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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浙江省65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Bootstrap-DEA测度其2003—2015年的旅游效率，借助空间变差函数

和马尔科夫链等探究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浙江县域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呈“双M”型变化规律，整体非均衡性较弱；空间非均衡性在进一步

扩大，并出现“逆市区化”现象，效率低值区呈西南—东北迁移趋势；旅游效率总体呈正向空间自相关，高效率和低效

率县市在空间上趋于分散；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先减小后增大，各方向上均质性差异明显，空间格局

演化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县域旅游效率具有时间稳定性，以渐变变化为主；以杭州、宁波、嘉兴和温州市区为中心

的地区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向下转移明显，以武义为中心的县市则明显向上转移，区域旅游效率呈大范围下降和小范

围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县域旅游效率格局演变是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区

位交通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其演进可以划分为

经济推动型、区域中心型、资源推动型和交通推动型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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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re required by pres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Meanwhile county-scale tourism has becom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refore its efficiency

research deserves due attention.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tourism efficiencies of 65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15 by using the Bootstrap-DEA Model.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m efficiencies of these counties are

explored by means of Spatial Variogram Function and Markov Model,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Geodetector Model.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the tourism

efficiencies of these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re at a high level, and the mean of tourism efficiencies is 0.669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hich shows a change pattern of "double M".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s are stable between 0.303 and

0.440, and the overall imbalance is weak. Spatial non-equilibrium is further expanded, and tourism investment in some

areas has not been adjusted due to the diversion of tourism dem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fficiency has begun to

appear the phenomenon of counter-urbanization. Those areas of low efficiencies show a southwest-northeast migration

trend. Tourism efficiencies of all of counties are overall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high efficiencies and low

efficiencies of counties tend to be scattered in space. Secondly, the randomness of spatial variability of these tourism

efficiencies of counties is reduced and then increase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ore urban area on the surrounding

counties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intensity of interaction in the tourism production process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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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实现了从旅游资源

大国向旅游经济大国的跨越，正在向旅游经济强国

迈进［1］。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出台，明确提出

要“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来发展旅游业。

可见，旅游业作为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其发展应从

“量”的扩张转到“质”的提升上来。“效率”的概念最

早由Farrell提出，是基于投入和产出的经济行为过

程评价［2］，至今已广泛应用于物理、生态等多个领

域。旅游效率则是基于旅游投入产出反映旅游地

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3］，一直以来其也是旅游地理

学关于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4］。国内外

学者关于旅游效率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内容主要

集中在旅游业要素效率和旅游业发展效率两个方

面。前者涉及旅行社［5-6］、酒店［7-8］、旅游景区［9-11］和

旅游交通［12］等要素，偏重于机构或组织运营效率的

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后者主要是对旅游地发展

过程进行评价［13-18］，侧重于旅游生产效率和旅游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区域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研

究，用以解决如何提升效率以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

问题。从评价旅游效率的指标选取来看，固定资

产、旅游（或三产）从业人数及相关基础设施等是重

要的投入指标来源，产出指标的选取通常有旅游总

收入和游客量等［11，16］；研究方法上，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改进的DEA分析

法和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等都是测度旅游效率应用最为广泛的定量分

析方法［6-8，11］；研究尺度方面，多集中在国家［13，17-18］、

省域［19］、典型城市群［15，20］和市域［21-24］，其中以市域

为对象开展旅游效率的综合研究最为典型，针对县

域尺度的旅游效率研究尚未开展。

县域旅游作为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小尺度研

究单元，是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5］，其发

展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6］。从我国旅游产业

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以城市建设为核心

的城市旅游发展一直位居主导地位，并受到地方政

府及学者们的重视［16］。在当前我国旅游产业地位

不断提升、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县

域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发展和研究的新方向［25］，对其

效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县域单

元旅游效率测度，可以有效规避盲目投资或资源错

配带来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对县域单元的

旅游效率时空格局动态演变及影响因素剖析，有助

于地区扬长避短，避免因单一要素不足等原因而使

旅游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破除“资源诅

咒”的困扰。一直以来，由于经济发展重心的城市

取向，学界对于县域旅游研究还重视不够［26］，迄今

为止，尚未开展针对县域旅游效率的测度、演变规

律及形成机理的研究，更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法

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浙江省 65个县域为对

象，在对其旅游效率进行测度基础上，采用空间变

差函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 2003—2015年县

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深入探索，并

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影响效率的主导要素进行

诊断，以揭示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进而

划分出县域旅游效率演进的地域类型。以期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旅游效率方面小尺度单元研究的不

