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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0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格局特征、人

口发展综合指数，并通过构建人口发展问题区域识别方法划分问题区域。结果表明：①京津冀人口空间分布疏密差

异大，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快但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区域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长0.6个百分点，人口受教育水

平地区差异大；②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介于0.0816~0.7670，分别有50%和25%的区县综合指数介于0.2~0.3和0.3~0.4；
③京津冀地区可划分为8类人口发展问题区域，即综合发展滞后区（11.76%）、人口密度偏低区（3.92%）、城镇化水平偏

低区（2.94%）、人口老龄化突出区（13.24%）、受教育水平偏低区（21.08%）、人口密度偏低复合问题区（9.80%）、城镇化

水平偏低复合问题区（15.69%）、无突出人口问题区（21.57%）。研究认为，京津冀地区未来应以产业布局与发展为引导构

建合理的人口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口有序有效疏解，重视并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次级中心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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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census data of 2000 and 2010, using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characteristic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dex, and divide the problem area by constructing

region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he result shows: 1)there is large difference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 level increases fast while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level is low,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increases by 0.6 percentage points per year, there is large difference in population education

level. 2)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dex is between 0.0816 and 0.7670; respectively,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50%

of county is between 0.2 and 0.3, and the problem index of 25% of county is between 0.3 and 0.4. 3) According to the

major population problem, counties in this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eight types, that is la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11.76%), low population density area(3.92%), low urbanization level area(2.94%), prominent population aging area

(13.24% ), low education level area(21.08% ), compound problem area of low population density(9.80% ), compound

problem area of low urbanization level(15.69%), and no prominent population problem area(21.57%), respectively. In the

future, a reasonable population structure should be constructed guided by industrial layout and development,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ing the region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to promote easing population orderly and

effectively, to building a reasonable regional structure system based on population scale and to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econdary center.

Key word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composite index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roblem diagnosis; area

identificatio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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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历史背景、区位优势、行政

管理等诸多原因，京津冀地区要素过多集聚于北

京，北京的人口、产业、公共服务资源皆体量庞大，

且外来人口众多。相较而言，天津的人口与社会经

济发展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广大外围及郊区县发

展缓慢；河北城市发展、人口、公共服务资源等更与

京、津两地差异悬殊，且人口规模普遍偏小、一产与

二产人口比重偏高［1-4］。从整个京津冀地区来看，

人口分布不均、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较为突

出。人口是区域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深

入研究京津冀人口分布格局、人口发展质量，探讨

人口发展存在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发展格局包括不同类型人口分布格局和

人口发展水平格局。前者例如代表城镇化水平的

城镇化率、代表老龄化水平的老龄人口比率及代表

就业发展的就业人口比率等的分布格局［4-6］。后者

的测度方法及指标选择多样。1970年代的英克尔

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最早建立的关于人口发展水

平的评价指标体系，1975年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提

出的人口生命质量指数（PQLI）也较为常用，1990年
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目前在

国际上最为常用；1990年代开始国内也陆续开展了

人口发展水平、人口发展监测等研究［7］。在国内，

王维志于 1993年提出研究人口发展水平的重要

性，并提出衡量人口发展水平与趋势的综合指数计

算方法，该指数由出生率、人口加倍时间、总和生育

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15岁以下人口比重、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成人识字率、第

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等10个指标综合计算得出［8］；之

后有不少学者开展构建人口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

研究，并采用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法、

综合评价法等进行人口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涵

盖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经济活动

等多个维度，指标及其数量各异［9-15］。研究多为全

国尺度、省域尺度的数量统计与比较分析，少有地

市尺度的研究，县域尺度的研究则更少，且缺乏区

域差异分析。

京津冀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区域，学界开

展了京津冀人口时空特征相关研究，包括人口数量

变化、人口集聚与扩散、人口增长影响因素、区域城

市规模体系变化、人口重心、人口流动等方面［16-23］；

一些学者还深入分析了京津冀人口分布、流动、转

移、调控等问题并提出对策［24-29］。但是，针对京津

冀地区人口发展水平以及问题导向性的区域差异

研究仍较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县域尺度，从

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方面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发

