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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规模？论文以京津冀为研究案例，基于结构方程构建 5 个时
段（1990、1995、2000、2005、2010 年）的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模型，揭示行政边界影响下城市
用地的扩张机理和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规模的直接影响效应不显
著；行政边界通过对经济、人口等中间要素的影响间接作用于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1990—
2010 年的 5 个时间节点，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的间接影响要素中，财政支出和非农业
人口的主导作用明显，社会固定资产、实际利用外资和职工平均工资也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和区域一体化滞后的阶段，社会固定资产是行
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重要间接要素，而在要素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实际利用外资和职
工平均工资成为构筑在行政边界和城市用地规模间不可忽视的中间要素。本研究可为京津冀
城市用地的理性扩张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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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区域协同发展备受
关注。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义为中国区
域发展的“支撑带”。同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实施的正轨。城市用地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载
体，其利用现状和扩张特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产业布局、人口迁移和跨区域合
作的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为限制城市空间盲目扩张、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城市
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探讨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作用机理，可
为京津冀城市用地的理性扩张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行政边界作为人为的抽象地理要素，是相邻国家的主权界限或微观地域高效管理
的权限界线。在我国，行政边界的内涵更加丰富。城市化进程中，产业布局的宏观政
策和户籍制度将行政边界塑造成一堵无形的高墙，阻碍了经济、劳动力和信息等要素
的高效流动，城市用地空间扩张过程受到影响。目前，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要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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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经济要素较为活跃且易于探测 [1]，成为研究的热点。
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等 [2-5]。Li 等认为人口密度和经济
是城市用地扩张的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推动因素[6]；Deng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
10%对应城市用地增加 3%，经济结构对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具有重要影响[7]；Seto 等的研
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用地的增长[8]。行政边界作为城市界限和
城市间的分割线，在阻碍经济、信息和人口等要素流动的同时对城市用地的扩张进程
产生影响。由于抽象的空间地理要素难以定量化描述，这使得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
界要素研究成为一大谜题。
20 世纪 90 年代，McCallum 基于国家边界的视角研究美国、加拿大边境地区的贸易
状况 [9]，随后，Helliwell[10-11]、Anderson 等 [12]、Head 等 [13] 和 Engle 等 [14] 分别利用“边界效
应系数”和“边界宽度”的测度方法研究一体化和市场分割等问题。虽然学者们对边
界效应的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关于边界效应的研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行政边
界引起跨区域经济行为的差异化现象。李铁立更是将边界效应细分为“屏蔽效应”和
“中介效应” [15]。随着研究的深入，城市行政边界效应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
主要从城市边界效应及其演化趋势的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边界类型和区域一体化特
征。王振波等在研究淮海经济区的省际边界效应时，将苏鲁豫皖 4 省边界划分为一体化
边界和疏远型边界 [16]。李郇等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江苏、浙江、上海边界效应的实证研
究发现，上海与江苏省的边界效应越来越小，而上海与浙江省的边界效应不断增加 [17]。
王成龙等则将边界效应引入城市用地领域，测度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
应[18]。目前，尚缺乏行政边界影响下城市用地扩张的运行机理研究。本文将城市用地的
行政边界效应界定为：行政边界的存在引起不同城市间城市用地规模的差异化现象。
因此，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单元，选取 1990、1995、2000、2005 和 2010 年 5 个
时段的相关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构建不同年份城市用地的行政边界效应模型，通过影
响效应分析揭示行政边界影响下城市用地的扩张机理和演化特征。

1 研究模型与方法
1.1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出现的
统计分析手段，被称为近年来应用统计学三大进展之一[19]。结构方程模型又被称为潜在
变量模型 （Latent Variable Models，LVM），属于多变量统计的范畴，它整合了因素分
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同时检验模型中包含的显性变量、潜在变量和误差变量
间的关系，进而获得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或总体效应[20]。
结构方程模型由两个基本模型构成：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结构模型是用来界定
潜在自变量与潜在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测量模型则界定了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的
线性关系[21]。模型的方程式如下所示：

