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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

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

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

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① 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

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

分别为0.14、0.15、0.15、0.17；② 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

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③ 根据阜平

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

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

发生分异区；④ 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

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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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农村人口、土

地、资本等要素快速非农化，引发村庄空心化、主体老弱化、土地空废化、环境污损

化、农村贫困化，且以此为主要病症的“乡村病”日趋严峻。尤其是伴随着区域差异、

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农村贫困化逐渐成为统筹城乡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重

大社会问题和现实难题。因此，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1978年到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

少到5575万，贫困发生率由30.7%降到5.7%，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

农村贫困化在地域上依然呈现出分布范围广、空间相对集中的分布特征，以农村贫困面

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为基本特点的农村贫困化问题日益突出[1]。到2015年，全

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32个国家级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随着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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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深入推进，以及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等多因素综合影响，中国农村
贫困化的空间孤岛效应、投资递减效应、收入扁平效应、发展马太效应不断显现，因地
制宜、科学评估、精准施策、讲求实效，成为新时期创新扶贫开发战略的主要难题和关
键问题。

长期以来，农村贫困化与扶贫开发是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前沿课
题。2013年中国政府创新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1-2]，2015年推行精准扶贫
重大政策、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制度，促使有关农村贫困化理论、精准扶贫战略、扶贫
开发模式等问题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科研究的热点。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
内农村贫困化的相关研究仍以定性居多，主要包括农村贫困化机理、原因、政策等方面[2-4]，
而对农村贫困化的定量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包括利用线性支出系统（ELES）对贫困
标准线模型预测[5]，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因素对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6]，运用人工神经
网络（ANN）对中国区域贫困化进行模拟分析，获取自然贫困指数[7]，以及利用二阶段
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消费风险与科学抑制对农村贫困化的影响[8]等，尚缺少对农村
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的定量研究。本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利用地理探测器模
型，结合多元线性回归与空间叠置等分析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
素，揭示农村贫困化分异特征及其动力机制，进一步划分出农村贫困化的地域类型，为
因地制宜、有效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区域与模型方法

2.1 研究区域
河北省阜平县地处太行山

东麓、保定市域西部，位于38°
9′N~39°7′N、113°45′E~114°31′
E，东与曲阳、唐县交界，东
北与涞源为邻，西与山西省五
台县相接，北与山西省灵丘县
交接。全县东西长74.8 km，南
北宽 49.6 km，总面积约 2496
km2，辖 6 镇 7 乡 1 个社区管委
会，209 个行政村，1208 个自
然村（图 1）。2015年农村常住
人 口 66364 户 、 23.04 万 人 。
2015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
32.7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3044 元，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5815元。

阜平县域特点是山区、老
区、贫困地区“三区合一”：
① 太行深山区。阜平为全山区
县，山场面积 326 万亩，占总
面积的 87%，耕地面积仅 21.9

图1 研究区位置及河北阜平县行政区范围
Fig. 1 The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administrative map in Fup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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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人均 0.96 亩，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全县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
41.07%，植被覆盖率 80%以上；② 革命老区。阜平 1925年成立了中共党组织，1931年
建立了北方第一个苏维埃县政权，1937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48年4

月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移驻阜平，抗战时期阜平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③ 贫困地区。阜平县的发展基础差，贫困人口多、范围广、程度深。到2015年底，全县
有164个贫困村，贫困人口3.25万户、6.08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0.5%。

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以来，阜平县被列入国家贫困县。因其经济区位的重要性
和地理环境的特殊性，2013年阜平县成为国家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
点县，在国家精准扶贫理论与战略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2.2 数据来源

主要包括河北省阜平县政府提供的2015年209个行政村的农村人口、贫困人口、耕
地资源数量和村域尺度的矢量数据等基础资料。根据农村总人口、贫困人口计算贫困发
生率，并结合矢量数据分析揭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分异机制；DEM数据来源
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通过影像校正和坡度分析，获得阜平县地面坡度、海拔数据；根
据阜平县行政村人口、耕地面积，得到各村人均耕地资源数据；将阜平县矢量数据转化
为0.5 km×0.5 km的栅格网数据，利用GIS空间邻域分析方法，分别获取各栅格到主要河
流、主要干道与县城中心距离。最后以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地面坡度（x1）、海拔
（x2）、人均耕地资源（x3）、到主要干道距离（x4）、到主要河流距离（x5）、到县城中心距
离 （x6） 和到各乡镇中心距离 （x7）
等作为自变量（表 1），通过分析各
自变量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影响，
系统探测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
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2.3 模型方法