展水平，探索和构建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问题区域

的识别方法，从分类人口分布格局特征与问题、到

人口综合发展水平与问题诊断、区域划分，递进式

分析京津冀人口发展格局，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

期为京津冀地区破解人口发展问题、提高人口发展

质量提供参考。

1 理论解析与数据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充分利用 2000、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和

河北省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县域数据进行

有关探讨；计算人口密度所需的土地面积来源于

2000和 2010年三省市的统计年鉴；可视化分析所

需行政区划矢量边界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
100万分县行政区划数据库。基于研究需要，对部

分底图与统计数据进行前期处理：①比较分析 1∶
100万分县行政区划图与 2000和 2010年普查数据

对应的行政区划。②为便于进行人口普查10年间

的变化分析，以 2010年分区县行政区划底图为参

照，在此基础上对应校正 2000年分区县行政区划

底图，并对应校正2000年相应的统计数据，以确保

纵向比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2 分析方法

11..22..11 指标选择与格局分析指标选择与格局分析

一个发育成熟的区域应具备以人口为度量的

合理结构体系、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

络形成紧凑的空间组织结构，地区社会经济发达且

产业分工明确协同发展，社会发展公共服务高度同

城化、一体化。因此，探讨区域人口发展格局与问

题的指标选择区别于常规研究人口发展水平所选

指标，应兼顾以上区域特征择选代表性指标，具体

可从人口密度分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年龄

结构和人口综合素质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鉴

于本文以县级区域为研究尺度，考虑到指标选择的

科学性、典型性与数据可获得性等，最终选择6项4
类指标：①采用人口密度指标反映人口分布空间格

局；②采用城镇化率反映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③选择老年人口比重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尤其反映

社会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

度；④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受过高等教育人口

比率指标、15岁以上文盲人口比率指标反映人口综

合素质。其中，城镇化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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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比重是以65岁作为老年人的划分标准①，受

过高等教育人口比率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6
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基于ArcGIS10.0
软件平台，利用空间分析与空间统计方法，可视化呈

现2000—2010年各指标的格局状态及变化。

11..22..22 人口发展综合指数构建人口发展综合指数构建

对人口密度、人口城镇化、老年人口比重、人均

受教育年限、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率、15岁以上文

盲人口比率六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后，采用等权

重加权求和方法计算人口发展综合指数，指数介于

0~1之间，越接近 1则人口发展水平越高，越接近 0
则人口发展水平越低。基于ArcGIS进行计算结果

空间分析与等级划分。

11..22..33 人口发展的问题区域识别人口发展的问题区域识别

在对上述指标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参考国内外

相关指标标准、数据特征以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的影响，根据京津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

的水平，或者与长三角、珠三角同级别地区比较，选

取全国水平、京津冀全域水平和县域水平等作为相

应参照，确定问题区域的识别标准。具体地（表1）：
①反映人口分布的人口密度指标，本文假定如果县

（市）人口密度＜325人/km2或市辖区人口密度＜

487人/km2，可认为其存在人口过疏的问题；②反映

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城镇化指标，县（市）城镇化率

＜30%或市辖区城镇化率＜49.68%可界定为存在

发展水平过低、经济活力不强的问题；③反映人口

老龄化的老年人口比重指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

重＞8.87%可界定为存在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④反映人口综合素质的三个指标，即人均受教育年

限＜8.9年、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率＜4.74%、15岁

以上文盲人口比率＞4.88%皆可界定为存在人口受

教育偏低的问题（表1）。
2 结果与分析

2.1 人口分布格局特征

22..11..11 人口空间分布疏密差异大人口空间分布疏密差异大，，京津中心城区人京津中心城区人

口较为集聚口较为集聚，，区域次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区域次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偏小，，部部

