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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还是均衡:重塑大国经济地理的战略选择
——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和影响因素的跨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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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主张要素向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自由流动，而城市和经
济地理学家则认为应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给予支持。本文以国家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经
济地理格局和城市化空间结构，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探索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
与国家规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
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大国的经济地理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机制
在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
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
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向
均衡方向发展。再考虑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和中国地大物博的既有现实，本文政
策启示是，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
进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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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但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从全球格局
来看，次贷危机的不良影响持续发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中国梦任重道远。在国家内部，解决城乡分割、区域差异以及人与资源环境的
突出矛盾，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而这一切都需要具有综
合竞争力的经济地理战略格局予以支撑，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势在必行。总理关于
胡焕庸线之问，其深层次战略意义就在于此。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生产力布局不断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人口向东南沿海尤其是
核心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表现为空间极化的特点。为了避免地区发展差别过大和促进
均衡发展，国家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政策适度倾斜。对此，不少经济学家不以为然，认为
应该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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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大化，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最终会通过发达地区的溢出而实现，秉承这一类观点
的政策被称之为空间中性的政策或基于人 （流动） 的政策[1]。部分经济学家甚至根据日本
东京空间极化发展的经验，认为中国的经济、人口应该进一步向东南沿海的特大城市集
聚，不应限制人口向北上广流动[2]。但经济地理学家具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市场要素
自由流动的条件并不具备，因而不能缩小地区差距，建议要对不发达地区发展进行干预
和支持，这类政策被称之为空间干预政策或基于地区的政策[1]。而且，是实施空间干预政策
还是空间中性政策，不应仅仅考虑经济效益，还应该考量政治、民族、国家安全等因素。
本文所要论证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规模是影响国家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的重要因
素，大国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其背后理论依据是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即地理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也可以更直接地表述
为，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潜力假说认为，距离市场中
心一定距离后，交通成本的增加导致再发展一个中心是有利可图的；而且新中心的企业
还会因面临较少的竞争而受益。日本的极化发展与其腹地狭小的国情有关，而对于中国
这样的大国来说，经济和人口中心偏于一隅，不利于发挥中心辐射作用，适度均衡应该
是合理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发现①，中国一级中心城市的经济正
向溢出半径最大不超过 1200 km 左右，远远低于中国的东西向或南北向纵深幅度，因而
构造多重中心发展体系和均衡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是必需的，这个经验数据也恰好大约