足，并为县域旅游持续、高效、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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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ly. The degree of homogenization in the whole direction is relatively good. The homogeneity of each direction

is obvious, and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is continuous and regular. Thirdly, the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ies are

temporal stable which featured by the gradual change. The level of tourism efficiencies of those regions of Hangzhou,

Ningbo, Jiaxing and Wenzhou significantly moves down, while these regions centered in Wuyi county shift upward

clearly. The regional tourism efficiency has the club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scale decline and small-scale

growth. Finally, the pattern evolution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ie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county-scale market size, urbanization level, lo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government macro-control,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intensity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between those factors.

The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economic push type, regional center type, resource

promotion type and traffic promotion type by their evolutions of tourism efficiencie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ourism investment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s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ould clarify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county-sca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related policies making.

Key words: tourism efficiency; spatial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county-scale; Zhejiang Province



导和实践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Bootstrap-DEA效率测度方法

DEA是一种基于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评价相

对效率的非参数方法，传统DEA模型在对小样本估

计时往往会产生偏差，并忽略统计检验，需要说明

的是，这里的小样本并不是一个定数，根据曹芳东

等的研究，样本数量在 28时就已经产生了效率偏

差，且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多，偏差逐步减小［11］。

Bootstrap-DEA方法则可以通过重复抽样来模拟数

据的生成过程，从而弥补传统DEA的不足，修正这

一方面的偏差［20］。因此，本文借助Bootstrap-DEA
方法来测度浙江县域旅游效率。具体步骤如下：

①利用DEA模型计算 n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

θh（h=1，2，…，n）。

②使用Bootstrap方法对n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

θh进行m次迭代，可以得出一组随机样本：θ*1n，θ*2n，

…，θ*
mn。

③计算样本组（x*
hm，yk）：x*

hm = ( )θh θ*
mn xh。

④利用DEA方法对每一个样本组估计效率值

θ*hm；

⑤重复B次步骤（2）~（4），B通常取值1 000［27］，

即得到各决策单元纠偏效率值。

1.2 空间变差函数

空间变差函数又称空间半变异函数，是揭示观

测变量空间相关和空间变异特征的有效方法［22，25］。

假设Y ( xi )和Y ( xi + k )为地理变量Y ( x )在点 xi和

xi + k处的观测值，则其公式［22］为：

γ ( k ) = 1
2N ( k )∑i = 1

N ( k )
[ ]Y ( xi ) - Y ( xi + k ) 2

（1）
式中：N ( k )是分割距离 k的样本量。块金值、基台

值、块金系数、变程和分维数是空间变差函数的主

要表征参数，具体释意见靳诚等［28］的研究。

1.3 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刻画事物演变过程的有效方

法［29-30］。该方法通过将连续的数据离散化成w种类

型，计算每一类型的概率分布及其时间变化特征。

具体为：先将 t年份研究单元的概率分布看作一个

1×w的向量Pt（Pt=［P1t，P2t，…，Pwt］），则研究单元的

历年状态可用w×w的概率矩阵H=［hij］表示，hij=rij/
ri，其中，hij表示 t年份属于类型 i的区域在 t+1年份

转移至类型 j的概率值，rij为研究时段内 t年份属于 i

类型转变到 t+1年份 j类型的空间单元数量，ri为研

究时段内所有年份 i类型的空间单元数量［29］。

1.4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旅游产业效率受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交