分外围区县人口密度过低分外围区县人口密度过低

京津冀地区京津人口高度集聚的特征一直较

为突出，人口密度的区域差异很大。尤其是北京作

为世界级大城市，人口分布基本遵循国际大都市的

同心圆式的人口疏密分布规律，即从内部中心城区

到外围区域人口密度层级式降低，人口密度也排在

世界前十②，但是人口密度的圈层差异很大；天津作

① 国际上对于老年人年龄标准的界定一般有两种，一是按照≥65岁来界定，一是按照≥60岁来界定，相对应，关于老龄化的界定为，当一
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
社会。在我国，将60岁作为退休年龄，所以习惯将60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界限，随着国家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及逐步实施，退休年龄将逐渐
延迟到65岁，且为了和国际标准接轨，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大部分也是按65岁来划分的。所以，本文以65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并
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② 这里的人口密度计算应该是城市化地区或者建成区。引自：世界城市人口密度排名，北京上海入围前十。http://help.3g.163.com/15/
0211/19/AI6Q6LL000964JV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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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京津冀人口问题区域识别标准

Tab.1 Criteria for population problem region identific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分析维度

人口密度分布

人口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综合素质

指标

人口密度

人口城镇化率

老年人口比重

人均受教育年限

受过高等教育人
口比率

15岁以上文盲人
口比率

判定标准

县（市）人口密度＜325
人/km2；市辖区人口密度
＜487人/km2

县（市）城镇化率＜30%；
市 辖 区 城 镇 化 率 ＜
49.68%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8.87%
人均受教育年限＜8.9年
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率
＜4.74%
15岁以上文盲人口比率
＞4.88%

简要说明

人口密度过高、超载容易引发资源环境问题，而人口密度过低是人口集
聚能力不强的反映，并制约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经济意义。京津冀地区
仅京津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高，但比较国际上典型大城市，人口密度
高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所以本文侧重于识别人口分布过疏的问题区
域。京津冀地区平均人口密度较低（远低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各区
县人口密度悬殊，较多区县人口密度普遍偏低。325人/km2和487人/km2

分别为京津冀地区县域平均人口密度和京津冀全域平均人口密度，可分
别作为县（市）人口密度和市辖区人口密度的衡量标准。

2010年，京津冀地区平均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部分县
（市）和市辖区城镇化水平过低，城镇化水平过低反映该区县经济活力不
强。30%和49.68%分别为城镇化初中级阶段划分阈值和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京津冀区域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全国水平，故选全国水
平8.87%为老年人口比重是否偏高的评判标准。

8.9年为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

4.74%为全国县域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率，京津冀地区县域受过高等教
育人口比率水平为4.55%。

4.88%为全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比率。



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国家的中心城市也是如此，且

人口密度的圈层差异更大，人口高度集中于中心城

区（表 2）。河北相对于京津而言，人口密度不论在

全域层面、地市层面还是市辖区层面均普遍较低，

地市层面人口密度最高为 763人/km2（邯郸），各市

辖区的人口密度最高为 7 610人/km2（石家庄市辖

区），河北的高密度人口地区与京津相比相差甚远，

从全域来看京津冀次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图

1）。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全域

人口密度约 487人/km2，低于长三角（979人/km2）与

珠三角地区（1 016人/km2）。

图1 河北省各地市及市辖区人口密度图（2010年）

Fig.1 Population density of cities and city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2010)

22..11..22 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快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快，，县域城镇化水县域城镇化水

平偏低平偏低，，河北仍有约河北仍有约11//33县县（（市市））城镇化水平低于城镇化水平低于3030%%

2000年全国的城镇化水平普遍不高，京津冀地

区也不例外，区域整体的城镇化水平仅 39.04%（全

国为 36.90%），35.27%的县（市）城镇化水平低于

30%。经过十年发展，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快速

提高，2010年达到56.41%（全国的为49.68%），年均

增长 1.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1.3
个百分点）。在区县层面，以市辖区尤其是老城区

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且也基本上以此类地区的城镇

化水平增长缓慢，有些老城区甚至负增长；县域城

镇化水平普遍较低，但大部分县（市）属起点低、增

长快。2010年京津冀县域城镇化水平仍偏低，为

34.58%，低于全国县域城镇化水平（35.36%）；北京

县域城镇化水平相对高于津冀的县域城镇化水平，

河北仍有约 1/3的县（市）城镇化水平低于 30%（图

2、图3）。
22..11..33 区域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长区域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长 00..0606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尤以河北省增长较快尤以河北省增长较快