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之间的两两直线距离。
本文的核心观点符合当前世界经济地理的盛衰格局，是凡地域辽阔的大国，均衡的
经济地理格局会获取较高的经济竞争力。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不仅拥有东海岸
经济中心地带，还有西海岸的加州经济中心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内陆五大湖经济地带，
在全国呈现出十大连绵区—城市群的形态。反面例子，前苏联由于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
区战略意义认识不足，经济地理失衡，带来了国家解体，即使今天的俄罗斯也同样受累
于此，教训深刻。疆域不够辽阔的世界经济强国，大多以相对极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为支
撑，除了日本以外，英国和法国也都是相对极化发展的例子。德国均衡体系是个例外，
与其历史基础和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有关。
城市是经济的主要载体，经济地理的极化和均衡程度可以用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
在城市分布体系中一个或几个大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即所谓首位分布时，将其定义为极
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反之当各城市规模之间接近，或城市人口均匀分布在几个城市之间，
将其定义为均衡发展。1913 年，德国学者 Auerbach 首次提出了城市规模分布的概念，认
为帕累托分布可以近似拟合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规模分布 [3]。在此基础上，Zipf 在 1949
年进一步指出这个帕累托分布的系数趋向等于 1，即所谓的 Zipf 法则[4]。Krugman 也认为
Zipf 法则是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实证结论之一”[5]。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城市规
模分布的一系列探讨。已有研究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阶段、新
经济地理、政治体制及政治环境三个层面展开分析[6-7]。
首先，在经济发展阶段层面上，主流学者认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分布
出现先极化后均衡的发展模式[8-9]。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体系
极化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低位序城市的增长促使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又重
新出现均衡发展的趋势。但 Alperovich、Rosen 等都只发现城市规模分布会随着经济增长
趋于均衡，没有在统计结果上发现先极化后均衡的证据[10-11]。
其次，根据 Krugman 和 Fujita 等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
① 丁嵩, 孙斌栋. 在哪里创业更有效率? 市场潜能影响创业的经验证据. 2016, 华东师范大学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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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条件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都将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从而可以用其解释城市规
模分布的差异[12-13]。① 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仍无定
论。新经济地理学的部分文献认为，开放减少了关税和交通成本，为内陆城市提供了更
大的市场，相对于沿海城市来说促进了他们的增长,减少了与沿海城市的差距，促进城市
体系均衡化发展[12, 14-15]。但更传统的观点则认为，沿海城市是进出口和 FDI 的通道，相对
于内地来说获益更多，对外贸易的加深反而会进一步促进高位序城市的规模扩大。② 基
础设施条件。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指出了运输成本在影响人口经济集聚方面的重
要性[16-17]。综合学者们的观点，运输成本对于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有一个分散 （均衡） —
集聚 （极化） —再分散 （均衡） 的影响。初期，运输成本很高，空间上人口以及经济活
动是分散的；但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削弱了靠近原料或者市场布局的优势，为了获取
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人口和经济活动开始朝大城市集聚。但随着运输成本的进一
步下降，促进了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城市规模分布又朝着分散化的方向发展。赵
璟、Soo 的实证均发现通过基础设施的联通促进人口的均衡[6-7]；盛科荣等也将通讯与信
息技术纳入基础设施反映运输成本，但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实证结果 [18]。③ 非农产业发
展。Fujita 等认为非农经济比重越高，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更加平均。随着制造业比重的增
加，促使企业迁出已存城市，向等级低的城市扩散，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均衡发展[13]。而
赵璟、Soo 的实证结果却发现非农产业的比重增加带来了人口的集聚[6-7]。
