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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区”的空间界定是从地理空间上监测城市化水平、划分城市规模的基础。理清“城区”的内涵，从

“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的空间解读出发，基于城市土地利用

图斑数据，以市、区政府驻地为“种子点”构建城区地物图斑连接条件，制定城区的空间界定方法，降低城区划定

过程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并以武汉市为案例进行试划，为全国 600多个城市“城区”统一划定工作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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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范围的空间界定是在地理空间上划

定“城区”的边界，从而对城区和非城区在空间上

做出界定，以服务城乡统计、城乡监测。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 17.92%提升

到 2018年的 59.58%，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

城市［1］，同时也出现以人口流失为主要特征的城

市收缩现象［2］。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和多规合一

的体系下，全国各市“城区”范围的统一划定对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支撑和践行以及城市建

设决策具有重要作用。文献［3-4］强调建立符合

中国特色的以城市景观地域为基础城市实体的

统计概念和统计标准的重要性。自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以后，2006年发布的《国家统计局统计

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和《关于统计上划分

城乡的暂行规定》［5］开始重视“城镇”和“乡村”在

空间上的界定。然而由于概念和空间化方法的

不统一，中国对于城区的空间界定一直没有统一

标准的解决方案。

“城区”概念最初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务院于 2008年 7月
12日国函［2008］60号批复）。2014年，“城区”的

概念被采用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文件，以下简

称 51号文），并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重

新调整中国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51号文首次

权威明确了“城区”的概念，也明确了“城区”的应

用之一，即作为判定城市规模的依据。同时，学

界和业界也存在着各类泛“城区”概念，如国际上

的“城镇地区（urban area）”“大都市区（metropoli⁃
tan area）”“城镇化地区（urbanized area）”“城镇簇

（urban cluster）”以及中国的“建成区（build-up
area）”“中心城区”“主城区”等规划领域的概念。

这些概念的混用对自然资源部门、统计部门以及

地方政府执行城乡自然资源、人口和经济统计工

作造成了诸多困扰。因此，本文以 51号文中对

“城区”的定义为基准探讨其空间化方法，不再讨

论其他诸如建成区、中心城区等泛“城区”概念。

在空间界定层面，美国［6-7］、英国［8］、加拿大［9］、

爱尔兰［10］、澳大利亚［11］、日本［12］等国家采用已有

的空间统计单元，多以人口统计单元、行政单元

或居住单元等现成的单元为统计基础，计算单元

内部指标，如居民点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家庭密

度、人口稀疏度、农村人口比例等，通过上述指标

判定该单元是否属于城市区域。

中国统计部门利用人口密度指标对于城市

的市区进行规定［13］，但以行政区为单元进行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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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和分析，缺乏统一的尺度和具体的地理空间

位置和边界，造成统计结果难以比较［4］。规划部

门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划定“中心城区”范围，用以

描述所在行政区域城镇体系中处于首位城市的

总体规划建成区范围［14］。中心城区更多反映的

是城市规划发展的核心地区，而非强调城市化现

状的范围，也未对其提出地理空间上的明确要

求。相比来说，城市“建成区”的内涵及范围可能

最接近“城区”，指城市内部实际已成片开发建

设 、市 政 公 用 设 施 和 公 共 设 施 基 本 具 务 的 地

区［15］，同时也具有空间特征的可判读性。“建成

区”强调的是城市的开发建设和基础设施，然而

城市的地物要素类别众多，城区的划定不能仅考

虑生产、生活相关的建设用地类型。相反，城市

不仅具有人文社会景观，也具有自然景观，不仅

有经济文化功能，也有生态游憩功能。城市的文

化、底蕴、画像和城市中的自然生态景观密不可

分，正是有了山水，城市才有了灵气，才会有更多

的人文关怀和人居吸引，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城市的生态空间往往并非人为建成，而是自然形