2000年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到 2010年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以下简称老年人比重）增

加到8.87%，比2000年增加1.91个百分点。京津冀

地区，2000年老年人比重已经达到 7.76%，到 2010
年增长到 8.36%，增加 0.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低于

全国水平。2000年有55.07%的区县进入老龄化社

会，2010年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区县数量比重增加

到 87.25%，并有 33.82%的区县老年人比重超过全

国水平（8.87%）。总的来看，北京老年人比重相对

较高而河北较低，但河北老年人比重增加速度最

快，10年增加 1.19个百分点，京津分别仅增加 0.28
和0.11个百分点。由于青壮年外来人口较多，天津

大部分市辖区、北京的昌平、大兴，以及河北的南部

地区老年人比重相对较低（图4）。
22..11..44 人口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大人口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大，，河北的县域人河北的县域人

口受教育水平仍有待提高口受教育水平仍有待提高

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北京汇集了全国最多

的教育资源、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人均受教育

年限一直位于国内前列。2010年，京津冀人均受教

育年限分别为 11.71年、10.21年和 8.82年，分别比

2000年提高了1.72年、1.22年和1.08年，其中，河北

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水平（8.90年）；从区域格

局来看，北京、天津中心城区以及河北市辖区的人

均受教育年限较高，河北县（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普

遍较低，个别县（市）低于8年，天津郊区、郊县的人

均受教育年限也相对较低（图5a）。
从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率（以下简称高教比

率）来看，2010年京津冀地区有14.08%的人接受过

高等教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53%）；京津冀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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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密度圈层结构表（2010年）

Tab.2 The circl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Beijing and Tianjin (2010)

北京

天津

区县名称

密度（人/km2）

区县名称

密度（人/km2）

中心城区

东城区、西城区（包含原宣武区与崇文区）

23 407
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
红桥区

24 515

城区

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

7 488
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
滨海新区

1 208

远郊区县

其他区县（城市发展新区）

525（958）
其他区县

483

全域

-
1 195
-

1 100
注：该圈层参考京津的中心城区、城区和远郊区县三类区域所包含的区县，并根据区县人口密度数据划分。



注：基于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水平增速、历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增速
以及学者对于城镇化水平增速的界定，按照＞15%、10%~15%、5%~
10%、0~5%、＜0的区间，将10年间城镇化水平变化划分为高速、中
高速、中速、中低速和低速五大水平。

图3 2000—2010年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

Fig.3 The growth rate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00 to 2010

的高教比率分别为 32.84%、18.26%和 7.93%，其中

河北的高教比率最低，而河北县（市）的高教比率普

遍偏低，一半多的县（市）高教比率低于全国的县域

水平（4.74%），京津冀整个区域的县域高教水平也

仅有4.55%（图5b）。
从 15岁以上文盲比率（以下简称文盲比率）来

看，京津冀地区文盲比率低于全国水平，且降低速

度快。2010年，全国文盲比率为 4.88%，比 2000年

下降 4.2个百分点，京津冀地区文盲比率为 2.78%，

下降 4.97个百分点；其中京津冀三地 2010年文盲

比率分别为 1.86%、2.33%和 3.14%，分别比 2000年
下降了 3.07%、4.14%和 5.45%，河北文盲比率下降

最快，河北的县（市）尤其是张承地区是文盲比率较

高的地区（图5c）。
2.2 人口发展综合指数

人口发展综合指数＜0.2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张

家口境内的西北山区以及西部的阜平县、东部的卢

龙县；近一半数量的区县人口发展指数在 0.2~0.3
之间，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区以及平原农村地区；

