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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以我国水果生产第一大省——陕西为研究区，以省级示范社表征高质量合作社，探究在

果业领域和县域尺度显著影响其发育的因素及其作用，为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方法］ 文章筛选
出 429 个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不平衡指数和探索性回归、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
回归等方法，挖掘样本数量的空间分异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结果］（1） 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分
布的县际不平衡和同类地理集聚现象明显，与其主营果品生产的基地县和优势区高度耦合，体现出产业规
模因素的影响；（2） 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户均果园面积、省级示范社总数、到西安市中心距离和人
均耕地面积 5 个自变量，构成了解释县域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最优变量组合。其间尤其是前者与
后三者分别交互作用后产生的非线性或双因子增强效应，而非各变量的独立和直接作用，是形成高质量合

作社数量县际差异的主要驱动力；（3） 影响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各因素效应均具有程度不等的空
间变异，在不同县份的作用强度甚至方向都有差别。［结论］ 为促进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在县级层
面，应综合施策，推动果业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适度扩大和质量提升，引导其牵头组建合作社并与后者协同
发展；在省级层面，应着重考虑各地土地资源禀赋和果农经营规模的差异，分县指导、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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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在衔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带贫增收、振兴乡村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一直

是我国各级政府扶持的重点，正处在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以示范社这一合作社高质量
发展的典型代表为引领，以点带面、由点到面，在县域范围整体推动合作社发展质量提升，创建一批合
作社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成为目前政策的着力点[1]。在此背景下，有若干科学问题亟待回答：高质量专业
合作社的发育即其数量在县际间是否有差异？如有，在县域尺度显著影响高质量专业合作社发育的因素
有哪些？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县级层面应怎样施策以促进更多的高质量专业合作社形成？上述问题
的准确解答可为整县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提供路径指引。为此，需要重视合作社作为经济地理要素的属
性[2]，探究其县际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证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分布具有空间
异质性特征[2-3]，受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区域经济和农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且其分布特征及成因的
类型差异明显，因所属农业部门和生产经营农产品的不同而异[4-7]。为此，需聚焦某一类专业合作社展开
深入分析。并且，既有研究虽已涉及省域、市域、村域等多个尺度[4-6]，但县域尺度的探讨仍是缺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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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一级正是当前政策实践的重点。
进而言之，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三农”研究最重要主题之一的同时[8]，关于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的研究成果却鲜见[9]。学界主要还是着眼于合作社作为互助性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农村
社会治理创新载体的属性，或关注其本质规定、本土实践及类型分异[10-12]，或评析其经营模式和绩效[13-14]、
服务功能和水平[15-16]，或探讨其与村“两委”等治理主体及乡村治理的关系[17-18]。上述研究的价值明显，
但仍需面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要求，进一步拓展合作社研究的内容。鉴于此，针对研究不足和现实需求，
文章以省级示范社表征高质量合作社，以我国水果生产第一大省——陕西为研究区，聚焦果业专业合作
社，在县域尺度开展定量分析。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鉴于“空壳社”“翻牌社”“休眠社”在现实中的大量存在[19]，为真实并精准反映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

社的发育，从经省级部门联合评定小组认定公布且截止 2020 年底仍监测合格的 1 119 个陕西省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中选取研究样本。基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示范社名称及主要产品等信息，借助企查查等企

业信息查询工具和高德地图坐标拾取器，结合通讯和实地调查，筛选出 429 个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作为
研究样本，并确定和核实了其空间位置和主营果品。借助 ArcGIS10.2 软件，在矢量化的陕西省 DEM 图上
对样本的分布进行可视化表达 （图 1）。

该文底图通过对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网站 （http://snsm.mnr.gov.cn） 提供的 1∶120 万陕西省标准地图

进行人工数字化得到。地形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 提供的 SRTM
90m DEM 数据；距离数据借助 ArcGIS 中的邻域分析工具得到；社会经济属性数据中，省级示范社及果业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网站 （http://nyt.shaanxi.gov.cn），法人单位数和水果产量

数据来源于 《陕西统计年鉴—2020》，人均 GDP、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
于 2019 年各市 （县、区）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果园面积等其余数据来源于 2019 年出版的陕
西省各设区市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该文在刻画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空间分异性时，