η = γξ + βη + ζ

（1）

X = λx ξ + δ

（3）

Y = λy η + ε

（2）

式 （1） 为结构方程式，其中： β 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系数； γ 为外生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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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效应系数，也称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影响的路径系
数； ξ 为外生潜变量，且经过标准化处理； η 为内生潜变量； ζ 为 η 的残差向量。式
（2） 为内生潜变量 （即依变量） 的测量方程式，其中： Y 为内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
量； λ y 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表示内生潜变量与内生观测
变量之间的关系。式 （3） 为外生潜变量 （自变量） 的测量方程式，其中： X 为外生观
测变量组成的向量； λ x 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表示外生潜
变量与外生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ε、δ 为测量模型的残差矩阵。
1.2 研究方法
行政边界作为静态的虚拟要素，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动态变化过程？这里对行政
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运行机理提出如下假设：假设一：行政边界借助自身的属
性，直接作用城市用地规模的变化；假设二：行政边界通过影响其他要素 （人口、产
业等） 的属性，间接作用城市用地规模的变化；假设三：行政边界通过以上两种形式
共同作用于城市用地规模的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对城市用地空间
扩张影响的要素分析和京津冀城市
群城市用地扩张机理剖析，产业要
素和人口要素被归纳为城市用地空
间扩张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人
口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用地扩张的影
响 显 著 [22- 27]。 基 于 现 有 研 究 成 果 ，
选取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政治要
素作为外生潜变量，城市用地为内
生 潜 变 量 ， 构 建 指 标 体 系 如 表 1。
选取经济要素中的社会固定资产、
实际利用外资、职工平均工资、第
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
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以及社会要素中的非农业人
口，政治要素中的财政支出和行政
边界作为外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
城市用地要素中建设用地面积作为
内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基于提出
的行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运行
机理的三个假设，以行政边界为主
体，构建行政边界效应的理论模
型，如图 1。
本研究采取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ML） 对模型进行
估算，并依据观测变量的显著性关
系和模型拟合度的配适指标对理论

表 1 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外生变量

内生变量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经济要素

社会固定资产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城市用地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实际利用外资
职工平均工资
第二产业产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
社会要素

非农业人口

政治要素

财政支出
行政边界

图1

行政边界效应的理论模型

Fig.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bord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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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模拟效果最优的行政边界效应模型 （由于最大似然法要求样
本数据具有正态分布的特征，模型估算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和正态化处理）。

2 京津冀城市用地的行政边界效应模型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基于市域的研究尺度，研究范围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全部地市在内的 13 个
行政单元。1990、1995、2000、2005 和 2010 年京津冀城市用地空间分布如图 2 所示。
不同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特征各异。北京、天津扩张速度较快，城市用地规模较大，
周边地区城市用地较为分散，但城市中心区城市用地发展较快。
根据行政边界影响京津冀城市用地规模的机理假设，首先确定行政边界的本质属
性，进而定量化描述行政边界的差异。作为人为的空间地理要素，行政边界是行政单
元权限的界限，权限的大小体现为行政边界的等级属性。由于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分
为 7 级：准国级、正部级、副部级、准副省级、正厅级、副厅级和正处级，本研究将
13 个城市的行政级别划分为 3 类，并基于该属性对各类行政单元的边界进行赋值。其
中北京、天津为正部级，行政边界定义为 A 类型，赋值为 4；石家庄、唐山为准副省
级，行政边界定义为 B 类型，赋值为 2；其他城市为正厅级，行政边界定义为 C 类型，

图2

京津冀城市用地分布

Fig. 2 Spatial layout of urban lan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in 1990, 1995, 2000, 2005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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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赋值为 1 （表 2）。
外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选取了
13 个城市的 8 类指标，涉及经济、
社会等要素，具体详见表 1；内生
潜变量的观测变量选取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作为分析指标。数据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

1131

京津冀城市群行政边界赋值

Table 2 The dummy values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边界类型

