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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最邻近距离、
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
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 12 省份的 714 个开发区基础数据，

理空间分析法，对 1993—2015 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

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
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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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圈为依托的
“多级集聚”
的演变规律。
（2）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
加的态势，
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
（3）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
省级开发区，
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产业，
各类
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
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
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
各类型产
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
聚、
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
实现
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开发区；时空演化；主导产业；中国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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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开发区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引进

也是产业布局的主要空间载体，研究开发区空间布

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增加出口的重要空间载体，对

局演化过程和产业特征，对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经

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济发展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984 年，

［1－3］

中国在沿海城市设置首批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区建设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经验理

1988 年，省级地方政府批准设立地方开发区，随后

论、区位选择、政策导向问题。蒙吉军［5］深入分析了

全国各地出现“开发区热”，呈现井喷式增长［4］。30

中国开发区的规划机制、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认

多年来，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作为产业集群的载

为其是开发区利用的三重机制；张晓平［6］提出开发

体，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加显著。在中

区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政策作用力、市场作用

部及东部地区开发区取得成功后，西部地区在西部

力以及社会文化作用力，对开发区发展的认识不能

大开发的带动下设置大批开发区，对促进区域经济

仅停留在政策作用层面。近年来，随着开发区相关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造成部分地

机制体制逐渐成熟，学者们研究视角逐步发生变

区为发展工业、促进地方经济，批准设立大批缺乏

动，更多关注开发区产业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内容。

合理规划布局的各类开发区。导致开发区空间开

张诗雨等［7］认为国家级开发区正在进入产业转型与

发秩序混乱、资源浪费、产业结构趋同等现实问题

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应该正确调整政策、合理布

较为显著，与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相违背。

局产业、实现产业转型；朱彦恒等［8］阐述中国经济技

开发区不仅在区域经济增长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术开发区产业发展机理，指出开发区产业发展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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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于杰、陈波涛、高文欢［9－11］分别对济南高新
技术开发区、丹徒经济开发区、临沂经济技术开发
区进行了产业发展研究，提出产业集群培育建议及
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李力行等［12］认为要加强开发

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
区、其他类型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分为 3 类，分别为：
省级经济开发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省级特

区与当地经济的紧密结合，对开发区产业结构进行
适时调整。高超等［13］研究沿海地区开发区空间格

色工业园区。文章主要针对国家级及省级开发区

局及产业演化，得出沿海地区开发区空间演化规律
为“多中心集聚”向“单中心集聚”转变，产业演化差

研究基础数据来源于 1993—2015《中国开发

异较为显著。
综合以往研究可知，学术界已重视对开发区空
间格局演变的研究，但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对开
发区的总体布局进行研究，没有将国家级及省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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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开发区分为 6 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两大类，
不再具体细分各类型。
区统计年鉴》、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
（简称《目录》）、各省相关开发区官方网站
及历年统计年鉴。最终选定西部地区 121 个国家
级开发区和 593 个省级开发区，数据属性信息包

发区的产业区别来进行研究，且对开发区产业特征
研究较为不足。研究区域而言，关注点多集中在全

括开发区名称、成立年份、建成区面积及主导产业

国、沿海、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重视度不够。鉴于

行矢量化处理，得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分布

等数据。利用经纬度坐标信息对 714 个开发区进

此，本文选取西部 12 个省份的经济开发区为研究对
象，运用 1993—2015 年间开发区统计数据，拟采用
空间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

图（图 1）。

变化及产业布局特征。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的战略背景下，以期为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
结构优化及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布一般有随机、均匀、凝聚等三种类型。测度西部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化测度其空间分布类型。基本原理：计算出每个点
其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 ri，求取平均值 ri ，表示邻近

1. 1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 年版）》，

距离的平均最邻近距离。当研究区域中点为随机

图1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最近邻指数

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

地区开发区的空间分布类型时，选用能直观表达点
状目标分布类型的最邻近距离和近邻点指数，定量

分布状态时，
理论最邻近距离 rj 的计算公式为：

审图号：GS(2016)1600 号

西部开发区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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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
2 n/A 2 D
式中：rj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 为研究区的面积；n 为
rj =