通等多种因素影响，传统方法前提假设较多，而王

劲峰等［31］提出的地理探测器分析法（Geographical
Detector）受前提假设的制约相对较少，该方法最初

用于解释地方疾病与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现已

被广泛应用于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演变和空间分异

等各个研究领域［32］。本文拟将其用于探测资源、经

济等因素对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其模型［31］

如下：

PD,U = 1- 1
nσ2∑

i = 1

m

ni σ2
i （2）

式中：PD,U为影响因素D对旅游效率的决定力；n为

整个研究区域样本数，n=65；σ2为整个区域旅游效

率的离散方差；ni和σ2
i 分别为次一级研究区域的样

本数和方差；m为影响因素分类数。σ2≠0，则模型

成立。PD，U的取值区间为［0，1］，PD，U越趋近于1，说
明因子D对旅游效率的影响越大。

1.5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旅游效率的测度结果主要取决于投入和产出

指标的选取，但当前学界尚无公认的旅游效率测度

指标选取标准，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16-17，22］，在

县域数据可获取基础上，选取能够最大限度反映县

域单元旅游投入产出的数据，纳入Bootstrap-DEA
效率测度模型，以使测度结果更真实准确。投入指

标方面，土地、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生

产要素。土地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空间载

体，但县域单元旅游产业生产中的土地投入在实际

操作中难以界定，且旅游用地数据缺乏统计，借鉴

城市旅游效率研究中也未纳入该指标的做

法［16，21，23］，本文未加入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的投入

保证了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主要包括旅游服务和

基础设施等方面，但多数县市并未将旅游业固定资

产这一指标纳入官方统计，因此，参考相关研

究［21-23，27］，从旅游吸引力角度出发，选取浙江省各县

市旅游服务要素和资源要素，即旅行社（包括国际

社和国内社）、星级酒店、3A及以上旅游景区（点），

依据相关标准中各等级要素数量与其对应分值加

总求和得到上述要素值。旅游业从业人数是地区

开展旅游活动最直接的操作者，也是反映劳动要素

最为直观的标准，但浙江大部分县域单元缺乏这一

指标的统计，为此，选取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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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22，27］。产出指标方面，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县

市进行旅游生产活动最直接的产物，当前学者们也

多选取这两个指标作为旅游业产出的代表来进行

效率测度，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16，18，21-22］。需

要指出的是，基于DEA测度效率，在不同时间点上

所构建的生产前沿面不同，为了使 2003—2015年

县域单元旅游效率测度结果具有可比性，参考相关

研究［11］，本文以2003年为基期，借鉴GDP价格指数

平减法对旅游收入指标数据进行平减，以规避不同

时间点数据难以进行纵向比较的缺点。

经济活动存在一定时效性，旅游产业生产活动

也不例外，当前投入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达到

当前产出，因此，测度浙江县域单元旅游效率时，选

取了当前投入对应下一年产出数据进行测算。文

中所涉及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2016 年

《浙江省统计年鉴》、2004—2010年《浙江省旅游概

览》、2007—2016 年《浙江旅游统计便览》、2011—
2014年《浙江旅游业发展报告》、浙江省各市县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资料中部分县市

出现不同年份统计数据缺失，采取插值的方式将缺

失值补充完善，以达到研究处理要求。截至 2015
年，浙江省共有 65个县域行政单元，包括 11个市

区、20个县级市、33个县、1个自治县，需要说明的

是，本研究将“市区”、“县级市”与“县”并行进行讨

论是在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和前人已有研究［25，33-34］的基础上做出的，以便与研

究区行政单元划分的现实状况及旅游宏观政策的

制定产生较为有效的衔接。2003—2015年间，浙江

县域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发生在 2013—2015年，其

中2013年，绍兴撤销绍兴县和上虞市，设立绍兴市

柯桥区和上虞区；2014年，杭州市撤销富阳市，设立

富阳区；2015年，温州撤销洞头县，设立洞头区。考

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以及与当前宏观政策的衔接性，

按最新县域行政单元，将上述进行区划调整的县市

数据归并到相应市辖区。

2 县域旅游效率空间格局

2.1 县域旅游效率的测度结果

根据 Bootstrap-DEA 效率估计法，对 2003—
2015年浙江各县市旅游效率进行测度。虽然学者

们对旅游效率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探索，并产生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效率本身就是一个相对

的概念，当前学界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等级

划分标准［16-18］。所以，本文参考王坤等［17］的研究，

将测度结果划分为四个等级：TE≤0.4表示旅游效率

很低；0.4＜TE≤0.6表示旅游效率较低；0.6＜TE≤0.8
表示旅游效率较高；TE＞0.8表示旅游效率很高。

浙江省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研究期内呈

“双M”型变化特征，非均衡性相对较弱。具体为：

2003—2015年间全省旅游效率均值为 0.669，处于

较高等级，区域历年均值在 0.555~0.770之间，各县

市旅游效率均值在 2003—2005年间呈直线上升态

势，2005—2007年下降明显，2008—2009年稍有提

升后降至 2010年的低谷，在 2011年达到波峰后又

开始波动下降（图 1）。2005和 2011年为旅游效率

的两个制高点，使得区域内各县市旅游效率均值在

研究期内呈现近似“双M”型的演变特征；浙江省各

县市旅游效率的标准差基本保持稳定，说明历年旅

游效率的离散程度较小；从旅游效率的空间差异来

看，2003—2015年各县市旅游效率的变异系数稳定

在 0.303~0.440之间，说明浙江省各县市旅游效率

的总体非均衡性较弱，并且区域旅游效率的整体波

动幅度不大，总体空间格局强度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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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历时变化
Fig.1 Diachronic changes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2.2 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分布