应用了不平衡指数和定点符号法、分级比值法等，其中前者
可表征合作社在县域尺度分布的均衡程度[2]，取值为 0~1，若

值为 0 表明其在全省各县份平均分布，若值为 1 则表明其全部

集中在一个县份；后两者则是专题地图点状和面状要素的表
达方法，在研究中用以制作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类型分布
图和数量县际分异图。
除上述方法外，该文主要是对探索性回归、地理探测器

和地理加权回归 3 种空间关系建模工具的组合应用。对选取的
变量和使用的方法说明如下。
1.2.1

变量选取
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经济组织和经营服务主体属

性，以及其发展的产业根植性、市场依赖性特征，在梳理合
作社分布成因研究所得结论的基础上[4-7]，从组织发育、果业

生产、农业发展和市场需求 4 个维度选取 15 项指标为自变量

图1

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空间分布

（表 1），以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 （X0） 为因变量，在县域尺度进行定量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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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类型

名称及编码

组织发育

解释变量说明
计算方法

单位

法人单位数（X1）

由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万个

省级示范社总数（X2）

据相关名录统计和筛选得到

个

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X3）
果业生产

水果产量（X4）

个
由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果园面积（X5）
农业发展

户均果园面积（X6）

果园面积/乡村户数

人均耕地面积（X7）

年末常用耕地面积/乡村人口

农业增加值（X8）

由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农业生产结构（X9）

农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农业经济比重（X10）

农业增加值/GDP

人均 GDP（X11）

市场需求

由统计年鉴或公报直接获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X1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3）
到所在市中心距离（X14）
到西安市中心距离（X15）

标准差
0.854

+

5.103

5.706

+

6.036

16.091

21.753

hm /户

0.204

0.285

2

hm2/人
亿元
%
%

万元

1.053
0.125

12.833
65.467
10.527
5.976

1.253
0.105
9.119

19.767

8.055
4.139

%

54.835

16.891

km

56.559

31.519

km

属性

0.540

10.458

万t

万 hm2

万元
ArcGIS 邻域分析

均值

3.283

174.484

0.519

122.047

+
+
+
+
+
+
+
+
+
+
-

（1） 组织发育因素。既有成果忽略了相关组织和主体发育状况对特定类型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故该

文以法人单位数、省级示范社总数和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 3 个变量表征其作用。合作社本质是一种组

织方式[11]，且在我国更多地表现为兼有企业和共同体性质的社会经济组织[20]，因此，研究假设区域的法人
单位数即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数量与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正相关。再者，研究样本是省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的一类，故后者数量表征的合作社规范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整体水平对果业专
业合作社的发展肯定也有积极影响。此外，合作社与同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在国内外实践中
都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21]，存在互补效应[22]，因此，研究假设两者在果业领域的发展亦呈正向关联。
（2） 果业生产因素。围绕特定农产品生产而在当地形成的产业规模是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产业基础，
农户的专业化生产初具规模是合作社发展的组织基础[23]。相关研究也证实，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区域，
合作社的数量较多[24]，即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与规模化水平之间存在紧密关系[2]。因此，以水果产量、
果园面积和户均果园面积分别表征果业生产和果农家庭经营两个层面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研究假设
以上变量对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育均有促进作用。
（3） 农业发展因素。研究发现，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相对更为缺乏抵抗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更有寻求互助合作的内生动力[25]，因而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抑制小农户的联合和合作社的发展[4]。与之
相异，农业经济水平及其在区域经济中重要性的提升对合作社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5,24]。因此，该文分别

以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增加值、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经济比重 4 个变量表征农业的资源禀赋和产业规模、
结构、地位，假设前者和后三者分别与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呈负向和正向关联。

（4） 市场需求因素。理论上，某县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居民收入越高，越接近大城市等
具有更大容量的市场，对其水果等鲜活农产品的需求规模就越大、消费能力就越强且越会注重品质，因
而有利于合作社等更具生产规模和品牌竞争优势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针对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的实
证分析证明城镇化发展对合作社创建确有促进作用[26]；关于京津冀地区的案例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和人均
收入水平是正向影响合作社发展的显著性因素[5]。因此，该文分别以人均 GDP、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到所在市中心距离、到西安市中心距离 5 个变量表征消费需求和市场区位，假设前
三者和后两者与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分呈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
1.2.2

