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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厘清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格局，优化地区防灾和减灾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

京津冀地区 1 275 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方法，对京津冀地区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呈集聚型
分布，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差异较大，从市域尺度看，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从地理区
域来看，主要分布在京津地区、冀中地区等区域；核密度分析显示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存在

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空间分布上有 3 个高密度地区，其中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一带最为明显；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空间分布的全局莫兰指数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格局主要受到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影响，
受政策因素和灾害风险因素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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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2. 5；X43

文献标识码：A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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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demonstration communities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resources，a total of 1 275 demonstration communities for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using spatial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communities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e clustered，with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large spatial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ty scale，i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Beijing，Tianjin and Shijiazhuang.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area，i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BeijingTianjin area and the central part of Hebei Province. The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monstration communities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there are three high density area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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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area of Beijing. The Global Moran index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demonstration commun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economic and population，but less by policy and disaster risk.

Key words：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demonstration communities；spatial pattern；influencing factor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geodetector analysis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据

统计，仅 2020 年全年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 1.38 亿人次受灾，591 人因灾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3 701. 5 亿
元。现阶段城镇化水平加速，各类人为灾害也频频发生［1］，社区作为最基层的防灾减灾单元引起了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2］，随着社区应急管理的主下移，社区在应急管理体制中的重要性、现实意义和发挥的战略
价值也越来越大。2015 年的全球性世界减灾研究会明确提出“社区减灾”的各项重点和任务，世界各国均在
开展相关的社区减灾项目［3］。中国、美国和日本等作为受灾严重的国家，均已经成功地提出了社区层面的国
家性减灾模式［4］，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以 2007 年《关于印发“减灾示范社区”标准的通知》
（民函［2007］270 号）为标志，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

活动在我国正式推行。经过将近 10 年的发展，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标准”为核心的社区综合减
灾示范模式逐步成为我国社区综合减灾的主要模式［5］。至此，我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在经历了前期的准备

和发展阶段后，于 2018 年进入了全新阶段［6］。在 10 余年的发展中，特别是应急管理部成立后这一治理模式
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独有特点，俸锡金［5］将此类理念归为 4 个方向：
“ 政府领导、综合减灾、多样化和聚集发
展”，对于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国内学者高度关注社区的防灾减灾研究，近年来集中关注在社区灾害风险管理与评估［7－8］、社区居民灾
害认知［9］、社区灾害脆弱性研究［10］、社区灾害应急演练［11］、社区灾害响应［12］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研究进展。
但在研究的内容、角度、方法上，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在研究的内容上，对社区综合的研究多停留在经验
总结、概括性描述阶段，相关科学模型较少；在研究角度上，多是对全国范围的社区减灾情况进行研究，普遍
性强但针对性弱，我国幅员辽阔，具体到个别城市、地区，研究的可借鉴性并不强；在研究方法上，多是从宏
观进行分析论述。

文中基于 2009－2020 年京津冀地区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名单，结合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等数据，分

析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特征，探寻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质量，优化地
区防灾和减灾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京津冀地区位于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河北省三

省市，地域总面积 21.6 万 km2，占全国的 2.3%。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光热资源丰富。年

内降水量季节分布不均匀，夏季降雨集中。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京津冀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前沿阵地，2020 年常住人口 1.1 亿人，占全国的 7.8%，地区生产总值 8.6 万亿元，
占全国的 8.5%。该区域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数量众多，2009－2020 年先后有 1 275 个社区入选为中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009－2017 年“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名单数据源于民政部或国家减灾委；2018－2020 年“全国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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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示范社区”名单数据源于国家减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局；整理得到京津冀地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共 1 275 个。将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坐标通过百度地图坐标拾取系统进行标定，导入
ArcGIS10.2 软件进行处理；京津冀地区各地市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
2.2

研究方法

选取最邻近指数等相关数学方法或模型，见表 1，结合 ArcGIS10. 2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对京津冀地区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分布进行定量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因素。
表1