城市

赋值

A 类边界

北京、天津

4

B 类边界

石家庄、唐山

2

C 类边界

张家口、秦皇岛、保定、廊坊、邢台、

1

衡水、邯郸、沧州、承德

统计资料 （2010）》、《中国人口统
计年》（1992，2006）、《河北经济年鉴》（1991，1996，2001，2006，2011）、《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1991，1996，2001，2006，2011）、《北京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1986—
1990）》、《新河北五十年 （1949—1999）》以及河北省各地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信息网站。
2.2 模型构建与评测
经过对理论模型的修正，得到 1990、1995、2000、2005 和 2010 年 5 个时间节点的
拟合模型，如图 3 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中，卡方值对样本的数据量较为敏感，样本数增加，卡方值会随之
增大；而模型的自由度也会随估计参数的数量变化而变化，这里用卡方值与自由度之
比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一般而言，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越接近于 0，模型的适配性
越好，当该值小于 5 时，认为模型的契合度较优，不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 [22-23]。另一方
面，当显著性 P＞0.05 时，即可认为模型与数据拟合适度。根据 5 个时间节点的模型参
数分析 （表 3），“卡方值/自由度”和“显著性 P”的指标均符合模型适配的标准，模型
的拟合效果较优①。
2.3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构建的拟合模型分析 （图 3），5 个时间节点的行政边界与城市用地规模的直接
相关性均不显著，行政边界通过影响其他要素的属性间接作用城市用地规模，即假设
二成立。行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主要机理可以归纳为：行政边界的屏障作用和
等级属性阻碍了经济、人口等要素的高效流动，并对行政单元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
响，从而作用于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
图 3 演示了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的演化过程。1） 1990 年，行政边界通过
城市单元的社会固定资产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影响城市用地规模，其中影响效应系数分
别达到 0.308 和 0.567 （表 4）。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社会要素
流动不活跃，社会固定资产和财政支出对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用地的扩张起到重要作
用。行政边界的等级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的财政支出能力和社会生产状况。
京津冀范围内，北京、天津的行政边界等级较高，优先发展的政策倾斜较明显，所能
获得的政策红利和发展机会多于周边城市，财政和固定资产的实力更加雄厚。这个阶
段，行政边界的等级越高，财政和固定资产影响下城市用地规模越大。
2） 1995 年，行政边界通过社会固定资产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效应已不显著，财政
支出和非农业人口成为构筑在行政边界与城市用地规模间的主要影响要素。与此同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过程中，配适指标还涉及绝对拟合度指标、增值拟合度指标和精简拟

合度指标这三大类指标中的 10 项具体指标，研究中所构建的 5 个模型的参数均通过相应判断准则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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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1、e2、e3、e4、e5、e6、e7、e8 分别表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社会固定资产、实际利用外
资、职工平均工资、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非农业人口和财政支出的残差项 （在模型调适过程
中，删除了与行政边界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相关性不显著的变量，部分残差项在模型修正过程中也被删
除）；***、**、*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0.001、0.01 和 0.05 的检验，残差项的相关性系数为修正后
的添加项，没有标注显著性水平。

图3

京津冀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模型

Fig. 3 The border effect model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1990, 1995, 2000, 2005 and 2010