成，这是“建成区”概念无法抵及的范畴。因此，

“建成区”在范畴上应当小于城区，其空间范围在

理论上也应包含于城区（实际操作中，可能并非

完全包含）。建成区提取方法一般是利用遥感影

像进行人工或机器勾绘，但也囿于遥感影像的复

杂性、人工对遥感影像判读的主观性以及勾绘方

法的模糊性，使得各个城市对建成区的划定也无

法统一［16-19］。在当前国土调查数据、地理国情监

测数据等土地调查数据不断完善、普及的背景

下，利用遥感影像提取城区的方法无疑是舍近求

远。有学者提出利用居民点所在建成区的空间

特征，通过距离条件判断居民点之间是否集中连

片，以此为依据划定“城镇实体地域”［4］。仅提取

居民点为判定单元的方法忽视了城市人文要素

和自然要素的多样性，且该方法提出之时，中国

的国土调查数据还未完善和普及，在操作层面上

首先要人为判断居民点的范围，模糊性较大、精

确度较低。除遥感手段外，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

利用各类大数据提取泛“城区”的方法，如利用夜

光遥感数据、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

等大数据提取泛“城区”边界［20-23］。大数据的补充

为城区划定工作提供了更多源的参考信息，然而

在全国 600多个城市中，各类大数据在不同经济

水平城市的收集和完备程度差距较大，各地方工

作人员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利用水平也参差不齐，

这就从基础上导致全国城市划定的起点差异，从

而导致划定规则的不统一性，有悖于当前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综合国内外研究，目前对于泛“城区”的空间

界定主要有 3种方法：（1）以现有空间统计单元

（如行政单元）为基础，利用综合指标法（如人口

密度、人口数量）判定城区；（2）通过遥感影像判

读，选取建设程度较高的区域或城市居民点集中

连片的区域作为“城区”。（3）基于大数据的泛“城

区”划定方法。第一类方法未能打破已有空间单

元边界的约束，以人口等指标作为城区判定条

件，忽视了城市土地和建筑的实际建设情况；第

二类方法无法克服遥感影像解译的模糊性和不

统一性，无法满足城市的精细化治理要求，无法

有效地将 51号文“城区”做到可量测、可计算、可

分析；第三类方法基于大数据的泛“城区”划定方

案，囿于不同区域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发展差异，

无法形成全国层面的统一应用和推广。

当前还没有一个能在规划、国土、建设、统计

等领域自上而下、从一而终来服务行政管理的统

一的城区空间界定规则，这种“城区”空间化方法

和标准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部门

对于城市的认知和政策的制定，产生较严重的影

响：（1）不同城市间划定方法不统一，导致不同城

市划定的城区无法进行横向比较，不能真实反映

城市间城市化水平差异；（2）同一城市不同部门

的划定方法不统一，导致不同部门对所在城市划

定的城区范围不一致，从而连锁导致对城区内要

素统计的结果不一致，得到不同的量化分析结果

和结论。

随着“智慧城市”“数字地球”等技术的快速

发展，城市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的划分和

治理逐渐从粗犷型转向精细型，从单一型转向多

样型，需要从更精细的粒度出发，统一界定全国

城市的城区空间范围。本文对国务院 51号文中

的“城区”概念进行解读，确定“城区”范围界定的

基本理念，衔接建成区概念，从更精细的地物图

斑角度出发，利用判定地物要素图斑连接的思

路，构建较易量化和统一的城区空间化方法，期

望有助于推进全国 600多个设市城市“城区”划定

工作的客观性和统一性。

1 “城区”概念解读和空间化原理

51号文定义“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

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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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该定义明确了城区