最后，在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形成机制时，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环境也是学者所关注
的。Soo 发现政治因素甚至比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形成有更加显著的影响[6]；
Ades 等认为动荡的政治局势和专制统治使得统治者为其所居住的大城市谋利，对大城市
存在较大的政策倾向，从而促使国家人口和企业靠近权力中心布局，造成极化的城市规
模分布[19]；Henderson 等指出民主的政治制度有利于小城市的发展，各区域代理人为所处
城市谋利，推动城市体系均衡化发展[20]。
国内城市地理学者关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严重敏、许学强、周
一星、宁越敏、顾朝林、王发辉等对中国早期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进行了探索[21-22]。周一星
等认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是中国相对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的重
要原因[21]。近年来国内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或城市群尺度[23-26]，
从国际比较角度探索国家尺度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因素的文章只有一篇，即盛科荣等用截
面数据探索了 57 个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发现对外开放、基础设施改善和民主
有助于促进城市体系的均衡分布，而经济发展、人口过多则带来了集聚[18]，后一个结果
与周一星观点并不一致[21]。
综上所述，由于城市数据的缺乏，跨国的城市规模分布研究还较少，而且样本普遍
偏小，多为几十个国家；横截面研究以及截面计量模型占多，无法观察时间动态效应；
部分结论也不统一。最重要的是以往文献很少关注国家规模对城市规模分布即国家经济
地理格局的影响，尽管部分文献也把国家人口和国土面积作为回归控制变量，所得的结
论也不尽相同。因而有必要采取更加严谨的方法来检验国家规模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
城市规模分布是由不同的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
家的经济地理和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这种空间结构反过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
响[24, 27]。因此，本文基于可获得的最新口径数据和较大的国家样本，综合运用截面和面
板双重估计方法，分析世界各国城市规模分布变化趋势，探索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因素
和机制，重点考察国家规模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作用，挖掘国家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演
变规律，为中国重塑大国经济地理和城市化空间格局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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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城市规模分布测度
本文采用位序规模法度量城市规模分布，即城市规模分布服从简单的帕累托分布：
R = AP -α 或 ln R = ln A - α ln P
（1）
式中：P 代表某城市人口数；R 代表该城市根据其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排序； α 是城市规
模分布指数，作为测度国家经济地理格局的代理变量。城市规模分布指数 α 越大表示城
市规模体系越均衡，越小表示越极化。
由于传统的 OLS 估计方程 （1） 存在小样本的向下偏误，Gabaix 等对于这种偏误提
出了改进[28]，后文的城市规模分布指数 α 均由方程 （2） 计算得出：
（2）
ln (R - 1/2) = ln A - α ln P
研究城市规模分布需考虑到城市的界定和城市的样本选择。Rosen 等认为按功能定
义的城市区域更适合用来计算城市规模分布，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完整的城市经济单元[11]；
Soo 也证明了他们的观点[6]。城市样本的选择有 3 种方法：固定的城市数量；固定的人口
规模门槛；城市样本占国家总人口的固定比例，但实际操作中通常是选取一个国家城市
体系中的上尾计算帕累托指数 [29- 30]。本文遵照以上原则，采用了联合国关于世界各国
2014 年人口大于 30 万的城市集聚区作为研究样本。
2.2 世界各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于经济地理、政治因素等国情差异，各国城市规模分布不尽相同。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各国的规模分布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图 1a 反映了全样本 150 个国家的规模分
布系数核密度图，其中，对于系数大于 3 的异常值进行了缩尾处理，这些具有异常值的
国家数量在所有单个年份都不超过 3 个。可以看出系数接近 1 和 0 的国家最多，系数为 0
表示这些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呈绝对首位分布，即这些国家在 2014 年只有一个城市集聚
区的人口规模超过 30 万，这些国家处于很不发达状态。如果去除帕累托指数为 0 的国
家，则得到图 1b，包括 93 个国家，呈现典型的正态分布，多数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系数
位于 1 周围，与以往文献认为帕累托系数趋向于 1 即符合 Zipf 法则的观点所一致。考察
1950 年以来每隔 20 年的系数变化，总体来看，指数核密度曲线顶点不断向右迁移，各国
帕累托指数随时间增长，即各国趋向于均衡发展。即使考虑到年代久远，数据误差可能
较大，但从近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系数变化仍然呈现均衡化趋势。