Table 1
具体研究方法

公式

最邻近指数［13］

R = r 1 /r E

Formula and significance of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公式释义
r1 为最邻近距离；rE 为理论最邻近
距离。

- 为平
R 为泰森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
s

CV = R/ s

变异系数［14］

具体研究方法的公式及意义

均值。

地理意义
当 R > 1 时，分布为均匀型；当 R = 1
时，为随机型；当 R < 1 时，有集聚分
布趋势。

若 33% < CV < 64%，则 综 合 减 灾 示

范社区呈随机分布 ；若 CV ≥ 64% ，
则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呈集聚分布；若
CV ≤ 33%，则 综 合 减 灾 示 范 社 区 呈

均匀分布。
地理集中

G = 100 ×

指数［15］

()

∑
i=1
n

xi

xi 为第 i 个地市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

2

数量；n 为地市个数；T 为综合减灾示

T

Y i - 50 ( n + 1 )
∑
i=1
n

［16］

不平衡指数

S=

系数

［18］

核密度分析

全局莫兰
指数［19］

100n - 50 ( n + 1 )

λ̂ h ( s ) = ∑
i=1

I=

πh4

(

(s - s )
1i

h2

2

)

n
n
n ∑∑W ij x i - x x j - x

(

i = 1j = 1

)(

(
∑
∑W ij ∑
i = 1j = 1
i=1
n

n

n

S 介于 0－1 之间，S 值越大表明不平

P i 为第 i 个区域内综合减灾示范区占

lnN

3

n 为地市个数；Y i 为各地市综合减灾

总区域总数的比重；N 为区域数量，共

i=1

n

则分布越分散。

第 i 位的累计百分比。

-∑P i lnP i

G=

［17］

xi - x

)

2

6 个。
2

)

s 为待分析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位
置；s i 为落在以 s 为圆心的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h 为半径空间范围内的第 i 个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位置。
x i 和 x j 分别为区域 i、j 中综合减灾示范

社 区 个 数 ；x 为 x 1 ,x 2⋯,x n 的 均 值 ；W ij
为空间权重矩阵；n 为空间单元数。

q 为某因子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
［20］

地理探测器

q = 1-

1

Nσ 2

Nh σ
∑
h=1
L

3

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3.1

空间分布类型

2
h

减灾示范社区分布越集中；G 值越小，

范社区总数。

示范社区数量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 衡性越高。

N

空间基尼

G 取值在 0～100 之间，G 值越大，综合

分异的影响力；σ 2h 和 σ 2 分别为评价单
元和全区域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数量
的方差；N 为研究区的评价单元数。

基尼系数介于 0～1 之间，系数越大表
明集中程度越高。

测度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凝聚状况。
λ̂ h ( s ) 值越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就
分布得越密集。
I > 0，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程度，空

间相关性呈正相关；I < 0，具有较低

的空间集聚程度，空间相关性呈负相
关；I = 0，呈独立随机分布。
q 取值范围为［0，1］，q 值越大，该因子

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分异的影
响越大。

将京津冀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经纬度导入 ArcGIS10. 2 软件，测度出最邻近距离为 1. 85 km，理论最邻近距

离为 7.6 km；最邻近指数 R 为 0. 24，该值小于 1；且检验参数 Z 值和 P 值分别为－51.65 和 0，具有较强的显著
性。由此可见，京津冀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

由于最邻近指数在测定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时的界定标准尚有分歧，文中通过测算变异系数对京津

冀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分布类型进行进一步研究［21］。运用 ARCGIS10. 2 软件生成京津冀综合减灾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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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泰森多边形，测算出泰森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 CV 值为 294. 57%，该值大于 64%，表明京津冀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呈集聚分布，进一步验证了最邻近指数的分析结果。
3.2

空间分布均衡性

3.2.1

市域分布特征
用地理集中指数来研究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分布的集中程度。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