方法组合

（1） 探索性回归。探索性回归 （exploratory regression, ER） 是一种数据挖掘工具，通过普通最小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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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对全部备选自变量的所有可能组合进行评估，选定能对因变量做出最佳解

释的回归模型[27]。经多次试验和咨询专家，在模型诊断条件中指定解释变量的最小和最大数量为 2 和 10，
可接受的最小校正 R2、最大系数 P 值、最大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最小 Jarque-Bera P 值、最小空间自

相关 P 值分别为 0.5、0.05、7.5、0.1、0.1。模型输出结果后，根据校正 R2 和 AICc 值判断并选出性能较好

的若干模型。进而，通过变量显著性和多重共线性分析，明确关键解释变量。最后，综合模型诊断和变
量分析结果，确定最优模型及解释变量组合。
（2）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既可挖掘地理对象的空间分异性及其背后驱动力，亦能精准度量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即 q 值[28]。其较之一般统计量检验力 （power） 更好，可强烈提示因果关系，且能探测
双变量间真正的交互作用[29]，因此该文主要利用其揭示探索性回归所得解释变量的作用强度和方式，在分

析中运用了 GeoDetector 软件全部 4 个模块中的 2 个。即借助因子探测器模块，明晰影响高质量合作社发育

的变量的显著性及解释力；利用交互作用探测器模块，进一步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具有交互作用及其交互
作用类型和效应。上述探测结果均用统计量 q 值表示，计算公式为[29]：

∑N σ
L

q = 1-

h=1

h

2
h

（1）
Nσ 2
式 （1） 中， L 为因变量或自变量的分层； N 和 N h 分别为研究区和第 h 层的空间单元数； σ 2 和 σ 2h 分别
为研究区因变量和第 h 层变量的方差；q 值范围为[0，1]，越大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异性的解释力越
强，反之亦然。

（3） 地理加权回归。地理加权回归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是基于局部光滑思想提

出的空间回归方法，通过将数据的地理位置嵌入回归方程中，能反映空间关系的局部变化，可构建出拟

合性能更优的回归模型[27,30]。之所以不直接采用 GWR 模型进行归因，一方面是因其缺乏较强的诊断性[27]，
需与能有效挖掘和探测解释变量的其他回归方法组合使用；另一方面是因需通过 Koenker(BP)统计量的 P
值，检验研究区中各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系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非稳态特征，从而判断研究是否
适合进行局部空间回归分析。GWR 模型的公式为[27]：
y i = β 0 ( u i，v i ) + ∑β j ( u i，v i ) x ij + ε i
k

j=1

（2）

式 （2） 中，y i 为采样点 i 的因变量值；β 0 为截距，( u i，v i ) 为采样点 i 的坐标，β 0 ( u i，v i ) 为采样点 i 的常

数项；x ij、β j ( u i，v i ) 分别为采样点 i 的第 j 个自变量及其系数；ε i 为随机误差项；k 为自变量个数。经比较，
研究选定“自适应”核类型和修正的赤池信息准则 （AICc） 进行 GWR 分析。运算结果中，校正 R2 反映模
型拟合优度；条件数大于 30 时表明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不稳定。

2
2.1

结果与分析
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县际分异特征
统计各县 （市、区） 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及其占全省总数的比重，算得不平衡指数为 0.557，

表明其在县域尺度分布不均，数量在县际之间有明显差异。进而制作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和类型
分布专题地图 （图 2、3），对其分异格局特征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

（1） 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多于全省平均值 （4.009） 的 32 个县份中，有 28 个都是陕西省果业基

地 （主产） 县，可见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与生产的规模化水平密切相关。不仅整体如此，分类来看，
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的分布也与其主营果品的主要种植区和传统优势区高度耦合。结合图 1 可知，主营

苹果与猕猴桃两大陕西果业拳头产品的高质量合作社几乎全在世界最大的苹果集中连片栽培区域——渭
北黄土高原与全球最大的猕猴桃集中产区——秦岭北麓山前冲积扇和渭河南岸地区；主营枣的 30 个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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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合作社均地处中国枣树的起源地——陕北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和关中渭河流域鲜食冬枣基地；主营梨的