为进一步探究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布特征，将

浙江省历年各县市旅游效率进行空间聚类，并选取

2003、2009、2015年进行可视化（图2）。从图2可以

看出，2003年，浙江省处于第四等级的县市数量占

总量的36.92%，区域中心市区及其周边县域多处于

最高等级，如杭州市区、宁波市区、温州市区、嘉兴

市区、舟山市区、台州市区，受中心市区涓滴效应，

桐庐、海宁、桐乡、嘉善、永嘉、瑞安等县市也都处于

效率最优；第三等级的县市多处于第四等级县市周

边，并多集中分布于浙北和浙东地区，如嘉善、海

盐、临安、临海、仙居和乐清等县市；第一、二等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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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多处于浙西和浙中地区，旅游效率相对较差。

2009年，上海—杭州—黄山旅游发展轴线上的县市

旅游效率多处于效率最优，这与王坤等人的研究相

似［22］，此外，遂昌、磐安、嵊泗、岱山等县域旅游效率

提升明显，跃居第四等级，浙南地区旅游效率则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2015年，空间非均衡性进一步拉

大，效率最优区占比减少至 26.15%，所有市区退出

第四等级，如宁波市区、杭州市区、嘉兴市区等下降

显著，市区周边县域旅游效率提升明显，第一等级

县域主要分布在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总体来看，

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空间非均衡性在进

一步扩大，由于旅游者开始更多地选择离市区有一

定距离，且在交通可达范围内的旅游地，乡村旅游

得以蓬勃发展，但部分地区的旅游投入并没有因为

旅游需求的转向而及时调整，旅游投资还存在方向

不明，路径不清等现象，旅游效率发展开始出现“逆

市区化”现象，并且效率低值区呈现出由西南向东

北迁移的趋势。

计算 2003—2015年 65个县域旅游效率的Mo⁃
ran's I值及其显著性，探索其全局空间一来特征（表

1）。研究发现，研究期内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Mo⁃
ran’s I值均为正，呈波动下降态势，在 2004、2007、

2012—2015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浙江县域

旅游效率总体表现出正向空间自相关，显著性水平

在显著与不显著之间波动，最后走向不显著。总的

来看，研究区域旅游效率值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趋

于集中分布，集聚程度不断减弱。

2.3 县域旅游效率的时间演化

运用空间变差函数进一步分析浙江省各县市

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将各县市旅游效率值

作为空间地理变量赋值于各县域单元空间中心点，

计算实验变差函数。利用高斯模型、指数模型等对

样本点数据进行拟合，选取拟合度最高的模型进行

估计，通过计算不同方向上的分维数，进行克里金

插值模拟，详见表2、表3和图3。
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变差函数拟合结果

（表2）显示，2003和2009年最优拟合模型均为高斯

模型，2015年为线性模型，可见浙江县域旅游效率

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相异的结构特征。2009年前决

定系数较大，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表现出较好的空

间自组织性，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呈减小趋势，

2009年后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增大。从变程来看，

旅游效率的变程参数在 2009 年后增加明显，由

2009年的 68.24 km增加到 2015年的 213.25 km，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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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格局分布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表1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Moran's I值
Tab.1 The Moran′s I values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年份

Moran's I
Z得分

P值

2003
0.184
1.993
0.046

2004
0.152
1.672
0.095

2005
0.265
2.802
0.005

2006
0.258
2.717
0.007

2007
0.142
1.559
0.119

2008
0.257
2.705
0.007

2009
0.245
2.592
0.009

2010
0.217
2.326
0.020

2011
0.215
2.294
0.022

2012
0.117
1.322
0.186

2013
0.083
0.984
0.325

2014
0.006
0.213
0.831

2015
0.021
0.360
0.718

表2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变差函数拟合参数
Tab.2 The parameters of variogram model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旅游效率