本文采用了自然断点、多元线
性回归、空间栅格叠加、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利用自然断点法将贫困发生率、地面
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要素划分为5类，对自变量
进行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通过贫困发生率与各
自变量空间栅格要素的叠加，深入研究贫困发生率与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
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要素空间分异特征；地理探测器主要用于提取农村贫困化
分异的主导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1）自然断点法（Natural Break）是基于数据固有的自然分组，为减少组内的平均
离散方差，增加组间的平均离散方差而采用统计公式确定属性值的自然聚类，完全根据
数据的分布规律，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2）多元线性回归（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栅
格为单元，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的距离和到县城中心的距离与贫困发
生率的相关性，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统计学关系，从数量关系考虑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
影响；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共线性诊断，得到各因素与贫困发生率的线性模型。

（3）空间栅格叠加（Raster Overlay）。利用自然断点法获取的贫困发生率与地面坡
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的距离和到县城中心的距离等各要素的叠加，分析各要
素与贫困发生率空间分异特征。

（4）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地理探测器是王劲峰等[9]通过提出“因子力”度量

表1 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影响因素
Tab. 1 The spa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自然要素

地面坡度(x1)

海拔(x2)

人均耕地资源(x3)

轴要素(交通区位)

到主要干道距离(x4)

到主要河流距离(x5)

点要素(经济区位)

到县城中心距离(x6)

到各乡镇中心距离(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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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结合GIS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用以识别多因子之间交互作用的模型。基于空
间分异理论，获得因子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相关性，通过将各类因子经过不同的离散分类
处理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变量归化在同一空间尺度下进行分析。地理探测器最早应用于
健康风险评估领域，通过衡量疾病（如死亡率、发生率）与可能的风险因子在空间分布
上的一致性程度，揭示了疾病与风险因子之间的关系[10-11]。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以检验单变
量的空间分异性，也可以通过检验两个变量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探测两变量之间可能
的因果关系，在分析地理要素格局演变和地域空间分异等方面应用非常广泛[12-15]。

借鉴地理探测器模型，引入贫困发生率分异决定力指标 q。假定研究区域存在贫困
发生率y。y被采集在研究区域内，由采样单元 i（i = 1, 2,…, n，n为总采样单元数）组成
的格点系统，假设A={Ah}是可能存在的一种影响贫困分异的因素，h = 1, 2, …, L，L为
因素分类数，Ah代表因素A不同的类型。一个类型h对应空间上一个或多个子区域。为了
探测因素A与贫困发生率 y的空间相关性，将贫困发生率 y图层与因素A图层叠置，在因
素A的第h类型（对应一个或多子区域），y的离散方差被记为 σ 2

h ，因素A对贫困发生率y

的决定力大小为：

q = 1 - 1
nσ2∑

h = 1

L

nhσ
2
h （1）

式中：nh为在因素A的类型h（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内的样本数；n为在整个研究区

域H内的所有样本数， n =∑
h = 1

L

nh ；L为因素A的分类数；σ2为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

当各因素对贫困发生具有决定力时，每个类型（对应一个或多子区域）的离散方差
σ 2
h 会较小，类型（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之间的离散方差会较大。当离散方差 σ 2

h 趋近

于0时，因素A的决定力q = 1，是贫困的发生分异完全由因素A决定的理想状态；当因
素A的决定力q = 0时，贫困发生率随机分布，因素A对贫困发生分异没有影响，决定力
q值越大，表明因素对贫困发生空间分异的影响越大。通过比较因素决定力的大小，探
测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16-17]。本文选取地面坡度（x1）、海拔（x2）、人均耕
地资源（x3）、到主要干道距离（x4）、到主要河流距离（x5）、到县城中心距离（x6）、到
乡镇中心距离（x7）等7个因素，用于探测农村贫困化的地域分异机制。