点数；D 为点密度。点状要素在随机、均匀和凝聚这
三种分布类型中的理论实际距离，均匀分布的理论
最邻近距离数值最大，随机分布次之，凝聚分布的
数值最小。
最邻近指数 R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
距离的比值：
R=

ri
rj

（2）

当 R=1 时，说明开发区分布类型为随机型；当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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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明开发区趋于均匀分布；当 R＜1 时，说明开发
区趋于集聚分布。
1. 2. 2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对实际的地理对象

点进行集聚模式分析时，使用 Ripley K 函数来分析

整个研究区域所有空间尺度的点分布模式，按照一

式中：k（x）称为核函数；h＞0 为带宽；
（x－x）
i 表示估
值点 x 到事件 xi 处的距离。借助地理空间分析中的

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工具对西部地区开发区展

开核密度分析。由于每个开发区发展规模的差异，
因此本文选取开发区建成区面积属性作为权重，最
终生成西部地区开发区核密度分布图。

2
2. 1

结果与分析
空间集聚特征

西部地区开发区最早于 1993

年设立，20 世纪 90 年代数量相对较少；2000 年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开发区数量逐年增

多。利用最邻近距离对 2015 年西部地区开发区最

邻近指数和最邻近距离进行计算［19］，探究其总体空
间分布模式，结果为 ri = 0.272 724；rj = 0.711 027；
R= 0.383 564。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实际最邻近距离

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二者比值小于 1。由此可见，

。其可精

西部地区开发区表现出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选

确识别点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集聚和分散程度，将

取核密度分析进一步探寻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

每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看作区域的点，根据点坐标绘

分布特征以及演变规律。根据西部地区开发区总

制成点状图，以此为基础分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空

体发展历程，选取 1993、2000、2008、2015 年为时间

定半径距离的搜索范围来统计点数量

［14］

间分布格局。计算公式如下：
wij (d)
n
n
K(d) = A∑i = 1∑j = 1 2
n

截面探究开发区空间分布特征（图 2）。
（3）

k(d)
L (d ) =
（4）
-d
π
式中：i，j=1，2，3…n；i≠j，n 为研究区域内开发区数

量；A 为研究区域面积；d 为距离尺度；wi j (d) 为距离

范围内开发区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L ( d ) ＞0，说明开
发区呈现集聚分布趋势；当 L ( d ) ＜0，说明开发区呈
现扩散分布趋势；L ( d ) =0，说明开发区呈现随机分
布趋势。其中，偏离置信区间的 L ( d ) 值第一个峰值

所对应的 d 值用来度量聚集规模。
1. 2. 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法假设地理事件

在空间的任何位置上发生的几率是随机的，点密集
区发生几率高，点稀疏区概率低，主要通过区域内
点密度的空间变化来研究点的分布特征［15－18］。本
文 采 用 核 密 度 估 计 法 ，将 开 发 区 作 为 空 间 中 的
“点”，以 1993 年、2000 年、2008 年、2015 年为时间节
点，分析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集聚变

化状况。核密度分析函数的表达式为：
x - xi ö
n
f h (x) = 1 ∑i－1 k æç
÷
nh
è h ø

（5）

从图中可以看出，22 a 期间开发区以高密度规

模逐渐向外扩张，在显著集聚的同时也表现出分散

布局的趋势。1993 年，开发区主要以四川、重庆、陕
西为一级集聚中心，形成“点—线”的扩散模式，由
三个核心点扩散到甘肃东南部、贵州、云南、广西，
连成“S”型曲线。2003 年，形成小面积“片状”发展
模式，西南地区以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连片
发展，西北地区以陕西为集聚中心，连片发展宁夏
以及甘肃。2008 年，片状发展逐渐扩散，总体上形
成四川、重庆依托成渝城市群的一级集聚中心，陕
西、宁夏依托关中城市群的二级集聚中心发展模
式。新疆地区以省会乌鲁木齐为依托，不断扩张开
发区的规模。2015 年，经历了国家 2006 年的开发区
整顿，开发区的空间分布基本趋于稳定，但集聚形

式在持续扩张，最终形成多核心发展模式。其中，
四川、重庆、陕西的集聚规模逐年扩大；贵州、广西、
云南成为新的集聚中心；兰州—西宁、西安—银川
成为西北地区开发区发展的内核；内蒙古、新疆呈
现出空间扩散的发展模式。
开发区规模及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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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GS（2016）1600 号

图2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核密度分布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western China