所属的行政单元为市级行政单元，城区划定的起

点（“种子点”）为区、市政府驻地，然后连接到城

区的其他区域。51号文从概念层的角度定义了

“城区”的概念和内容，但将“城区”这个概念清晰

地落实到地理空间中，是从定性描述走向定量定

位的转变，需要明确以下 3个方面内容：

1）城区和各级行政单元边界的关系。理清

城区与各级行政单元边界的关系是城区划定的

前提。城区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域，在不突破市级

行政区的前提下，其空间范围既可以打破市级以

下行政单元，也可以打破基础统计单元（如社区、

街道），城区的范围可能覆盖、跨越或包含多个区

级行政单元。

2）从区、市政府驻地向周围延伸“连接”含义

和方法。区、市政府驻地是城区空间界定的“种

子点”，以“实际建设连接”为依据，判断邻近图斑

是否和“种子点”连接是城区空间界定的核心

思想。

3）被“连接”纳入城区的图斑类型。城区图

斑的确定，要从反映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三

生空间”出发，结合“建成区”理念，兼顾城市的实

际建设空间（生产、生活空间）以及与之紧密相连

的生态空间，从中筛选出符合城区特征的“城区

图斑”，作为连接判断的基本要素。本节从城区

和行政单元边界的关系、城区图斑的连接方法等

方面，详细介绍城区空间划定方法。

1.1 城区和行政边界的关系

城区并非独立的行政管理范围，其空间边界

脱离市级以下行政边界的约束，是反映城市化水

平的地理实体空间范围。根据 51号文定义，对于

设区的市，城区范围应包含于该市的市辖区内，

其范围原则上不包括县、乡镇；对于不设区的市，

城区范围应包含于该市行政区内，两者对比如图 1
所示。

1.2 “连接”的含义

城区的划定是以市政府、区政府驻地为“种

子点”，逐步向周围扩展连接到街道办、居委会的

所辖区域，定义中的“连接”有两层含义：其一，城

区内的政府驻地在行政等级上是连续的；其二，

市政府驻地、区政府驻地、街道办驻地以及居委

会驻地的地物在空间上是连接的，反映了地理空

间上的连续性。

1）城区内政府驻地行政级别连续性

城区内的区域在行政级别和管理级别上具

有连续性，包含市政府、区政府、街道三个行政级

别的驻地以及居委会驻地。城区本身无行政管

理级别，城区内的行政管理和现有法定的行政级

别保持一致，如图 2所示。

2）城区地理空间的连接性

“连接”反映了城区地物图斑在地理空间上

的连续性。本文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筛

选出“城区图斑”作为“连接”的基础要素，主要讨

论“城区图斑”的空间连接方法，对于图斑筛选机

制不作详述。由于城市实际建设中地物在地理

空间上并非严丝合缝的物理连接，因此，以严格

的物理连接判断城区地物之间的连接情况是不

合理的。本文设置一定的空间距离阈值来判断

“种子点”和相邻图斑是否连接，若二者之间的空

间距离小于等于阈值，则判定为已连接，并将该

图斑纳入城区，否则判定为不连接，不纳入城区；

若图斑和“种子点”之间通过其他“城区图斑”连

接，则也判定为该图斑和“种子点”连接，也应纳

入城区。区、市政府驻地及其连接的“城区图斑”

如图 3所示，图 3中双向箭头表示具有连接关系，

编号 1~4的图斑被纳入城区范围，其中图斑 4虽
未和政府驻地直接连接，但和城区图斑 3连接，所

以也被纳入城区范围。

图 1 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

Fig.1 Cities Divided and Not Divided into Districts

图 2 “城区”内行政级别的连续性

Fig.2 Continuity of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Urban Area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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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区范围的空间划定