图1

城市规模分布核密度

Fig. 1 Kernel density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图 2 是 2014 年各国城市规模系数分布，颜色越深表示越均衡。可以看出，全球各国
的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均衡布局的国家主要是集中在北半球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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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世界各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图

Fig. 2 City size distribution of worldwide countries in 2014

国，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指数都大于 1，中国超过 1.2，而俄罗斯则达到 1.47，初步呈现
出均衡分布与国家疆域的正相关关系。而规模相对较小国家其城市规模分布系数则也相
对较小。如果进一步把国家按收入分组，高收入国家中，更多的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系数
趋近于 1，国家间变异系数相对其他国家组更小；反之，低收入国家中，有相对更多的
国家其规模分布系数小于 1，且国家之间差别也较大。
2.3 模型、
变量和数据来源
本文用于测度各国城市规模分布系数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公布的 2014 年 《世界城市化
展望》（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2014 年人口大于 30 万的城市集聚区的数据）。其
他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民主指数来自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国家脆弱
指数来自安全系统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联邦国家以及国家独立时间的
数据来自维基百科。
由于本文所用数据是以 2014 年情况为基准的，较早年份的数据会存在偏差，所以基
于 2014 年数据的截面回归是本文主要模型，然后使用不同时间段的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结
论的稳健性检验。
横截面模型的估计方程为：
ln (α + 1) = θ 0 + θ1 ln P + θ 2 ln L + θ3 ln GDP + θ 4Urban
（3）
+θ5 EG + θ6 Political + θ7 Dummy + εi
式中： α 为城市规模分布指数；P 为国家人口密度；L 为国家面积；GDP 为人均 GDP；
Urban 为城镇化率；EG 为经济地理变量；Political 为政治变量；Dummy 为大洲虚拟变
量； θi 为对应变量的系数值； θ 0 为截距； εi 为残差项。
基于文献综述中总结的影响因素，方程 （3） 反映了人口、面积、国家发展程度、经
济地理、政治体制及政治环境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核心因素是国家人
口和土地面积，分别由人口密度和国家面积来反映。经济地理变量包括：第二三产业
GDP 占比、进出口贸易 GDP 占比、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政治变量
包括：联邦国家虚拟变量、国家脆弱指数和 Freedom 指数；控制变量为大洲虚拟变量。
由于世界银行公路数据和铁路数据有大量的缺失，因此用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和每百人
互联网用户数量来衡量国家内部的交易成本。政府支出的数据由于有很多国家不可得，
故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没有列入政治变量加入回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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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城市规模分布指数 α 由方程 （2） 计算得出。由于部分较小的国家 2014
年只有 1 个 30 万以上的城市，将 α 取 0 计算，并在之后的回归中统一对 α 加 1 取对数处理。
解释变量的定义为：① 人口密度 （P）：国家的总人口除以土地面积，单位为人/km2。
由于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土地面积，故人口密度其实代表了国家的人口规模。② 土地面
积 （L）：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国家面积，探讨地域大小对于国家城市体系分布的影响，
单位为 km2。③ 人均 GDP （GDP）：衡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P 以 2005 年不变的美元价
格计算。根据 Alperovich 1993 年的研究，国家城市规模分布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极化
后均衡的发展模式 [10]。④ 城市化率 （Urban）：城市化人口比重，反映国家的城市化进
程。⑤ 第二三产业 GDP 占比：衡量国家产业发展水平。根据 Fujita 所述，非农产业在经
济中的比重越高，国家城市规模分布更加均衡[13]。⑥ 进出口贸易 GDP 占比：进出口贸易
额占 GDP 比重，反映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⑦ 每百人互联网用
户：反映国家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交易成本。互联网用户越多，互联网越发达，城市之
间信息交流的阻力越小，交易成本越小。交易成本的下降一方面会推动企业、人口向大
城市集聚获取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会通过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均衡发展，故实际
结果取决于实证检验。⑧ 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同样反映国家内部各个城市之间信息交
流的成本。固定电话用户数量越多，交易成本越小。同互联网，实际结果取决于实证检
验。⑨ 联邦国家虚拟变量：考察联邦国家的政治体制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联邦国
家的各地区具有更高的自主权及民主权，理论上城市规模分布更倾向于均衡。1990 年以
前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取 1，其他国家取 0。⑩ Freedom 指数：包括“Freedom 自由”和
“Freedom 不自由”两个虚拟变量。Freedom House 衡量了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
个方面，根据两项综合打分将国家分为自由，半自由和不自由三个等级。若国家评分为
自 由 ， 则 “Freedom 自 由 ” 这 一 指 标 取 1， 反 之 ， 取 0； 若 国 家 评 分 为 不 自 由 ， 则
“Freedom 不自由”这一指标取 1，反之，取 0。根据 Henderson 等的研究，自由国家的各
区域代理人为所在城市谋利，推动城市体系均衡发展[21]。因此，“Freedom 自由”变量系
数 预 期 为 正 ，“Freedom 不 自 由 ” 变 量 系 数 预 期 为 负 。 
 国 家 脆 弱 指 数 ：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考虑了国家的政权形式、武装冲突、地区影响，并考量了政治、经济、安
全、社会 4 个方法的有效和合法性，从 1995 年开始每年综合给出 167 个国家的国家脆弱
指数。指数越高，表示该国家经济政治越不稳定。Ades 等认为政局动荡的国家，人口和
企业倾向于向权力中心布局，城市空间结构更倾向于首位即极化分布[19]。
面板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
ln (α + 1) = θ 0 + θ1 ln P + θ 2 ln L + θ3 ln GDP + θ 4Urban +
（4）
θ5 EG + θ6 Politi cal + θ7 Dummy + ui + γt + εit
式中： εit 为残差项； u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 γt 为时间固定效应；其他解释变量
及其定义与横截面回归模型相同。具体操作中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回归方法。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横截面模型结果
表 1 第一列仅控制了国家的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结果显示，人口密度和国土面积
与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表明人口规模越大，国家疆域面积越大，国家
的城市规模体系越趋于均衡分布。第二列在第一列的基础上加入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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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2014 年 OLS 结果)
Tab. 1 Determinant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OLS estimations of 2014)
(1)
人口密度(ln)
土地面积(ln)