11 个高质量合作社大多位于以蒲城县为中心的渭河以北河谷台地白梨优生区；主营柑橘与石榴的高质量
合作社则分别都在中国最北缘的柑橘产地——汉中盆地中部与栽培石榴最早的产区之一——西安市临潼
区。此外，同时种植多种水果、主导产品不明确的 43 个高质量合作社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反映出城市居
民果品消费需求多样化特征的影响。

图2

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县际分异

图3

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类型分布

（2） 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为 0 即其未有发育的县份有 20 个，除西安市主城区所在的“城五区”

外，主要分布在以“药、菌、桑、茶、畜”等产业为主导和特色的陕南地区。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
量在 10 个以上的县区有 10 个，其中白水县 （26 个）、洛川县 （12 个） 和礼泉县 （12 个） 已荣获“中国苹

果之乡”称号，眉县 （16 个）、蒲城县 （15 个）、富平县 （14 个）、大荔县 （13 个）、合阳县 （11 个） 也分
别享有“中国猕猴桃之乡”“中国酥梨之乡”“中国柿乡”“中国冬枣之乡”“中国红提之乡”美誉，生产
相应果品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都很突出，均形成了知名度较高的果品区域公用品牌，洛川苹果、大荔
冬枣、眉县猕猴桃还已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杨凌区 （15 个） 作为“中国农科城”——杨凌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所在地，是全国现代农业发展高地和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宜川县 （13 个） 不仅位于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也是陕西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示范县，果业发展和
合作社整体发育水平都较高。
2.2

县域高质量合作社发育影响因素的探索性回归
为构建最优模型，在 ArcGIS 中将自变量的最大和最小数量参数设定为 10 和 2 后，进行探索性回归。

结果显示如下。

（1） 通过检验 （校正 R2＞0.5，VIF 值＜7.5，JB＞0.1，SA＞0.1） 的合格模型共有 32 个。根据 AICc 值

最低和校正 R2 最高原则，从中优选出 5 个运行状况较好的模型 （表 2）。备选模型的 AICc 值都在 170 以下，
性能较好；校正 R2 均在 0.69 以上，表明其都能解释因变量中至少 69% 的变化。

（2） 15 个备选变量中，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省级示范社总数、到西安市中心距离、水果产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户均果园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的显著性更强且具有稳定的变量关系，是关键
解释变量 （表 3）。但需注意的是，关键变量中水果产量和户均果园面积 2 个变量的 VIF 值均大于 7.5、冲
突多，两者的作用相同、存在近似共线性，在建模时应只选择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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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 5 个备选模型的各项诊断值及对关键解释变量的包含情况，判定模型Ⅰ最佳。比较而言，模

型Ⅱ、模型Ⅳ和模型Ⅴ中均包含了并非关键变量的预测因子如农业生产结构 （X9）、法人单位数 （X1）；模

型Ⅲ和模型Ⅰ中后者 AICc 值更低、校正 R2 更大，是更为理想的回归模型。该最优解释变量组合由省级示
范社总数 （X2）、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 （X3）、户均果园面积 （X6）、人均耕地面积 （X7）、到西安市中

心距离 （X15） 构成，涉及了研究假设相关的全部 4 个维度，但未包括反映农业产业发展和当地市场需求的
变量。

表2

备选模型及其诊断值
AICc 值

校正 R2

166.219

0.692

模型编号

模型构成

变量数量（个）

模型Ⅰ

X2+X3+X6+X7+X15

5

159.596

0.711

X2+X6+X7+X13+X15

5

164.096

0.698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Ⅴ

X2+X3+X6+X9+X15

5

X1+X2+X3+X6+X9+X15

6

X2+X3+X4+X9+X13+X15

164.278

6

166.981

VIF 值

0.694

SA

0.217

0.537

3.997

0.126

0.530

2.969

0.702

JB

3.756

0.211

2.984

0.119

4.864

0.545

0.858
0.459
0.243

注：表 2 中模型均已通过 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AICc 是修正的赤池信息准则，校正 R 是校正后的模型拟合度，VIF 是最大方差膨胀

因子，JB 是 Jarque-Bera P 值，SA 是全局空间自相关 P 值

表3
变量名称及编码

到西安市中心距离（X15）

冲突

协变量

0.00

2.11

0

—

0.23 99.77

3.26

0

—

水果产量（X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3）
户均果园面积（X6）
人均耕地面积（X7）
农业生产结构（X9）
果园面积（X5）
农业增加值（X8）
到所在市中心距离（X14）
人均 GDP（X11）