以城市实际建设程度为依据划定城区的方

法多以遥感影像为数据基础，通过人工或机器判

读城区范围，判读过程中遵循集中连片、景观实

体、功能紧密等原则，该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

（1）遥感影像的信息较为复杂，无论是用机器解

读还是人工判读，都存在因数据源不同而导致结

果差异的问题；（2）缺少可量化的划定原则，易

造成主观的理解偏差。因此，本文提出以区、市

政府驻地为起始“种子点”，利用解译并实地调查

确定后的矢量地图图斑进行“连接”判断，降低城

区划定的主观性；并利用图斑“连接”规则，有效

地 量 化 判 定 原 则 ，降 低 了 城 区 范 围 确 定 的 模

糊性。

以“城区图斑”的“连接”为核心思想制定城

区范围的空间划定方法，首先找到区、市政府驻

地作为城区划定的起始“种子点”，然后利用解译

并调查核实后的图斑，通过“连接”判定条件对

“图斑”迭代判定每个“种子点”邻近的“城区图

斑”是否应被纳入城区，直到没有“城区图斑”可

被连接纳入城区，则城区空间界定结束。图 4模
拟了以 4个政府驻地为“种子点”的城区图斑连接

过程及结果。图 4（a）展示了 4个区政府和地类图

斑；图 4（b）为模拟图斑连接过程；图 4（c）为最终

的城区划定结果。在图 4（b）到图 4（c）的过程中，

以中间两个政府驻地为起点的城区范围逐渐连

接成为集中连片的范围，最终形成 3块在空间中

分离的城区范围，且包含“孔洞”（“孔洞”区域在

类别上不属于城区图斑）。

因此，以政府驻地作为城区空间划定的起始

“种子点”，利用“实际建设连接”的空间约束条件

作为种子生长规则，可以实现城区范围的空间界

定；城区范围的最终形态可由多个不连续的空间

范围组成；城区范围亦可包含“孔洞”。

2 案例实验

武汉市号称“百湖之市”，其城市空间形态被

诸多湖泊塑造成较为破碎的地理景观格局，以武

汉市为例进行城区划定实验，可为绝大多数城市

城区划定提供借鉴。

武汉市有 17个区级行政单元、约 150个街

道办事处、1 300个社区居委会，行政范围及政

府驻地如图 5（a）所示。首先以实际建设为原

则，筛选符合城区特征的图斑作为“连接”判断

的“城区图斑”，然后以 17个区级政府驻地和 1
个市政府驻地作为城区划定的“种子点”，以每

个“种子点”为起点进行空间扩展，按照“城区图

斑”的连接规则将符合条件的“城区图斑”纳入

城区。图 5（b）展示了图斑连接过程；图 5（c）展

示了以市、区政府为中心的城区图斑连接结果，

部分新城区域和特殊区域（如机场等）由于距离

政府驻地较远而未能被连接纳入城区，但实际

图 3 图斑连接示意图

Fig.3 Connection of Map Polygons

图 4 模拟城区划定过程及结果

Fig.4 Simula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of Urban Area Delin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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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建设，需结合地方实际

情况进行调查研判，将其作为特殊区域纳入城区

范围 ；图 5（d）展示了将特殊区域纳入城区的

结果。

3 结 语

城区是在地理尺度上反映城市化建设水平

的可量算的空间范围。本文从国务院 51号文中

对“城区”的概念出发，解读“城区”的内涵；利用

地类图斑数据，以区、市政府为起始“种子点”，通

过定义“城区图斑”的连接规则，制定城区空间界

定方法，并以武汉市为案例进行城区划定实验。

该方法可以有效地 量化模糊的城区划定原则，提

高城区划定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城区划定的标

准化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以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为原则，从“三

生空间”中筛选出待连接纳入城区的“城区图

斑”，重点讨论了基于土地调查数据的“城区图

斑”的连接判断规则，若“城区图斑”满足“连接”

的判断条件，则可将其纳入城区范围。对“城区

图斑”具体类别筛选机制（何种类型图斑应被纳

入）未作详述，不在本文重点讨论范围。但无论

依据何种图斑筛选原则，均可利用本文对城区空

间化的思路，在城区划定过程中增加或替代新的

地图图斑类别即可。

图 5 武汉市城区划定过程

Fig.5 Process of Wuhan Urban Area De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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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区空间界定的结果来说，城区应反映城

市建设和发展的客观事实，既可包含多个不连续

的面域，也可包含多个“孔洞”，不能对其进行融

合、合并、删减等操作，否则将破坏城区的客观现

实性，失去城区范围监测的意义。当然，后续可

对接人口、经济、建设领域的基本单元，服务于自

然资源、人口、经济监测等应用工作。

本文意在解决全国层面设市城市的统一划

定问题，而非个例城市的城区划定。在国土空间

统筹规划的大背景下，城区范围的统一划定和统

筹管理是当务之急，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城区

“统一”划定问题。因此，面对全国形态各具特色

（集中型、组团型、带行等）、自然资源禀赋迥异

（江河穿城、星湖密布）的 600多个城市而言，一把

用于客观标准度量城区的“尺子”极其重要。当

前已有的各类泛“城区”概念和划定方案，在落实

过程中往往由于政策规划、认知模糊、适用范围、

人为主观等因素的影响，其空间范围的划定标准

均不一致，无法在全国层面形成统一标尺和横向

对比。全国层面完成的三调数据成果，可作为城

区划定工作的数据基础。本文未提任何其他辅

助数据，如人口数据、城市大数据（POI、手机信

令、轨迹数据）等多源数据在城区划定中的应用，

主要阐述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如何做到城区的“统

一”划定。究其原因，全国人口分布的异质性、不

同经济水平城市大数据的收集和完备程度不均

衡是客观事实，这类大数据的应用势必减弱国土

空间规划自上而下的“统一性”原则，但并不意味

着人口大数据、城市大数据的应用不重要，反之，

多源大数据在“城区”划定工作中的应用以及如

何在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更加客观地统一划定

城区是本文暂未涉及的研究焦点，也是接下来的

研究重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实践层面

也应顺应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大数据相关基础设

施的发展和成熟（数据完备和技术普及），不能一

味追求方法和数据的新颖，导致失去普遍性和统

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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