表2

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在市域尺度的分布

Table 2

Statistics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of different

社区总数 T=1 275，地级以上城市数 N=13，测算出京

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地理集中指数 G 为

23.39，若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均匀分布，其地理集中
指数 G'为 7.68。因 G＞G'，表明在市域尺度上，京津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城市

数量/个

排位

占比/%

累计占比/%

北京市

569

1

44.63

44.63

86

3

6.75

64.24

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分布比较集中，见表 2。

石家庄市

用不平衡指数来研究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

张家口市

社区分布的均衡程度。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

秦皇岛市

区的不平衡指数 S=0.553，表明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

保定市

减灾示范社区在各市域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 1）也

唐山市

示范社区在 13 个市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结合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

廊坊市

和张家口市等地，四市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数量接近

沧州市

3.2.2

10

31

12

40

85.73

3.76

89.49

3.37

11

20

81.80

3.92

9

43

77.80

4.00

8

48

73.73

4.08

7

50

69.41

4.31

6

51

57.49

5.18

5

52

衡水市

12.86

4

55

邯郸市
承德市

2

66

邢台市

可发现，洛伦兹曲线呈明显上凸。京津冀地区综合

京津冀地区总数的 70％。

164

天津市

92.86

3.14
2.43

13

1.57

96.00
98.43

100.00

地理区域分布特征

根据京津冀地区 13 个市域各方面的差异，将京津冀地区分为冀北地区、冀东地区、冀中地区、冀南地区、

冀东南地区和京津地区六大地理区域。冀北地区包括张家口和承德两市；冀东地区包括唐山和秦皇岛两
市；冀中地区包括石家庄、保定和廊坊三市；冀南地区包括邯郸和邢台两市；冀东南地区包括沧州和衡水两
市；京津地区包括北京和天津两市。数据统计显示（表 3），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
显著差异，主要分布在京津地区、冀中地区等区域。

表3

京津冀地区五大区域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of five region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区域

总数/个

比重/%

累计比重/%

京津地区

733

57.49

57.49

109

8.55

80.00

7.76

96.00

冀中地区

图1

Fig. 1

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分布空间洛伦兹曲线
Lorenz cur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冀北地区
冀东地区
冀南地区
冀东南地区

178
105
99
51

13.96
8.24
4.00

71.45
88.24
100

根据空间基尼系数公式，计算出 G=0.7457，表明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在京津冀六大地理区域分布不均衡，

呈集中分布的态势，京津地区最为集中，占 57.49%，其次是冀中地区，占 13.96%，这两大区域分布着京津冀
地区 70% 以上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而冀北地区、冀东地区、冀南和冀东南地区四地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数量稀少，占比均在 10% 以下，分别为 8.55%、8.24%、7.76% 和 4.00%。
3.3

空间密度特征

利用 ArcGIS10.2 软件的 Kernel Density 功能对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核密度进行分析。整体

上看，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在空间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聚”的特点，分布密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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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3 个高密度中心，分别位于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境内，其中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一
带最为明显。上述高密度地区均位于或紧邻中心城区。北京和天津为直辖市、石家庄为河北省会，政治地
位高、经济基础雄厚，人口密度大，对灾害风险认识程度高。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等太行山燕山山脉周
边区域，山地面积广大、人口密度小、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分布明显低于其他区域。
3.4

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运用 ArcGIS10.2 软件测算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全局莫兰指数，并进行显著性检验。莫兰指

数 Ｉ 为 0.529＞0，检验值 Z 值为 7.650＞2.58，P 值为 0.000，表明全局莫兰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京津冀
不同地区的综合减灾示范区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空间上均趋于集聚态势，体现了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的创建具有领头作用，也说明了京津冀地区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聚集性很高。

4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影响因素分析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创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定量研究综合减灾示范区影响因素的文献不多，结

合国家减灾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标准》
（国减办发〔2010〕6 号），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在