法人单位数（X1）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X12）
农业经济比重（X10）

2.3

100.00 100.00
83.64

变量显著性和多重共线性分析
VIF
值

显著
正数 负数
性（%） （%） （%）

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X3） 100.00 100.00
省级示范社总数（X2）

2

0.00

3.37

0

—

68.41

96.83

3.17 34.49 10 815

X（100.00）
、X（93.11）
、X（32.88）
、X10（28.96）、X（26.29）
、X（0.14）
5
6
9
7
8

56.51

89.01 10.99 36.14 10 414

X（100.00）
、X（93.11）
、X10（29.51）、X（28.64）
、X（26.07）
、X（0.21）
5
4
9
7
8

20.31 79.69 12.93

X（67.91）
、X（32.88）
、X（29.71）
、X（28.64）
、X10（19.35）、X（0.11）
7
4
5
6
8

60.41
54.43
42.22
40.79
22.96
19.94
14.61
11.71
10.92
9.79

99.09

0.91

2.96

11.37 88.63 14.10

0

5 346
5 863

—
X（67.91）
、X（26.64）
、X（26.29）
、X（26.07）
、X10（17.02）、X（0.11）
9
5
4
6
8

59.98 40.02 60.64 10 896 X（100.00）
、X（100.00）
、X（29.71）
、X10（29.29）、X（26.64）
、X（0.21）
4
6
9
7
8
81.78 18.22

7.76

15

X（0.21）
、X（0.21）
、X10（0.21）、X（0.14）
、X（0.11）
、X（0.11）
5
6
4
7
9

16.63 83.37

4.04

0

—

0

—

22.55 77.45
73.14 26.86
80.49 19.51

1.99
5.31
5.37

34.77 65.23 14.39

0

—

0

—

6 053

X（29.51）
、X（29.29）
、X（28.96）
、X（19.35）
、X（17.02）
、X（0.21）
6
5
4
9
7
8

县域高质量合作社发育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
如前文所揭示，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的空间异质性明显。为此，在选定解释变量组合后，应

用驱动力分析的有力工具——地理探测器探究该现象背后成因的作用强度及方式。因该工具的运行机制
要求输入的自变量为类型量，故先采用 Jenks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 5 个解释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进而借
助因子探测器模块加以分析。

探测结果显示 （表 4），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省级示范社总数、户均果园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

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到西安市中心距离通过了 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明了所选变量的有
效性。上述显著性因子中，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和省级示范社总数的 q 值相对更高，分别能解释陕西
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空间分异的 49.2% 和 39.5%，是合作社数量县际差异的主导影响因素。综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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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域尺度上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育主要是受果业家庭经营主体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质量
的影响，与土地资源禀赋和经营规模、市场区位等因素也有一定关系。
表4
因子
省级示范社总数（X2）
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X3）
户均果园面积（X6）
人均耕地面积（X7）
到西安市中心距离（X15）

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

省级示范社总数
（X2）

果业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数（X3）

0.723

0.492

0.534

0.704

0.395**
0.679
0.555

0.723

**

户均果园面积
（X6）

人均耕地面积
（X7）

到西安市中心距
离（X15）

0.677

0.704

0.715

0.679

0.677

0.213**

0.715

0.438

0.326

0.534
0.326

0.143**
0.275

0.555
0.438
0.275

0.049**

注：表 4 中对角线处未填充颜色的数值分别为研究选定的 5 个解释变量的 q 值，*、**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显著；红色和蓝色填

充分别表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等因子交互作用效应的类型，两者的判断依据分别为 q(X1∩X2)＞q(X1)+q(X2)、q(X1∩X2)＞max(q(X1),q(X2))

鉴于各因子对高质量合作社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可能并

非是独立作用，进一步运用交互作用探测器模块，对 5 个显

著性因子间的关系进行评估 （表 4、图 4）。结果显示，因子

两两之间均存在交互作用，其交互后的 q 值均比各自单独作
用时明显提高，表现出非线性或双因子增强效应。可见，陕
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的县际分异性是由影响因素的耦
合作用引致，不是各因素直接和独立作用的结果。
（1） 从交互作用效应的类型来看，到西安市中心距离的