条件关联度极大。经济发展能为开发区建设提供

其他市州全部都有分布，但是布局分散，集中程度

经济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有资金保障；区位

较低。

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招商引资的难易，交通方

2. 2 空间集聚规模

面资源禀赋的地区，更加容易吸引投资商

。就西

［19］

部地区开发区而言，部分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难以

采用 GIS 空间分析工具对 1993—2015 年西部

地区开发区进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选取建成区

匹配开发区扩张速度，文章整理了 2015 年开发区数
量和 GDP 总量排名（图 3），用单一指标验证经济发
展与开发区数量的存在不平衡性。甘肃、新疆地区
生产总值总量排名在西部省份中属于靠后，开发区
数量排名靠前。从图 2 可以看出，新疆的开发区主

要布局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以及吐鲁番、哈密地
区。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较好，土地资源丰富，开发
区设立的数量多其他地区多，开发区的设立并没有
很好的带动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甘肃省经济在西
部地区排名属于倒数第四，开发区数量排名位列前
五，甘肃省开发区是在西部大开发后逐渐增多，多
数开发区推进工业化进程由政府主导推动形成，缺
乏外界驱动。截止到 2015 年，除了甘南州，甘肃省

图 3 2015 年西部地区开发区数量和 GDP 总量

Fig. 3 Number and GDP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the western
China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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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权重值，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置信区间为
99%，最终得到图 4。结果可以看出，1993、2000、

2015 年期间，空间范围显著扩张。西部地区开发区

2008、2015 年 4 个时间截面 L（d）均为正值，均高于

的时空发展特征，与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

置信区间的最大值，故可以看作数据通过显著性检

关联紧密。2000 年起，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验。综合来看，西部地区开发区在 0～1 000 km 的

给予西部地区大量的政策倾斜，开始重点开发西部

个时间段来看，开发区在各时间段内 L（d）曲线变化

段，使得西部地区呈现开发区“遍地开花”的发展趋

空间尺度范围内，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格局。分 4

12 个省份。到 2001 年，西部大开发进入加速发展阶

趋势相似，均呈现上升到平稳的发展趋势，但不同

势。经济发展方面，西部各地区经过不断努力，区

时间段 L（d）最大值及其所对应的空间距离存在差

域 生 产 总 值 从 2000 年 的 1.66 546 × 1012 元 增 长 到

异。1993 年 L（d）的最大值为 25，对应的空间距离为

2015 年的 1.568 282×1013 元。15 a 间，西部地区经济

离为 750 km；2008 年 L（d）的最大值为 29，对应空间

年到达峰值。可以看出，开发区作为政府主导的公

750 km；2000 年 L（d）的最大值为 26，对应的空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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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08 年间，集聚规模空间变化较小，2008—

总量不断增长，开发区的集聚强度与规模均在 2015

距离为 760 km；2015 年 L（d）的最大值为 31，对应空

共产业平台，其发展历程与地区经济发展是相一

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

2. 3 主导产业分布特征

间距离为 850 km。分析可知，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

致的。

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空间集聚强度在

依据《目录》中主导产业数据，梳理国家级及省

1993—2000 年、2008—2015 年间变化甚微，2000—

级开发区的主导产业。根据产业特征将国家级开

2008 年 间 强 度 增 大 较 多 ；空 间 集 聚 规 模 方 面 ，

Fig. 4

图4

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均划分为 12 个行业，选取出现频

西部地区开发区 Ripley L（d）指数分析

Ripley L（d）index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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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前 6 位的主导产业来分析。其中国家级分为：装