3 结果分析

3.1 农村贫困化地域差异性
河北省阜平县农村贫困化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征，县域东北与西南地区的贫困发生

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由中部向四周逐渐升高 （图 2）。村庄贫困发生率最大值为
84.8%，最小值为7.8%。全县贫困发生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贫困发生率低于全县
平均水平（30.5%）的行政村主要集中在东部及东南部的北果园乡、王林口乡、平阳镇、
阜平镇东部、砂窝乡北部等地区；贫困发生率介于30.5%~50%之间的行政村集中在北果
园中部、城南庄、平阳镇南部、吴王口乡中部等地区；贫困发生率高于50%的行政村分
布于夏庄乡、阜平镇西部、天生桥镇南部、大台乡和台峪乡中部及北部、史家寨乡北部
等地区（图2）。其中，夏庄乡各村贫困发生率平均水平超过60%，阜平镇各村贫困发生
率平均水平低于30%。进一步分析发现，阜平县乡镇和行政村单元之间的贫困发生率也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深入探测影响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分布特征，对
于科学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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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主导因素
区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选取了反映区域自然环境、资源

禀赋、交通区位和社会经济区位条件等方面的7项指标，对影响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
主导因素进行诊断。首先，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因素间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检
验，通过构建最优化模型，选取最佳影响因素组合。回归分析发现，地面坡度（x1）、海
拔（x2）、人均耕地资源（x3）、到主要干道距离（x4）、到主要河流距离（x5）、到县城中
心距离（x6）、到乡镇中心距离（x7）与贫困发生率在显著性水平0.01水平上，呈显著正
向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 0.324、0.307、0.363、0.332、0.335、0.241、0.070。通过多
元线性回归得出如下最优模型：

y = 0.3288 + 0.0034x1 + 2.7546 × 10-5x2 + 0.0421x3 + 8.2087 × 10-6 x4 +

4.8982 × 10-6 x5 - 1.6080 × 10-6 x6 - 5.6278 × 10-6 × x7

（2）

式中：系数较大的因素为x1和x3，进一步诊断发现，最优模型在5维度以上条件指数均小
于10，且特征值接近于0，说明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此，需要通过降维来消除因
素的共线性影响，剔除3项因素变量才能满足模型达到维度5的要求，具体剔除因素还需
深入分析。

利用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各因素的自然断点法分类进行空间耦合匹配，结果如图3所
示，因素分类等级与贫困发生率分类完全匹配（表2中“0”表示分类完全匹配）的分别
为31.3%、20.3%、18.8%、25.8%、20.0%、19.3%和24.4%，地面坡度（x1）、到主要干道
距离（x4）和到乡镇中心距离（x7）的因素分类匹配度较高，其他因素匹配度相对较低。

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将地面坡度（x1）、海拔（x2）、人均耕地资源（x3）、到主要干
道距离（x4）、到主要河流距离（x5）、到县城中心距离(x6)、到乡镇中心距离（x7）等7项
指标，分别与农村贫困发生率进行空间探测分析，计算得到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
力 LA,P，其值依次分别为：0.14、0.12、0.15、0.15、0.11、0.17、0.01。可见，地面坡

图2 2015年河北省阜平县贫困发生率
Fig. 2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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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海拔、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对贫困
发生率的影响较大，而到各乡镇中心距离对贫困发生率的作用较小。

综合多元线性回归、空间要素耦合匹配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分析结果，最终确定地
面坡度（x1）、人均耕地资源（x3）、到主要干道距离（x4）、到县城中心距离（x6）作为影
响阜平县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
3.3 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

通过综合诊断得出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进一步分析各主导因素对农村
贫困化分异的作用机制，为实现因地制宜、科学扶贫、精准脱贫施策提供参考依据。

（1）地面坡度，是反映区域地形地貌特征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农业生产结构与方式

表2 各因素与贫困发生率耦合匹配分析
Tab. 2 The coupling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poverty incid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因素与贫困发生率分类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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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x6 (%)