图4

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定量表达

解释力虽然最弱，但能起到明显的协同作用，其与其他 4 个显著性因子交互后产生的均是“1+1＞2”的非

线性增强效应；省级示范社总数和户均果园面积、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和人均耕地面积两两交互后
产生的也是非线性增强效应，但前两者任意之一与后两者任意之一交互后产生的则都是增效作用稍逊一
筹的双因子增强效应。
（2） 从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来看，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与省级示范社总数、到西安市中心距离

和人均耕地面积 3 个因子交互后的 q 值分别为 0.723、0.715 和 0.704，解释力均高达 70% 以上。可见，前者

与后三者的协同作用而非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和省级示范社总数两大主导因子本身，才是高质量果
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县际差异现象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2.4

县域高质量合作社发育影响因素的局部空间回归
研究选定模型 OLS 回归结果中 Koenker(BP)统计量的 P 值小于 0.001，显示其表现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

非稳态，即模型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需要也适合再引入 GWR 模型进行局部空

间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决定系数 R2 和校正 R2 分别为 0.884 和 0.825，拟合度高；条件数为 7.563~
13.880，小于 30，意即变量间不存在局部多重共线性，再次证明了探索性回归所建模型的性能上佳。对模

型残差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到 Moran's I 指数为-0.059、P 值为 0.355，说明残差的空间聚类不具有统
计学上的显著性，模型不缺少关键解释变量。

进一步对 GWR 模型中的回归系数进行可视化表达 （图 5），发现 5 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强度都呈

现出空间非稳态特征，但变化程度不一，所呈格局各异。

（1） 省级示范社总数与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在所有县份都呈正相关，两者间的关系在空间上

有一定变化 （回归系数为 0.053~0.839）。前者效应水平的空间分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农产品类型的地域差
异有关，影响在渭河以北的黄土残塬沟壑区最为显著，并由此向陕西南、北两端梯次减弱，体现出鲜明
的地带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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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的回归系数为-0.043~0.664，波动略小于同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素的
省级示范社总数。其影响在富县、洛川县、黄龙县和黄陵县外的其他县份均为正向，表明同一农业部门
内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对高质量合作社的发育亦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该作用在汉中和安康的 19 个县
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3） 户均果园面积效应的空间变异较为显著 （回归系数为-0.108~2.023），在陕西东南部的商州、洛

南、丹凤、商南、山阳、柞水、临渭、华州、华阴和潼关等 10 县 （市、区） 作用最强。其影响以正向为

主，仅对汉中市的 8 个县区有抑制作用，显示在大多县份推进果业规模化生产，都能助力高质量果业专业
合作社的发展。

（4） 人均耕地面积回归系数的变化明显 （-1.717~1.511），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在 5 个因素中最强。其对

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影响在陕西省 70% 以上的县份都为研究假设的负向，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发
生在县域人均耕地资源基本都不足 0.1hm2 的秦巴山区尤其是安康市西部。

（5） 到西安市中心距离的回归系数为-0.020~0.030，波动明显小于其他 4 个影响因素，效应的空间差

图5

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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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小，与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在全省 3/4 以上的县份均呈现为弱负相关。其作用表现为正向的县份
主要分布在大西安都市圈以北 160km 范围内，尤其是咸阳市。

3
3.1

结论与讨论
结论
该文在明晰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应用探索性回归、地理探测

器和 GWR 方法建模分析，揭示了在县域尺度影响高质量合作社发育的显著性因素及其作用的交互性和空
间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1） 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分布的县际不平衡和同类地理集聚现象明显，与其主营果品生产
的基地县和优势区高度耦合，体现出产业规模因素的影响。除果园经营规模外，县域高质量果业专业合
作社的发育还与果业家庭经营主体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质量有强关联，也受到土地资源禀赋和市
场区位的一定影响。
（2） 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户均果园面积、省级示范社总数、到西安市中心距离和人均耕地面

积 5 个自变量，构成了解释县域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最优变量组合。其间尤其是前者与后三者分

别交互作用后产生的非线性或双因子增强效应，而非各变量的独立和直接作用，是形成高质量合作社数
量县际差异的主要驱动力。
（3） 影响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各因素效应均具有程度不等的空间变异，在不同县份的作用
强度甚至方向都有差别。在提升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时，应着重考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和果业家庭
经营规模的不同，分县指导、精准施策。
3.2