1/4的区县人口发展指数在 0.3~0.4之间，主要分布

在除上述区域外的农村地区；12个区县人口发展指

数在0.4~0.5之间，主要分布在北京的远郊区、张家

口新建市辖区、廊坊的安次区与三河市、邯郸的矿

区与邯郸县、承德与秦皇岛的部分市辖区；13个市

辖区人口发展指数在 0.5~0.6之间，主要分布在京

津部分远郊区、河北部分地市的部分市辖区；22个
市辖区人口发展指数在 0.6~0.7之间，主要分布在

中心城区或近郊区；8个中心城区人口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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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2000年和2010年）

Fig.2 Urbanization level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00 and 2010



0.7（图 6）。将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与人均GDP做相

关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R=0.47，P＜0.01），即人

口发展综合指数越高的地方，通常经济发展水平也

越高。

2.3 人口发展的问题诊断与区域识别

按照研究制定的标准进行问题区域识别与空

间表达（表3，图7）。总体来看：①人口密度过低问

题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山区；②城镇化率过

低问题区，以西、北部山区分布较多，北京没有城镇

化率过低的问题，天津北部的宝坻区与武清区两个

远郊区城镇化率偏低，河北除廊坊市外，其他地市

均存在城镇化率偏低的区县；③老年人口过多问题

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与天津的近远郊区县、河北的

东北部与南部县（市）；④人均受教育年限偏低问题

区，河北非市辖区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普遍偏

低，天津远郊区县也存在此类问题，北京无人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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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 b. 2010年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c. 2010年15岁以上文盲比率

图5 京津冀地区人口受教育情况（2010年）

Fig.5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educ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2010)

a. 2000年 b. 2010年
图4 京津冀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Fig.4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l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图6 京津冀人口发展综合指数格局

Fig.6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composite index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教育年限偏低问题；⑤受高等教育人口比率偏低问

题区，主要集中在河北南部县（市），北京与天津不

存在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率偏低问题；⑥15岁以上

文盲人口比率偏高问题区，零星分布在区域北部、

西部山区及东南部。

进一步，选用空间叠加方法对分类人口问题区

域进行综合划分①。考虑到人均受教育年限更能综

合说明地区人口受教育情况，并可简化叠加运算过

程，最后选择人口密度、城镇化率、65岁以上老年人

比重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 4个指标作为人口综合

问题区域识别的指标，并建立如下评判标准，如果

某区县符合其中一项，则界定为问题区域：①县

（市）人口密度低于县域平均水平 325人/km2的，以

及市辖区人口密度低于全域平均水平 487人/km2

的；②县（市）人口城镇化水平低于 30%的，以及市

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水平49.68%的；③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于 8.87%的；④人均受教育

年限低于8.9年的。采用ArcGIS空间查询工具基于

前述4项准则分别提取问题区域发现：符合条件①
的人口密度过低的区县有 44个，主要分布在西部

和北部山区及个别非山区县（市）；符合条件②的人

口城镇化水平过低的区县有 53个，主要分布在河

北山区及中南部欠发达地区；符合条件③的 65岁

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过高的区县有 68个，京津冀三

地均有分布；符合条件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过低的

区县有105个，以河北地区居多。简单加总得问题

区域数量达 270个，但由于 4类问题在空间上部分

重叠，实际问题区域为160个。

在进行问题类型区划分时，综合考虑 4个指标

所指代的社会经济意义，以及各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最后划分为8类问题区域（假设A为人口密度偏

低问题，B为城镇化水平偏低问题，C为65岁以上老

年人口偏多问题，D为人均教育年限偏低问题）：综

合发展滞后区（ABCD复合型）、人口密度偏低区（单

一A型）、城镇化水平偏低区（单一B型）、人口老龄

化突出区（单一C型）、受教育水平偏低区（单一D
型）、人口密度偏低复合问题区（ACD复合型）、人口

城镇化偏低复合问题区（BCD复合型）、无突出人口

问题区（表3，图8）。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①京津冀人口发展具有如下特征：人口密度分

布的空间差异大，京津中心城区人口高度集聚，区

域次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偏小，部分外围区县人口

密度过低；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快，县域城镇

化水平偏低，河北仍有约 1/3县（市）城镇化水平低

于30%；区域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长0.6个百分点，

其中河北省增长最快；人口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

大，河北大部分县（市）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有待

提高。

②京津冀地区县域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介于

0.0816~0.7670之间，其中近一半的区县人口发展综

合指数在0.2~0.3之间，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区以

及平原农区；1/4的区县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在 0.3~
0.4之间，主要分布在除上述区域外的农村地区。