时，财政支出的作用已逐渐被削弱，非农业人口因素起主导作用，效应系数达到
0.670。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主要体现在非农业人口的流
动方面。行政边界等级较高的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人口向北京、天津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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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加强。而受城市行政边界的阻
滞作用影响，优质人才和高素质劳
Table 3 The model parameters
动力从中心区向周边地区的“涓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卡方值
0.520
4.450
0.714
0.052
4.547
滴”现象不明显。另一方面，京津
自由度
1
2
2
1
2
冀地区行政边界等级较高的城市，
卡方值/自由度 0.520
2.225
0.357
0.052
2.274
城市化发展较快，农业人口向非农
0.819
0.108
0.700
0.819
0.103
P值
业人口的转化加速，为满足非农业
表 4 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
人口的承载力需求，城市区域的工
Table 4 The indirect effect of border on the urban land expansion
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面积不断增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加，城市用地规模扩大。
社会固定资产 0.308
3） 2000 年，行政边界效应的间
财政支出
0.567
0.270
0.561
0.276
接影响要素不仅包括非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0.670
0.451
0.377
0.660
还涉及经济贸易领域的实际利用外
实际利用外资
0.328
资和职工平均工资这两项要素。这
职工平均工资
0.128
一阶段，京津冀地区人口和经济的
极化现象不断加剧，行政边界等级较高的城市凭借政策红利优势，产业发展迅速；另
一方面，行政边界的“阻滞效应”使得非农业人口继续向北京、天津集聚，而中心城
市的要素“涓滴”现象尚不显著。与实际利用外资和职工平均工资相比，非农业人口
要素的主导地位明显，效应系数为 0.451。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外商直
接投资额度的增加促进了地区产业的发展，这也成为工业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因素。
而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加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人们追求更加优质的生活、居住
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和住宅用地的规模受需求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考虑到城市
用地的高成本和城市住宅相对较低的购买力，职工平均工资要素驱动下城市用地规模
增长有限，职工平均工资对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效应系数仅为 0.15，行政边界通过影响
职工平均工资推动城市用地规模变化的效应系数也仅为 0.128，是该阶段影响效应最小
的要素。这一时期，行政边界等级较高的城市凭借“政策高地”和经济增长极的优
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强；要素的汇集提高了该地区的生产效率，职工人均
工资的优势明显。
4） 2005 年，非农业人口和财政支出成为京津冀城市群行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
的主要间接要素。伴随着京津冀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化，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地区格
局进入成熟期。这一阶段，行政边界等级较高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优势明显，财政支
出能力强。这类城市不仅能满足城市居民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为地区协调
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非农业人口继续向核心
城市集聚，周边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还在继
续。由图 3 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和非农业人口对城市用地规模变化的直接影
响效应系数分别为 0.59 和 0.41，而行政边界对财政支出和非农业人口的影响效应相差不
大，这一时期，城市用地的行政边界效应主要取决于中间要素对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
程度。
5） 2010 年，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的间接影响要素仍然为非农业人口和财
政支出。行政边界对非农业人口与财政支出的影响效应分别为 0.93 和 0.95，非农业人口
表 3 拟合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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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用地规模的驱动效应 （0.71） 则要远大于财政支出要素的作用 （0.29）。与 2005
年相比，该阶段财政支出的主导作用弱化，非农业人口成为主要的影响要素。京津冀
范围内，行政边界的等级越高，城市的财政支出能力越强。以北京、天津为例，政府
对公共基础设施、居民生活保障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支出能力要强于河北省，但财
政支出对城市用地规模变化的影响有限，并且呈现效应递减趋势，行政边界通过财政
支出对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趋弱。另一方面，非农业人口对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发挥着
重要作用。作为经济活动的能动性主体，劳动力对经济活动载体的土地改造作用不可
忽视，无论是工业用地、住宅用地还是公共基础设施用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非农业
人口分布状态的影响。在该阶段，行政边界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显著。北京、天津行
政边界等级高于其他地市，政策优势明显、就业机会充足、职工平均工资较高，行政
边界范围内，劳动力不断积聚。与此同时，京津冀范围内行政边界等级较低的城市，
对劳动力吸引力不足，高素质人才流出现象明显。总体而言，行政边界通过财政支出
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能力受限，非农业人口要素则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 据 京 津 冀 城 市 用 地 行 政 边 界 效 应 模 型 的 演 化 过 程 分 析 ， 1990、 1995、 2000、
2005 和 2010 年，行政边界对非农业人口和财政支出的直接影响效应均超过 0.90，对实
际利用外资、职工平均工资和社会固定资产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但效应系数均超过
0.70。经济、人口、政策等要素对城市用地规模影响的差别较大，这也导致行政边界对
城市用地间接影响效应的效果不同。1990—2010 年这 20 a 的时间里 （表 4），京津冀城
市行政边界主要通过非农业人口和财政支出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变化。在社会经济发
展落后和城市间要素流动匮乏的阶段，社会固定资产对城市用地规模变化的影响显
著。而在市场化快速发展和要素流动频繁的时期，经济要素 （实际利用外资、职工平
均工资） 成为驱动城市用地规模变化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过程中，
财政支出和非农业人口始终发挥着主导要素的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1） 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规模的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基于行政边界等级属性构建
的结构方程模型表明，行政边界等级的高低与城市用地规模的大小并不存在直接的影
响效应关系。由于城市用地规模受城市空间范围、空间形态和地形等自然因素的限
制，城市空间规模和自然属性决定了城市用地扩张的潜力。而具有相同等级行政边界
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城市用地规模的空间扩张过程差异明显。研