别较大，涉及到 9 种产业，从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不

物、生化制品的制造、医药、中藏药；新材料（31）包

开发区而言，各开发区没有选择错位发展，导致部

括新能源、通用航空、钛合金、医疗器械；电子信息

分产业同质化。比如，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贵

（24）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信息技术；化工（19）包

州省等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在产业布局时都选

括煤电化工、精细化工以及日用化工等 ；食品业

择以化工、装备制造产业为主导。开发区的发展与

（18）包括食品、饮料、酿酒、乳制品。省级分为：化

政府投资有较大关联，西部地区尚处于经济加速发

工（131）包括煤电化工、石化工、盐化工、精细化工

展阶段，各级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会偏向于选

等；农副产品加工（130）包括农副产品精细加工、农

择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会导致各省出现重

畜产品加工；建材（127）单独划分为一类；食品业

复建设、产业趋同等问题。

chinaXiv:202011.00072v1

备制造（34）单独划分为一类；医药制造（32）包括生

同级别开发区其产业定位的空间异质性。就省级

（114）包 括 食 品 、饮 料 、酿 酒 、乳 制 品 ；医 药 制 造

由前文可知，不同级别开发区自身及政策条件

（104）包括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医药、中藏药；金

的不同，导致产业发展模式差异显著。为了更清晰

属冶炼（92）包括金属加工、钒钛钢铁、有色金属、铝

地分析西部地区开发区主导产业的特征，文章根据

冶炼、冶金等。

生产要素投入密集程度，将主导产业划分为劳动密

从表 1 可知国家级开发区以装备制造业、医药

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三大类。具体分类

制造业、新材料、电子信息、化工、食品业为主；省级

如下：农副产品加工、食品业归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开发区以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建材、食品业、医药

化工、建材、金属冶炼、装备制造归为资金密集型产

制造业、金属冶炼为主。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和

业；新材料、医药制造、电子信息归为技术密集型产

省级开发区各自排在前 6 位的主要产业在种类上差

业。对国家级与省级开发区的各类型产业进行核

表1
Tab. 1

西部地区开发区主导产业的数量以及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illar industries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western China

从图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

布局特征

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以资金密集型

装备制造

34

分散分布，主要在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陕西

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其中技术密集型的集聚规模最

医药制造业

32

分散集聚分布，集聚在四川、重
庆、陕西；分散在新疆、广西

新材料

31

多核心集聚分布，主要四川、重
庆、陕西及青海、甘肃、宁夏

电子信息

24

集聚分布，集中在陕西、四川、重
庆

化工

19

分散分布，散布在新疆、陕西、甘
肃、重庆、四川

核心集聚的分布模式，主要集聚在兰西城市群、成

分散分布，各开发区均有分布

渝城市群及银川、西安、昆明等重点城市。

食品业

省级开
发区

分布模式（图 5）。

频次

产业类型

国家级
开发区

密度分析，采用自然间断法进行划分，获得其空间

18

大。从集聚区域来看，国家级开发区技术密集型呈
现出以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成渝城市群为依托
的发展格局，主要集中在西宁、兰州、西安等省会城
市；劳动密集型发展主要聚集在关中平原、新疆的
克拉玛依市、广西的南宁市；资金密集型呈现出多

西部省级开发区的集聚规模强于国家级开发

化工

131

多核心集聚分布，四川、重庆、贵
州、云南集聚分布，甘肃、内蒙、
宁夏集聚分布，新疆西北部

农副产品
加工

130

多中心集聚分布，主要在甘肃、
宁夏、新疆以及四川东部以及内
蒙东北部

术密集型主要集聚在各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区域，

建材

127

分散分布，除西藏，其他 11 地区
均有分布

现出单核心集聚的特征，大规模集中在贵州的遵义

114

集聚分布，主要在广西、贵州、重
庆以、陕西及四川东部和甘肃中
部地区

势，总体分布相对均衡。按照三大类产业类型对开

104

集聚分布，主要在四川省、重庆
市、贵州、云南、广西、甘肃、陕西
的南部

92

分散布局，主要在甘肃、内蒙、云
南、广西

食品业

医药制造业
金属冶炼

区，劳动密集型的集聚规模最大。分区域来看，技
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呈
市与四川泸州市；资金密集型呈现出连片发展的态
发区的数量进行整理，
得到表 2。

可以看出，国家级开发区技术密集型产业数量

最多，达 64 家，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比重分

别是 18 家、53 家。省级开发区资金密集型产业数量

ChinaXiv合作期刊

表2
Tab. 2

Core agglomeration area of three types of
industries

国家级
开发区

省级
开发区

集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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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范 围 内 ，空 间 分 布 呈 显 著 集 聚 格 局 。 在 1993、