③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问题区域类型可分为

综合发展滞后区（11.76%）、人口密度偏低区

（3.92%）、城镇化水平偏低区（2.94%）、人口老龄化

突出区（13.24%）、受教育水平偏低区（21.08%）、人

口密度偏低复合问题区（9.80%）、城镇化水平偏低

复 合 问 题 区（15.69%）及 无 突 出 人 口 问 题 区

（21.57%）。

① 类型综合划分可选用空间聚类、空间叠加法，由于京津冀地区人口密度差异较大，人口密度对空间聚类分析影响显著，故最终选用空
间叠加方法对问题区域进行综合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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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讨论

本文选择典型指标直观呈现京津冀人口发展

格局与问题区域，但目前仅选取了能够反映4类问

题的6项指标，未来可尝试添加人口性别、职业、迁

移等相关指标，并结合调研深入分析人口流动、疏

密、质量相关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着力建立人口发

展水平、问题特征与区域发展水平及发展质量的关

联模型，揭示其耦合特征。

未来一段时期，京津冀地区应以产业布局与发

展为引导构建合理的人口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

体系促进人口有序有效疏解，构建以人口规模为标

准的合理的区域结构体系，重视并积极推进京津冀

区域次级中心全面发展。另外，基于问题区域类型

特征提出分类发展策略：

①依托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搭建京津冀主要

城市间的快速通道，升级改造国道、省道、县道、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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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问题区域与特征

Tab.3 Problem area and characteristic abou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类型区

综合发展
滞后区

人口密度
偏低区

城镇化水平
偏低区

人口老龄化
突出区

受教育水平
偏低区

人口密度偏低
复合问题区

城镇化水平偏
低复合问题区

无突出人口
发展问题区

区县数量占比/%

11.76

3.92

2.94

13.24

21.08

9.80

15.69

21.57

区县名称

河北：井陉县、灵寿县、赞皇县、滦县、玉田县、青龙满族自
治县、抚宁县、涞水县、阜平县、涞源县、易县、安国市、康
保县、沽源县、尚义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县、滦平县、
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肃宁
县、深州市

北京：房山区、怀柔区。河北：丰润区、迁西县、唐海县、涉
县、邢台县、双滦区

天津：武清区、宝坻区。河北：高邑县、元氏县、望都县、安
次区

北京：东城区、西城区、石景山区。天津：和平区、河东区、
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河北：长安区、桥东区、
井陉矿区、辛集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山海关区、北
戴河区、丛台区、桥东区、新市区、桥东区、宣化区、鹰手营
子矿区、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冀州市

天津：静海县。河北：赵县、藁城市、临漳县、成安县、磁
县、永年县、邱县、馆陶县、魏县、隆尧县、任县、南和县、宁
晋县、巨鹿县、平乡县、清河县、临西县、沙河市、满城县、
清苑县、徐水县、容城县、安新县、蠡县、博野县、雄县、定
州市、青县、东光县、盐山县、孟村回族自治县、泊头巿、黄
骅市、河间市、固安县、永清县、大城县、文安县、霸州市、
枣强县、故城县、景县

北京：门头沟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天津：宁河
县。河北：平山县、临城县、下花园区、宣化区、张北县、蔚
县、阳原县、怀安县、万全县、怀来县、崇礼县、兴隆县、平
泉县、宽城满族自治县、海兴县

天津：蓟县。河北：行唐县、深泽县、无极县、晋州市、丰南
区、滦南县、乐亭县、昌黎县、卢龙县、大名县、肥乡县、鸡
泽县、广平县、曲周县、柏乡县、广宗县、威县、定兴县、唐
县、高阳县、曲阳县、顺平县、沧县、南皮县、吴桥县、献县、
武邑县、武强县、饶阳县、安平县、阜城县