市域行政区划基础上，分别从各地市的经济因素、人口因素、政策因素和灾害因素 4 个方面选择驱动因子。
其中，选择人均 GDP（X1）和居民可支配收入（X2）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X3）和城镇率（X4）表征区

域人口因素；人均财政支出（X5）和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X6）表征政策因素；根据《河北经济年鉴》
中 2010－2019 年受灾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X7）表征灾害风险因素。

基于京津冀地区 13 市研究尺度，以上述影响因素为因变量，基于 GeoDetector 工具的“因子探测”功能，探

讨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最终得到地理探测器对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空间分异的因子探测结果（表 4）。

驱动因子

q值

经济因素
X1
0.654 7

表4

Table 4

X2
0.661 2

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

Factor detection of GeoDetector
人口因素
X3
X4
0.467 9
0.470 2

政策因素
X5
X6
0.212 1
0.218 6

灾害风险因素
X7
0.035 8

q 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城镇率>人口密度>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人均财政支出>灾害风险等级。由此可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主要受经济和人口因素影响。
（1）经济因素

各地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数量差异与其经济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居民收入
达到较高水平，对人居环境特别是社区安全环境产生需求，对社区综合减灾基础设施要求较高，且有足够的
资金建设。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 GDP 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 q 值分别为 0.661 2 和 0.654 7，因此，京津冀
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数量多的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北京市和天津市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数量和密度遥遥领先，2020 年两市居民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 69 434 元和 438 54 元，远高于 27 136 元的河北省平均水平；2020 年人均 GDP 分别为 155 234 元和
133 581 元，远高于 48 528 元的河北省平均水平。
（2）人口因素

反映人口因素的城镇率和人口密度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 q 值分别为 0.467 9 和 0.470 2，在 7 个因子中

比较靠前，表明人口因素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分布有较大影响。社区是一定规模的人口空间聚集，是
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也便于经常开展减灾宣传教育与培训活动。人口密度大、城镇化率高的地区，一旦发
生各类灾害，损失程度较高，因此构建有效的社区防灾减灾体系既是保障区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
基础。
（3）政策因素
国家和区域对防灾减灾救灾的支持力度影响区域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表征政策因素的公共安全

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和人均财政支出的的 q 值分别为 0.212 1 和 0.218 6，在 7 个因子中排名靠后，表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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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及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区的空间分布影响不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
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区域财政投入和公共安全支出直接落实到社区的比例有限，由此决定了政策因
素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分布影响不大，因此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资金还得靠社区多渠道综合
筹措。
（4）灾害风险因素

反映灾害风险因素的受灾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 q 值分别为 0.035 8，在所有因

子中排名最低，表明灾害风险因素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分布不大。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标

准》
（国减办发〔2010〕6 号）中要求开展灾害风险评估，制定综合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因此，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申报时满足要求即可，与灾害风险等级关系不大。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09－2020 年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名单，运用 GIS 空间分析法和计量统计法，揭示空间

分布特征，首次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布局的因素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

（1）京津冀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市域尺度上，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的分布比较集中，但在 13 个市分布具有不均衡性。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
异，五大地理分区中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京津地区、冀中地区等区域。

（2）核密度分析显示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聚”的特点，在空间分

布上有 3 个高密度中心，分别位于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境内，其中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一带最为明显。
全局莫兰指数表明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区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空间上均趋于集聚
态势。
（3）地理探测器表明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主要受经济和人口因素影响，政策因素和灾害风险等级因素
对及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区的空间分布影响不大。
文中主要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区域优化配
置防灾减灾资源，合理规划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布局，提升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创建质量提供决策支
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是面上覆盖、区域引领的形式，受数据和创建工作约束，分析结果显示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中城市区占明显优势，可能与实际的防灾减灾能力的空间差异性并不完全吻合；以地市为研
究单元的针对不强，下一步可以将研究单元细化，进行深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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