1.2

5.6

10.2

20.1

19.3

2.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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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河北省阜平县贫困发生率与影响因素耦合匹配图
Fig. 3 The coupling map of regional poverty incid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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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条件，对于区域气候、土壤、水文、生物等要素的分异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常
情况下，当坡度小于 15°时，适宜于农作物种植，坡度越平缓越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同
时，地势也是交通道路等设施修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条件，地势平坦区域的农
业生产与就业机会较多，农民得到的收入相对较大。从图4a中可以看出，阜平县地面坡
度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逐渐增大，而图1中阜平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东南向西北地区逐
渐升高，尤其在县境西北区域的地面坡度较高，不适宜于规模农业发展，农产品产量也
较低，农民收入来源受限，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而阜平县东南部地势平缓，社会经济
发展和农业增收相对较快，农民收入来源较广，贫困发生率明显偏低。

（2）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地域空间分布上，阜平县人均
耕地资源呈现出西多东少的特点（图 4b），而贫困发生率也具有西高东低的特点（图
2），即人均耕地资源越少的区域，其贫困发生率越低，反之贫困发生率越高。阜平县东
部地区的人均耕地资源少，则依靠地形与区位优势发展经济，而农村则摒除传统的农业
种植结构，引进果树、花卉等经济型作物种植，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贫困发生率则比较
低；西部地区人均耕地资源较丰富，但其海拔较高、地面坡度大，耕地质量较差，虽然
以种植业为主，但是农业生产不稳、粮食产量偏低，农民增收较为困难，致使贫困发生
率相对较高。

（3）到主要干道距离，是反映县域交通区位的重要指标。交通是连接区内外的重要

图4 河北省阜平县农村贫困化主导因素分级
Fig. 4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dominant factors of rural poverty in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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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到主要干道距离客观反映了样本点的交通便
捷度与外界联系的紧密度，距离越短表示与外界联系程度高，反之与外界联系程度低。
阜平县省级以上主干道4条（图4c），连接各个乡镇与外界城市中心，距离交通主干道越
近的区域贫困发生率越低，而远离主干路的偏远山区则较高。阜平县东北与西南方向远
离主干道，不方便与外界联系，无论是农产品外销，还是外出务工都较困难，同时资金
难以引入，致使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来源少，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

（4）到县城中心距离，反映了样本点受县城经济与公共服务辐射的难易程度，距离
越小，辐射程度越高，反之辐射程度越低。县城集中了县域内最发达的医疗、教育、社
会保障、银行等服务设施，距离县城中心越近，就越易于享受设施服务，尤其是县城附
近样本点的就医、入学便捷，同时受政府政策惠及和县域中心带动作用较强。图4d到县
城中心距离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而图1农村贫困发生率也大致
从县城中心向四周由低到高逐渐扩展。其中夏庄乡、大台乡、台峪乡、龙泉关镇样本点
的贫困发生率就远比阜平镇、王林口乡的贫困发生率高。

在现实中，贫困发生分异是一种
或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图
5）。因此，河北省阜平县各区域农村
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多种组
合。地面坡度、耕地资源、到主要干
道的距离和到县城中心等因素对区域
农业生产结构、方式、规模、质量，
以及农产品销售市场、技术与资金联
系，区域农民享受县城中心各类基础
与公共服务设施辐射等产生了重要影
响。单一主导因素的影响，其贫困发
生机理比较明晰，易于精准扶贫、精
准施策，靶向治疗；而多种主导因素
综合作用导致的农村贫困化，贫困发
生的机理更加复杂化，精准施策难度
加大，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做到因户施
策、因人施策。
3.4 农村贫困化地域类型

按照行政区划分层，利用地理探
测器模型进行多级探测。根据探测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自然环境约束型区域、资源丰度
约束型区域、交通区位约束型区域、经济区位约束型区域等4种贫困化地域类型。

（1）自然环境约束型。受地面坡度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包括城南庄镇（0.31）、
大台乡（0.77）、阜平镇（0.33）、史家寨乡（0.54）、台峪乡（0.25）和夏庄乡（0.38）等
6 个乡镇（图 6），主要位于阜平县中部地区。各乡镇区域内地形地貌因素的差异性明
显，地势起伏变化大的区域，农业种植和经济发展均受到明显制约，成为镇域内各村落
贫困发生分异的主要原因。