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边界等级高并不意味着城市用地规模大；行政边界等级相同的
城市，城市用地规模也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以 2010 年为例，C 类行政边界的保定和
衡水两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达到 132 和 44 km2，远低于 A 类边界和 B 类边界城市的
规模；由于保定与衡水两市在城市空间范围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显著，城市
用地规模间的差距同样不可忽视。而 A 类行政边界的北京市，2010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
达到 1 186 km2，是保定市的 9 倍、衡水市的 27 倍，两类行政边界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的
浮动范围巨大。
2） 行政边界通过对中间要素的影响间接作用于城市用地扩张过程，在结构方程模
型中体现为行政边界的间接效应。运行机理可以归纳为：行政边界的屏障作用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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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阻碍了经济、人口等要素的高效流动，对行政单元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
响，从而作用于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
3） 1990—2010 年的 5 个时间节点，在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的间接影响要
素中，财政支出和非农业人口的主导作用明显，同时，社会固定资产、实际利用外资
和职工平均工资也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模拟结
果 ， 行 政 边 界 通 过 影 响 财 政 支 出 调 节 城 市 用 地 规 模 的 间 接 效 应 分 别 为 0.567 （1990
年）、0.270 （1995 年）、0.561 （2005 年） 和 0.276 （2010 年）；其中 1990 和 2005 年的主
导优势明显。非农业人口作为间接要素的行政边界效应系数分别为 0.670 （1995 年）、
0.451 （2000 年）、0.377 （2005 年） 和 0.660 （2010 年）；其中，1995、2000 和 2010 年的
主导作用显著。不同时期，其他要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市场化和区域一体化滞后的阶段，社会固定资产是行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重要
间接要素；而在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实际利用外资和职
工平均工资成为构筑在行政边界和城市用地规模间不可忽视的中间要素。
理性控制京津冀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需要充分把握行政边界要素的作用。作为城
市群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城市的用地扩张不仅是城市边界范围内的封闭过程，更是城
市间跨越边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行政边界通过影响要素的流动间接作用于城市用地规
模的增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高效调配要素流
动，合理布局城市产业，间接推动城市用地的理性扩张。同时，根据城市发展阶段的
特征，通过明晰城市用地扩张主导要素的作用过程和分布特征，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
界，运用政府调控机制限制城市用地的盲目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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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Border Effect of Urban Land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Case Stud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WANG Cheng-long1,2,3, LIU Hui1,2, ZHANG Meng-tian1,2,3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How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influences the urban land-use scale? Quoting the
study cas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we build the border effect model of urban
land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model, we select
economic factors, industry factors, population factors, the administrative elements and urban
land as the latent variables, then the fitted models ar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indexes 

values of the year 1990, 1995, 2000, 2005 and 2010. Based on the built model, the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under the border effect is reveal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has no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the urban landuse scale; secondly,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has in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the indirect effect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factors, population elements and
other factors;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measuring values at five time nodes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the financial expenses and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indirect influe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urban land in BeijingTianjin- Hebei agglomeration. The social fixed assets, the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average wag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final but not
the least point is that the social fixed assets is a pivotal indirect element whe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n the low-level, while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average wages cannot be denied in the urban land-use border effect
whe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lements flow is frequent and efficient. Based on this study,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an be provided for rational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and delineation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urban l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Beijing-Tianjin-Heb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