(2)

(3)

(4)

(5)

0.1207

0.1227

0.1370

0.1630

(0.027)

(0.027)

(0.026)

(0.037)

***

***

***

***

(0.039)

0.1421

0.1571

0.1405

0.1821

(0.022)

(0.019)

(0.042)

(0.038)

-0.3835

-0.7843

0.0223

0.0399

***

人均 GDP(ln)

***

*

(0.324)

人均 GDP(ln)的平方

(0.420)

(0.020)
城市化率

***

(0.024)

0.0050

0.0061

(0.002)

(0.003)

**

第二三产业 GDP 占比

***

-1.2912

0.0142***

-1.1322**
(0.558)

0.0640

**

(0.031)
*

0.1885***
(0.043)

**

(0.571)

*

0.1801***

0.0532*
(0.030)

0.0084

**

(0.004)

0.0094**
(0.004)

0.0138**

0.0154**

(0.005)

(0.006)

(0.006)

进出口贸易 GDP 占比

-0.0008

-0.0000

-0.0002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

-0.0021

-0.0049

-0.0046

0.0005

-0.0006

-0.0004

联邦国家虚拟变量

-0.0807

-0.0576

Freedom 不自由

-0.0680

-0.0901

0.0441

-0.0285

(0.001)
(0.004)

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

(0.003)

(0.001)

(0.001)

(0.004)

(0.004)

(0.004)

(0.004)

(0.091)

(0.089)

(0.111)

Freedom 自由

(0.109)

(0.230)

(0.227)

-0.0380

-0.0439**

0.3692

2.4925

1.6793

(1.784)

(2.534)

(2.441)

国家脆弱指数

**

(0.018)

大洲虚拟变量

Yes
-1.7721***

常数项

(0.381)

样本量
R

2

(0.021)

-0.6804
(1.459)

