ的典型相关系数最低为
0.645，其余各时期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系数均介
于两者之间，表明判别出的解释变量能较充分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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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36］。

4 结论与讨论
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系统发生复杂
的耦合转型。总体而言，工业化中期阶段区域土地
利用转型最为剧烈。随着发展阶段的提高，发展重
点越来越由重视经济，到重视环境，到重视生活品
质的提高。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区域用地
转型的主要驱动过程，相关政策是重要影响因素。
具体地，有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1985—2008 年间，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
显著，在转出转入双重视角下审视区域主导功能用
地的变化，区域整体经历了“缓慢变化—剧烈变化
—缓慢变化”的倒 U 型转型规律，除工矿用地和绿
色生态用地仍处于转型过渡期，其他用地类型均趋
向于转型之后的平衡态。表明各工业化发展阶段对
应不同的区域用地耦合特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变化，转型规律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二，从绝对数量看，除农业生产用地和绿色
生态用地处于一直减少的趋势，其他主导功能用地
都持续增加，说明随区域发展的转型，区域用地的
粮食生产功能与绿库功能的相对重要性逐步降低，
土地利用系统历经了生产用地、生态用地与生活用
地之间的耦合转型。
第三，从转出和转入双重视角来看，农业生产
用地在三个时期均成为其他用地最主要的来源，而
生活用地成为最主要的接受者，说明随着区域经济
的发展，社会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此外，绿色生
态用地成为其他用地类型的次主要来源，但其和水
域生态用地的相互转化调整使得生态用地总量稳
定，说明区域转型发展中其生态环境也历经了一个
内部结构调整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对生态环境的
关注重点不同。
第四，运用典型相关性分析对区域用地转型进
行定量化分析发现，GDP、工业产值、人口数量和粮
食产量的变化是驱动区域用地转型最重要的因子，
表明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政策因素是区域
用地转型的主要驱动过程。
由于数据约束，本文仅以江苏省四期数据为例
进行了区域土地利用综合转型及其驱动力的初步
研究。考虑到中短期内土地利用受人文因子影响较
大，土地利用转型会出现波动性变化情况，有必要
通过连续年份土地利用数据以及其他区域的案例
研究以精确分析和验证。此外，如何将该转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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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等相关领域，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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