2000、2008、2015 年 4 个时间段 L（d）曲线变化趋势

主导产业类型

数量

劳动密集型

18

四川（以、陕西、甘肃、新疆

资金密集型

53

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
云南、广西

技术密集型

四川、重庆、陕西

劳动密集型

64

238

四川、陕西、甘肃、新疆

张。总体来看，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

资金密集型

278

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
云南、广西

增加的态势，
且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

技术密集型

103

四川、重庆、陕西

最多，达 278 家；劳动密集型数量为 238 家，技术密

集型产业数量最少为 103 家。可以看出，国家级开
发区在产业发展上偏向于技术引进，省级开发区多

偏向于招商引资。用划分的 6 个行业出现的总频率

占产业总频次的比例之和（CR10）来反映西部地区
开发区的产业集中度［20－21］，经计算西部地区国家级
开发区产业集中度比率是 57.42%，省级开发区产业

集中度比为 65.85%。从数据上看，省级的比率高于
国家级，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省级开发区在主导产业

定位上的相似性要高于国家级开发。省级开发区
的规模大于国家级，各省开发区成为产业集聚和特
色鲜明的工业集中区后，部分会形成不良竞争，产
业发展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3

（2）西部地区开发区在 0～1 000 km 的空间尺

三大类型产业集聚区

结 论

一致，呈现出上升到趋于平稳的趋势。1993—2000
年、2008—2015 年空间集聚强度变化甚微，2000—
2008 年间强度增大较多；1993—2008 年，集聚规模

空 间 变 化 较 小 ；2008—2015 年 ，空 间 范 围 显 著 扩

（3）西部地区不同级别开发区其产业定位存在
空间异质性，国家级开发区主要装备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新材料、电子信息、化工、食品业；省级开发
区以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建材、食品业、医药制造
业、金属冶炼为主。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的产业集
聚强度大于省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的集聚规模大
于国家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技术密集型产业
集中在西宁、兰州、西安等城市及周边地区，资金密
集型主要分布在银川、西安、昆明及成渝城市群，劳
动密集型集聚在关中平原、克拉玛依、南宁等区
域。省级开发区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
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集聚在各级中心城市，
劳动密集型主要分布在贵州及四川，资金密集型已
呈现出连绵发展的态势。
综合来看，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偏少，中国
国家级开发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
应牢牢把握西部大发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注重国
家级开发区的建设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数量差

论 文 结 合 中 国 开 发 区 的 发 展 历 程 ，探 讨 了
1993—2015 年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集聚规模和

产业分布特征，本研究中将国家级与省级区开发区

距。产业布局方面，西部各省应该加强对省级开发
区的管理，增强开发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各地
区的经济互动，
避免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等问题。

区别开来研究产业分布特征。结论可总结为以下
几点：

4

讨 论

（1）西部地区开发区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
空间特征，西南区域密集，西北区域稀疏。1993—

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出发，采用地理信息系统

2015 年间，开发区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城市群—中

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西部地区

心城市”为依托的分布特征，已经形成以成都—重

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不同级别开发区产业

庆、西安—银川、西宁—兰州重点城市为支撑的开

布局特征进行了新的探索。为研究西部地区开发

发区块状集聚区。内蒙古及新疆地区开发区处于

区分布格局提供新思路，有利于今后规范管理西部

空间集聚扩散的发展模式，集聚程度低于西南区

地区开发区，更好地发挥开发区集聚产业优势提供

域。西部 12 省份中，新疆及甘肃地区开发区数量排

一定的参考。受限于对开发区的理解深度，文章对

名靠前，地区生产总值排名靠后，经济发展与开发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格局及产业分布的原因及机

区数量处于失调状态。

理分布欠缺，接下来的研究中需要深入挖掘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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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审图号：
GS（2016）1600 号

西部地区各类型产业开发区核密度分布图

Fig. 5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map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as in western China

经济、交通、自然等因素对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布
局的影响；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系统分析西部地区
开发区主导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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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western China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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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its evolution law in recent years but also a crucial means to comprehe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the basic data of 714 development zones in western China，including the leading industries，development
zone names，built-up areas，and years of establishment，were collect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

bution pattern and clustering degree via the nearest distance method，nuclear density spatial analysis method，and
multi-distanc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d as follows：
（1）Development zones in western China

show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presenting the evolution law of“multi-level agglomeration”

and relying on key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2）Overall，the degree and scale of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ve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agglomeration
scale is faster than the intensity of the agglomeration.（3）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all types of industries in the

state-level development zon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stronger than that in the provinci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
while the agglomeration scale is weaker. The state-level development zones mainly develop capital- and technolo⁃
gy-intensive industries，and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ingle core cluster.
However，the provinci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 are dominated by labor-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with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above research provides new ideas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ac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western China and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development zones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rban clusters
and achiev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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