149

140

101

100

100

0.155

0.191

0.238

0.288

0.319

注： 、 、 分别表示可以在 1%、5%和 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

均 GDP 和城市化率，第三列、第四列和第五列逐步加入经济地理变量、政治变量和大洲
虚拟变量，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的结果保持不变。
其他变量来看，人均 GDP 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规模分布呈现显著的正
“U”形的作用，为 Alperovich 的观点弥补了实证的空缺，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出先极化后均衡的趋势[8, 10]。不过，采用第五列的回归结果，计算出对
称轴为 10.63104，对应的人均 GDP 为 41400.159 美元 （以 2005 年不变美元衡量），回归中
95%的样本在对称轴的左侧，即大多数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仍在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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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始终正显著，即随着国家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三产业 GDP 占
比提高，城市规模分布趋向于均衡，这与 Fujita 的理论假设相一致[13]。国家脆弱指数显著
为负，即国家政权越脆弱、政治越不稳定，城市体系倾向于首位分布，印证了 Ades 等的
观点，即在政治动荡的国家，城市规模分布极化[19]。
但进出口贸易占比和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每百人电话用户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是由于对外开放不仅帮助了沿海城市的发展，同时也通过减少了关税和交通成本，
为内陆城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两种正负效应相互抵消。同理，通信设施的普及
在减少交流成本、促使分散的同时，也为内陆地区传递信息，吸引人口涌入大城市。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较多的控制变量以减少内生性的问题，确保核心变量“国家规
模”估计的准确性。但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变量之间共线性过强。通过变量的 VIF 检验
发现，平均 VIF 为 4 左右，除了人均 GDP 外，各变量的 VIF 均小于 10；如果去掉 GDP 这
一导致共线的主要变量，所有变量的 VIF 都小于 10，而且核心变量即国家规模的结果是
稳健的，说明共线与否并不影响主要研究结论。
3.2 面板模型结果
面板数据反映了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故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可靠。2000 年以来，
由于接近 2014 年，数据偏差不大，故首先针对 2000-2014 年数据进行面板回归。表 2 第一
列和第二列报告了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由于面积和一些政治变量基本不随时间变化，
会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被消除，故第三、四列报告了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作为检验。人口
密度和面积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正显著性，说明人口规模和国家面积对于城市规模分布显
著的影响程度。以人均 GDP 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对于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有着
正“U”形的影响。第二三产业 GDP 占比和国家脆弱程度与截面回归也一致。进出口贸
易 GDP 占比的系数为负，即促进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极化，这可能是在此期间，相对于
内地城市而言，国家开放程度更有利于沿海大城市的发展。
本文最后以 1965-2010 年每 5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回归。表 3 回归结果中依然可
以看到人口规模和面积大小对于国家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进一步印证了上
文的观点，即人口越多、国家面积越大，城市规模分布倾向于均衡。第二三产业 GDP 占
比同样保持了结论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
的城市规模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疆域辽阔的大国比小国具有更加均衡的经济地
理和城市分布格局。背后机理在于距离重要这一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从其他影响因素来
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
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向均衡方向
演化。
与以往相关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和对城市规模分布理论的贡献体现在几个方面：
① 已有文献认为较大的国家规模具有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主要是通过简单的观察和比较
得出的，而且存在与这一结论相反的实证研究，而本文则运用严谨计量实证分析支持了
前一结论，而且指出其机理在于空间距离这一地理学核心思想。② 以往文献提出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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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2000-2014 年面板回归结果)
Tab. 2 Determinant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panel estimations of 2000-2014)

人口密度(ln)

(1)

(2)

(3)

(4)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0.2768***

0.3420***

0.1921***

0.1995***

(0.036)

(0.054)

(0.024)

土地面积(ln)

0.1830***
(0.021)

人均 GDP(ln)

0.0312***

0.0291***

(0.125)
(0.008)

-0.0020

0.0021

(0.002)

第二三产业 GDP 占比

(0.002)

0.0030**

0.0034***

(0.001)
进出口贸易 GDP 占比

(0.001)

-0.0005

-0.0004*

-0.0005

-0.0008*

0.0004

-0.0001

*

(0.000)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

(0.000)

(0.000)

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

(0.029)
-0.5044***

(0.010)
城市化率

0.1827***

-0.5595***
(0.149)

人均 GDP(ln)的平方

(0.031)

(0.000)

(0.001)

(0.001)

-0.0185

联邦国家虚拟变量

(0.122)

Freedom 不自由

0.0065

0.0069

(0.016)

(0.016)

Freedom 自由

-0.0074

-0.0130

国家脆弱指数

-0.0066**

-0.0072***

(0.023)

(0.022)

(0.003)

(0.003)

大洲虚拟变量
年份
常数项
样本量
R

2

国家数量

YES
YES

YES

YES

-0.6794***

1.4215**

-2.5753***

(0.144)

(0.570)

2235

1878

0.041

0.053

149

137

(0.329)

YES
-0.8125
(0.642)

2235

1878

149

137

注：***、**、*分别表示可以在 1%、5%和 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规模分布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先集聚后分散的假设，本文结论印证了这一观点，弥补了实
证上的空缺。③ 已有文献关于非农产业比重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存在截然不同的看
法，本文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④ 以往文献认为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都对城市规模分布
具有显著影响，且观点相左，本文发现这两个因素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两种相反效
应同时存在导致了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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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1965-2010 年面板回归结果)
Tab. 3 Determinant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panel estimations of 1965-2010)

人口密度(ln)

(1)

(2)

(3)

(4)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0.1041***

0.1957***

0.1046***

0.1325***

(0.016)

(0.055)