年份

2003
2009
2015

变程/km
55.4256
68.2428
213.2526

块金值C0

0.0001
0.0001
0.0829

基台值C0+C
0.0640
0.0574
0.0829

块金系数C0 (C0+C)
0.9980
0.9980
0.0000

拟合模型

Gaussian
Gaussian
Linear

决定系数R2

0.7980
0.8620
0.2280



明区域旅游效率的结构化空间分异所引起的空间

关联作用范围在不断扩大，核心市区对周围县域的

溢出效应逐渐增强，县域之间旅游生产过程的相互

联系和作用强度不断加大。

从空间变差函数的分维数（表 3）可以明显看

出，全方向上的维数值从 2003 年的 1.795 上升到

2009年的 1.916，2015年又下降到 1.831，三个年份

维数值都较高，表明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差异呈先

扩大后缩小的态势，全方向上的均质化程度相对较

好，空间差异主要在局部各方向上体现。在四个方

向的分维数中，南—北向和东南—西北向的分维数

不断降低，决定系数较小却不断增大，说明旅游效

率的空间差异在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增加，分异尺度

较小却连续扩大；三个年份均质性最好的方向都为

东—西方向，均质性最差的是东北—西南方向，但

东北—西南方向上的维数在不断扩大、决定系数不

断减小，说明旅游效率在该方向的空间均质化程度

有所增强，空间分异尺度在不断减小。

从图 3可以清晰看出，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空

间格局演变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其空间分布形

态和内在结构演变过程表现为：2003年，高值区和

低值区连片集中，极核数量多且形成了以各市区

（如杭州市区、宁波市区等）为中心的高值极核区，

浙西南地区效率相对偏低，处于效率低谷；2009年，

多极核格局依然存在，但极核数量有所减少，低值

集聚区向东发生了扩张，浙西南仍处于效率低谷，

这其中以淳安、义乌、台州市区和遂昌为中心的区

域虹吸效应最为显著；2015年，多极核格局消失，高

值区范围缩小，出现以浙江中部地区（如义乌、永

康、武义和磐安等）为中心的高值孤点，低值区出现

空间分异并且空间范围发生明显扩张，向北部和东

部转移。

3 县域旅游效率时空转移

在对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分布及时间

演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2003—2015
年间旅游效率的时空转移特征。根据浙江省65个

县市旅游效率的等级划分，利用马尔科夫链分析法

计算出 2003—2009、2009—2015 和 2003—2015 年

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表 4），并将上述时段内

旅游效率等级水平类型的空间变化进行可视化（图

4）。
从表 4可以明显看出，3个时段主对角线上的

概率值均比非对角线上的大，表明浙江省县域初期

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具有一定的时间稳定依赖性。

2003—2015年，主对角线上最小概率值为 0.4672，
最大为0.9079，说明区域旅游效率水平与初始年份

相比，保持初始状态水平的可能性至少为 46.72%，

其中高等级旅游效率的县市保持初始状态的可能

性最大，为 90.79%，存在转移惰性。非对角线上最

大值为0.3421，说明区域旅游效率水平类型间的转

移可能性相对较小。从分时段特征来看，2009—
2015年这一时段县域旅游效率保持稳定状态的概

率高于 2003—2009年，说明 2003—2009年县域旅

游效率差异变化较为剧烈，地区间不均衡更为明

显，主要表现为低等级旅游效率类型区向高等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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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变差函数分维数
Tab.3 The fractal of variogram model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旅游效率

年份

2003
2009
2015

全方向

D

1.795
1.916
1.831

R2

0.651
0.599
0.398

南—北

D

1.949
1.925
1.904

R2

0.127
0.180
0.253

东北—西南

D

1.664
1.743
1.858

R2

0.947
0.822
0.261

东—西

D

1.966
1.949
1.960

R2

0.041
0.133
0.092

东南—西北

D

1.954
1.928
1.914

R2

0.117
0.192
0.359

图3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变差函数Kriging插值模拟
Fig.3 Kriging simulation of variogram model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型区的转化。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的时间变动以

渐变变化为主，地区间跨越式发展相对概率较低。

计算 2003—2015年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水平

类型发生转移的全局莫兰指数，得到 Moran's I=
0.2268（Z得分 2.4284，P值为 0.0152），表明浙江县

域旅游效率水平类型的空间分布呈显著正相关，即

向高等级转移和向低等级转移的县市在空间上呈

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从图 4 可以看出，2003—
2015年空间上旅游效率水平类型趋稳效应逐渐减