讨论
基于研究结论，针对如何促进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育，提出以下建议。
（1） 首先，规范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向果业家庭农场流转，推动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适度扩大和发展

质量提升，鼓励家庭农场尤其是各级示范家庭农场牵头组建合作社，统筹推进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
质量发展。其次，鉴于影响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且可产生增强效应，因此，在县级层面应综合施策、整
体实施，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上述政策措施间的协同作用。
（2） 经济地理现象的复杂性往往导致影响因素不是独立、均匀发挥作用，因而不论是解析现象背后
的机理还是提出对策建议，都有赖于对影响因素作用交互特征和空间非平稳性的清晰认知。该文通过对
探索性回归、地理探测器和 GWR 模型 3 种方法“扬长避短”的组合运用，初步解决了此问题，既为同类
研究提供了参考，也为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动力机制构建等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3） 囿于县级数据的可获性，果业增加值、果业从业人员数等或许会影响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
育的因素未能加以考虑，因而可能制约了所建模型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同时鉴于农业生产地域分异和部
门差异特征的突出，今后应基于地理单元或聚焦特定产业、产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比较，以期全面掌握
高质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发育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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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TTRIB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FRUIT
INDU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COUNTY AREA *
——BASED ON THE DATA FROM PROVINCIAL DEMONSTRATION
COOPERATIVES IN SHAANXI PROVINCE
Rui Yang1，2，Yang Yuhua1，Han Jing1，Zhao Simin1※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2. Shaanxi Institute of Provincial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this research takes Shaanxi

province, the largest province of fruit production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area, uses provincial demonstration
cooperatives to characterize high quality cooperatives, and then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in the fruit industry and county scale. A total of 429 high quality fruit indu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and many methods were comprehensively used to

find ou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ample number and its driving forces, such as unbalance index, exploratory
regression, Geodetector,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emerged from the study. (1)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fruit indu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Shaanxi province had obvious imbalance in county scale and homogeneous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which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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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coupled with the base counties and superiority areas of the main fruit production, reflecting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cale factor. (2) Five independent variables, namely, the number of provincial demonstration family farms,
the per household orchard area, the number of provincial demonstration cooperatives, the distance to the center of
Xi'an and the per capita cultivated area constituted the optimal variable combination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fruit indu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the county. In particular, the non-linear or two-factor
enhancement effects pro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provincial demonstration family farms and
the latter 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rather than the independent and direct effect of each variable, we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county-level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high quality cooperatives. (3) The
effects of various factors that 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fruit indu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all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their action intensity and even direction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fruit indu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at
the county level, comprehensive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promote the management scale moderate
expans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fruit industry family farms. In addition, the policies also should guide
them to take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s and to have a coordinate development with cooperativ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differences in land resources endowment and farm management scale should be emphatically
considered to guide different counties to implement policies precisely.
Keywords high quality cooperatives；fruit industry；influencing factors；county area；Shaanxi province



·书评·

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评 《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研究》
艺术，为乡村振兴打开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它能
够充分挖掘并保留乡村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它
能够依托数字技术推动乡村重点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由吉林美术出版社于 2019 年 1 月出版发行、

王艳妃执笔的 《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研究》 一书，
是近年来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的可喜成果之一，该
书系统全面地对数字媒体艺术理论及应用进行了
详细讲解，对探究数字媒体艺术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发挥重要作用。

全书共 8 个章节。其中，第一章简述了数字媒

体艺术的界定及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美不美、农民

章介绍了数字媒体艺术的传播模式、审美价值和

富不富、农业强不强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形式语言；第三章叙述了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

设成就的重要标准。需要认识到的是，乡村振兴

术的影响；第四章至第八章分别就数字平面设计

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文化的振兴、生态的振

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音乐艺术和动画艺

兴，应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术展开了全面讲解。该书站在理论研究的前沿，

乡村振兴注入动力，守住绿水青山，将乡村建设

着力分析数字媒体艺术的实际应用，为我国数字

成为广大农民的美丽家园。吸收了艺术学、传播

媒体艺术的长远发展带来有益思考及借鉴。

学、现代科技等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数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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