土地面积(ln)

(0.013)

(0.024)

0.1368

***

(0.015)
人均 GDP(ln)
人均 GDP(ln)的平方

0.0577

0.0243
(0.092)

-0.0030

-0.0002
(0.006)

-0.0020

0.0004

(0.001)

第二三产业 GDP 占比

(0.001)

0.0017

进出口贸易 GDP 占比

0.0022**

(0.001)

(0.001)

-0.0001

-0.0002

0.0016

0.0005

(0.000)

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

(0.020)

(0.105)
(0.007)

城市化率

0.1511***

(0.000)

(0.001)

(0.001)
-0.0206

独立时间分类

(0.033)

大洲虚拟变量
年份控制

YES
YES

常数项

0.0513
(0.056)

样本量

1483

R

2

国家数量
注：1.

***

YES
-0.5437
(0.372)
909

0.065

0.064

149

141

YES

YES

-1.6228***

-2.2643***

1483

909

149

141

(0.211)

(0.456)

、 、 分别表示可以在 1%、5%和 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2. 由于较早的年份
**

*

政治指标的缺失，根据 Soo 的做法，使用国家的独立时间来衡量政治的稳定程度，独立的时间越晚表示相对来说政
治环境较不稳定[6]。1914 年之前独立的国家取 0，1914 年到 1945 年之间独立的国家取 1，1946 年到 1989 年之间独立
的国家取 2，1989 年以后独立的国家取 3。

4.2 政策启示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显然的。日本单中心极化发展不应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中
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同等条件下，应该比日本具有更加均衡的城
市规模分布体系和经济地理格局。并且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城市化水
平和非农产业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会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
的均衡发展。在要素还不能做到自由流动的今天，中央运用空间干预政策支持中西部发
展，对于适度均衡布局和缩小地方收入差距是不可或缺的，更不必说这同样是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等比狭义的经济效应更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经济学家推崇的东南
沿海空间极化发展的观点和空间中性的政策，是从理想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出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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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有其合理性，但与中国目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现实不符，也没有考
虑到非经济目标的需求，应当警惕。鉴于中国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半径为 1200 km 左右，
因而从东到西，构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成渝—关中 （天水）、乌鲁木齐这样三重
的中心发展体系，是符合经济地理规律的政策选择。值得说明的是，强调适度均衡的国
家经济地理和城市化空间格局，不是要求各中心城市之间规模的绝对均等，但他们在辐
射一定国家区域的职能方面是相同的。
本文不足在于，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均衡分布并不完全等同城市在空间上均衡分布或
国家经济地理均衡布局，未来的研究应直接从空间均衡测度入手。但两者具有很强的相
关性，因为无论是基于中心地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代表性学者 Fujita 对市场潜能分布研
究，高等级核心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空间距离，即在距离中心城市一定的距离时才会形成
一个新的中心，否则因处于原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之下，很难形成气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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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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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debate on whether spatially-neutral or spatially-targeted policy is a better
strateg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at the national scale. Economists emphasize the spatially- neutral policy and
advocate for the fre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to the developed regions in southeast China,
while economic geographers support the latt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e argue that the radiation radius of an economic hub is not limitless because of
geography, more precisely, it is distance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urbanization. We also believe that not only should economic benefits
be taken into account, but also other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ethnic mino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core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scale of a nation is the key determinant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ization, and larger countries should follow a
relatively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both cross- sectional and fixed- effect panel
models,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of a nation and city size distribution, the
proxy for the spatial pattern of 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ll else
being equal, the scale of a nation, represented by either population or land area,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 balanced city size distribution. That is, the economic geography in large
countries is inclined to a spatially balanced layout; (2)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is identified betwee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er capita GDP. That is, national spatial
pattern is unbalanced at low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ens out at higher levels of
development; (3)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lso help balance
the 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layout. This study's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large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shoul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a relatively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ization. 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s of national security,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and a vast territory, it is reasonable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spatially-targeted policies.
Keywords: 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large country; city size distribution; balanced;
determinant; cross-country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