北京：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
大兴区。天津：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滨海新
区。河北：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正定县、栾城县、新乐
市、鹿泉市、开平区、遵化市、迁安市、海港区、邯山区、复
兴区、峰峰矿区、邯郸县、武安市、桥西区、内丘县、新河
县、南宫市、北市区、南市区、涿州市、高碑店市、桥西区、
双桥区、新华区、运河区、任丘市、广阳区、三河市、桃城区

问题特征

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均较低，老年人口多、受教
育水平偏低；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区；该区域
受自然条件发展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水平
偏低，人口外出务工较多

仅人口密度偏低；零星分布在北京、河北的唐
山、承德、邢台、邯郸等地区；该区域包括远郊
区、新建市辖区及远郊县，或受自然条件发展限
制、或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人口吸引力较弱

仅城镇化水平偏低；零星分布在天津、河北的廊
坊、保定、石家庄等地区。其中，天津的武清区、
宝坻区为远郊区城市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处于起
步阶段，廊坊的安次区相对于前者稍高，但作为
市辖区城镇化水平偏低

仅老龄人口偏多；主要分布在多个地市的老城
区；该区域普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发
展建设时间较长，本地人口变迁情况不突出，或
因城市拓展、产业外迁，部分年轻人到新建市辖
区就业，使得老龄人口比重大，人口老龄化突出

仅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主要分布在河北东南
平原区；该区域因缺乏良好的教育资源以及受
传统农耕思想影响，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人口密度偏低较为突出，并且老龄人口比重大、
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
区，东南平原区有零星分布；该区域主要受自然
条件限制人口稀少，相对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偏低，教育资源缺乏、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偏
低，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年轻劳动力外流使得
老龄人口比重高

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且老龄人口比重大、人口
受教育水平偏低；主要分布在东南平原区，少数
分布在山区；该区域综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一产比重高，人口外流较大

包括主城区、近郊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远郊
区县



道，逐渐完善路网结构，构建层级式、无障碍、无缺

口、快速直达的立体交通系统，加快京津冀要素流

动，提高要素生产率。

②对于综合发展滞后区，一是做好城乡协调发

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发挥其自然资源优势，

发展特色农林业、旅游业等，推行特色养老、休闲娱

乐服务；二是做好贫困人口、留守老人的帮扶与养

老工作；三是加大城乡教育与培训投入力度，使农

村地区适龄儿童有学上，城市地区有优质教育

资源。

③对于人口密度偏低区，一是有序推进新建市

辖区发展，提高人口承载力与人口吸引力；二是跟

进远郊区县的公共服务配备，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布

局，提高人口吸引力。

④城镇化水平偏低区主要为近京津的河北境

内零星区县以及刚起步的天津远郊区，对于这些地

区重点加强城市发展建设，包括基础设施、优质公

共服务配置、产业转移落地，提高当地人口吸引力，

减小京津中心城区的虹吸力。

⑤人口老龄化突出区主要分布在多个地市的

老城区，对于这些区域应做足养老服务，以居家养

老为主，以异地养老为辅。积极培育养老领域社会

组织、志愿组织，建立健全以社区为单位的养老管

理、帮扶体制机制。针对老龄化问题，要及时响应，

提高应对能力。

⑥受教育水平偏低区主要分布在河北东南平

原区，对于这些区域一是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引

入社会资本探索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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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京津冀地区分类人口问题区域空间识别

Fig.7 Spatial patterns of problem regions identifie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增加各类教育资源，促进教育服务均等化；三是应

加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培养人才、吸引人才

壮大教师队伍；四是重视职业培训与专业技术培

训，提高基层工作者、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

图8 京津冀人口发展问题区域划分

Tab.8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roblem reg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⑦人口密度偏低复合问题区主要分布在西、北

部山区，东南平原区有零星分布；城镇化水平偏低

复合问题区主要分布在东南平原区，少数分布在山

区，这两个区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都较低，前

者发展受自然条件限制，后者主要是在一产比重大

的农区。由此，一是要重点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二

是要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三是做好居家

养老、帮扶养老工作；四是有序推进城镇综合建设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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