（2）资源丰度约束型。受人均耕地资源等资源要素禀赋的影响较大，包括阜平镇
（0.45）、大台乡（0.51）、台峪乡（0.25）、砂窝乡（0.36）、天生桥镇（0.46）、吴王口乡
（0.16）和龙泉关镇（0.59）等7个乡镇（图6），主要位于阜平县西北地区。阜平县内各

图5 河北省阜平县主导因素对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作用机制
Fig. 5 The mechanism of dominant factor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poverty in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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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样本点的人均耕地资源差异较大，农业生产规模和种植结构不同。对以农业收入为
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人均耕地资源多少直接影响着家庭生活水平。近年来农产品价格

波动对农民收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交通区位约束型。受到主要干道距离的作用较大，包括平阳镇（0.30）、台峪乡

（0.21）、砂窝乡（0.34）（图 6）等，位于阜平县域的周边区域。由此可以看出，到主要

干道距离已经不是大多数区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由于阜平县内具有便捷的道

路交通网，有4条省级以上道路，将各个乡镇串联起来。而平阳镇、台峪乡、砂窝乡的

整体区域通道与主要干道垂直，各样本点到主要干道距离具有明显的层次，与农村贫困

发生区域分异相吻合。因此，到主要干道距离对三乡镇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更为明显。

（4）经济区位约束型。受到县城中心的距离的影响，包括北果园乡（0.10）、大台乡

（0.71）、王林口乡（0.25）、夏庄乡（0.38）（图6），位于阜平县南部地区。北果园乡、王

林口乡和夏庄乡中的样本点按照到县城中心距离分层与贫困发生率分层较一致，同样距

离范围内，贫困发生率离散方差最小。各距离分层间贫困发生率的离散方差较大，因此

到县城中心距离对4个乡镇的贫困发生分异影响也较大。

为进一步明确各乡镇农村贫困发生的分异机制，利用聚类分析法将各乡镇按照核心

主导因素的数量划分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主导区域。其中城南庄镇、龙泉关镇、

史家寨乡、天生桥镇等属于单因素主导区域；阜平镇、平阳镇、砂窝乡、王林口乡、吴

王口乡和夏庄乡等属于双因素主导区域；北果园乡、大台乡、台峪乡等属于多因素主导

区域。最后确定了阜平县总体属于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主导区域，两侧为单因素和多因

素主导区域类型的多极核并存的贫困发生分异主导因素区（图7）。该研究结果，不仅探

明了农村区域贫困发生分异的主导因素，而且指明了科学、高效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

点方向。

3.5 扶贫政策措施与模式

针对农村贫困化的4种地域类型，结合不同地域的环境特征，以及新常态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理念，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措施和扶贫模式[19]

图6 河北省阜平县各乡镇主导因素的决定力分布
Fig. 6 Thepower determinant values of dominant factors of all towns in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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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促使扶贫成效更加精准。

（1）自然环境约束型。该类型区
域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地面坡度大，
海拔高，水热资源短缺，不适宜种植
业发展。应重点针对自然条件，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优势资源发展特
色生态农业，对于自然条件恶劣不适
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区域，应对当地农
户采取移民搬迁政策。

（2）资源丰度约束型。该类型区
域耕地面积少，淡水资源短缺，不适
宜大规模产业发展。应加强农田水利
等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工程技术促进
土地优化配置，提高地力水平；针对
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村劳动力过剩的
区域，应加强劳动技能培训，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劳务输出。

（3）交通区位约束型。该类型区域距离主干道路较远，道路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
不易与外界联系。应加强到主干道路的辅路与交通设施建设，吸引外资投入，发展优势
产业，扶持电商发展；对于远离交通主干道，区域发展严重受阻的偏远山区，也宜采取
移民搬迁政策。

（4）经济区位约束型。该类型区域远离主要县城或城镇中心，农村基础和公共服务
设施匮乏，难以解决农民消费、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应重点加强区域的基础与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扩大设施容纳度和完备度；充分利用地区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和旅
游产业，吸引外资与社会资本投入，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多元回归与因素叠置等技
术方法，按照行政区进行分层多级地理要素探测，获得了各子区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

图7 河北省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分区
Fig. 7 The zoning map of core leading factors in Fuping county

表3 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措施与模式
Tab. 3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models in different poverty regions

农村贫困化地域类型

自然环境约束型

资源丰度约束型

交通区位约束型

经济区位约束型

主要特征

地形高低起伏，沟壑纵横，
降水、气候条件较差

耕地、淡水资源匮乏，存在
剩余劳动力

道路交通设施不完善，基建
条件比较差

距离县城中心或中心城镇较
远，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不
完善

政策措施

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输出农村
剩余劳动力，发展特色产业，保护生
态等。

加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土地
优化配置，提供土地质量；进行劳动
技能培训学习，发展新型产业；输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

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品，
引进外资，搭建农业经济发展平台；
寻求销售市场，推广电商发展等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文化旅游等。

扶贫模式

异地搬迁扶贫模式
生态补偿扶贫模式
特色农业扶贫模式

土地整治配置模式
技能教育扶贫模式
劳务输出扶贫模式

交通道路建设扶贫
特色产品电商扶贫
异地搬迁扶贫模式

综合设施搭建扶贫
山地综合整治模式
休闲旅游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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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因素，分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依据不同主导因素

对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作用力，总结提出了农村贫困化的4种地域类型：自然环境约束型

区域、资源丰度约束型区域、交通区位约束型区域、经济区位约束型区域。基于农村贫

困地域分异主导因素的诊断结果，进一步提出了精准扶贫科学施策的对策建议，对于中

国其他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实施精准扶贫政策要始终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

论是揭示贫困机制，还是扶贫开发决策，始终离不开科学技术支持。地理探测器模型是

研究区域要素分异重要方法，为农村贫困发生分异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多级

地理探测分析，可以甄别多级行政区主导因素，为扶贫开发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16-18]。

（2）依据贫困发生分异机制的核心主导因素，创新多种形式的精准扶贫模式。本文

探测出农村贫困发生分异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资源、交通区位、经济区位等

方面。精准扶贫须以主导核心要素为基础，制定分区推进战略。针对区域内存在的关键

问题实行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同时要注重多种模式的综合集成，如特色旅游扶贫与优

势产品电商扶贫[9-20]结合构建旅游农家乐扶贫模式，利用旅游活动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

借助电商产品销售宣传旅游景区特色，相互融合，形成更高层次的综合扶贫模式。

（3）依据乡镇贫困地域类型进行精准扶贫分类指导、重点突破。乡镇是研究农村贫

困化地域分异的主要单元，乡镇也是连接贫困村与贫困县城的重要纽带，起着承上启

下、下情上报的组织作用。加强乡镇扶贫机构建设，充分调动基层政府扶贫开发积极

性、创造性，推进创新乡镇精准扶贫特色模式与可持续机制，可为科学实施县域精准扶

贫战略，实现贫困县退出摘帽评估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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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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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poverty has long aroused attention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achieving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to build
the well- 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 Scientifically revealing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taking Fup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diagnoses the dominant factors of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poverty and reveal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differentiation by using the Geodetector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and puts forwar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models for
different poverty reg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poverty
differentiation include slope, elevation, per capita arable land resources,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and distance to the center of county, and their power determinant value to poverty
incidence differentiation are 0.14, 0.15, 0.15, and 0.17. These factors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povert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their dynamic mechanism is also different. Among various
factors, the slope an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resources affect the structure and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le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and distance to the center of county
have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of the reg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our types identified of regional rural poverty, namely,
environment constrained region mainly affected by slope (seven towns), resource oriented
region mainly affected by per capita arable land (seven towns), area dominated by traffic
location affected by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three tow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ading area mainly affected by distance to the center of county (four towns). Then, Fuping
County is divided into single core, dual core and multi-core area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ore elements of the township. The county has shown a multi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poverty
with a horizontal center of dual core area, and both sides have a single core and multi- core,
which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dominant factors.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polic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tak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foundation and form
innov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re dominant factor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The county'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driving mechanisms need orderly promo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respecting for science, and stressing practical results.
Keywords: rural poverty;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leading factors; geographical detect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up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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