弱，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嘉兴市区和温州市区为

中心的区域向下转移明显，以武义为中心的县市则

明显向上转移，整个研究区表现出明显的大范围效

率下降和小范围效率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从

分时段特征来看，2003—2009年，以各市区为中心

的区域旅游效率水平类型趋稳，向上转移显著的区

域主要有德清、遂昌、淳安、武义、缙云和磐安等，向

下转移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松阳、建德和以温州市区

中心的区域。2009—2015年，以市区为中心的区域

向下转移开始凸显，区域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向上转

移最为突出的县域单元为仙居、其次为金华市区、

云和和景宁县。

4 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4.1 影响因素选取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的时空演变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受到诸多因素如资源、科技、交通、经济和

制度等的综合影响。根据已有相关研究，在县域数

据可获得基础上，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

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区位交通和政

府宏观调控6项指标作为探测因素，对浙江县域旅

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其中，

经济发展水平从旅游投入和旅游需求两个方面影

响旅游效率，用各县市人均GDP表示［1，22］；旅游资源

禀赋影响旅游流和旅游投资，选取各县市 3A及以

上旅游景区（点），依据其数量和对应分值加总求和

得到［22，25］；县域市场规模体现旅游消费市场对旅游

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商品销售总额这一指标表

示［18］；城镇化水平反映人口和产业在的空间上的集

聚，主要通过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推动旅游要素积

累、促进旅游产业创新及创新溢出对旅游效率产生

影响，采用学界已有处理方式，以人口城镇化率表

征［22］；区位交通影响旅游者的可进入性，考虑到公

路是县域交通的主导形式［35］，公路交通对浙江县域

旅游的影响也最大，所以选取各县市境内公路交通

里程这一指标衡量［25］；政府宏观调控反映地方政府

行为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政府行为直接影响地方产

业结构，进而作用旅游产业集聚与融合，影响旅游

效率，旅游总收入与GDP的比值可以衡量旅游业在

县域经济中的结构比例，所以选择这一比例表

征［22］。为了和旅游总收入数据处理方式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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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3—2015年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的马尔科夫矩阵
Tab.4 Markov matrix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15

t/t+1
1
2
3
4

2003—2009年
1

0.6316
0.1591

0
0.0038

2
0.3158
0.5000
0.2295
0.0231

3
0.0526
0.2500
0.3443
0.0769

4
0

0.0909
0.4262
0.8962

2009—2015年
1

0.6316
0.0930
0.0164

0

2
0.3684
0.6512
0.1639
0.0038

3
0

0.2093
0.5902
0.0766

4
0

0.0465
0.2295
0.9195

2003—2015年
1

0.6316
0.0263
0.0082
0.0019

2
0.3421
0.5747
0.1967
0.0134

3
0.0263
0.2299
0.4672
0.0768

4
0

0.0690
0.3279
0.9079

图4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水平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商品销售总额和 GDP 的核算同样以 2003 年为基

期，借助GDP价格指数平减法进行平减。最后，运

用自然断裂法，基于公式（3）对各要素进行计算，得

到各要素影响力值见表5。
4.2 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 5可以看出，各要素在不同年份对旅游效

率的影响力和显著性水平存在一定差异。2003年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县域

市场规模影响，旅游资源禀赋和政府宏观调控对其

影响不大，城镇化水平和区位交通皆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2009年，旅游资源禀赋和区位交通的作用开

始凸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县域旅

游效率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和

县域市场规模相比 2003年影响力下降明显；2015
年更多地受到区位交通和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相

比 2009 年两者的影响力也都有所增加，分别为

0.1643和 0.1594，区位交通成为首要影响因素。纵

观三个年份，城镇化水平只在 2009年通过 0.05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政府宏观调控在 2015年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且两者影响力值均偏低，所以这两者

并非影响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根

据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结果，确定经济发展水平、

旅游资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和区位交通为影响浙

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利用Arc⁃
GIS，选择2003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县域市场规模、

2009年的旅游资源禀赋以及2015年的区位交通对

县域旅游效率分级和各主导因素聚类分级进行耦

合匹配分析，进一步分析旅游效率与各主导因素的

空间匹配关系（图5）。
由图5可以看出，2003年浙江县域旅游效率水

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市场规模的叠置结果类

似，其中基于县域市场规模的空间叠置图的表现出

更为明显的“市区效应”，总的来看，高效率高要素

水平和中高效率中高要素水平区域均分布于浙北、

浙东和浙南地区（如杭嘉湖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温

州和台州等区域），表明这些地区依托发达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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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影响要素影响力测度
Tab.5 Impact of elements to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年份

2003
2009
2015

经济发展水平

0.1876***

0.0914**

0.0648**

旅游资源禀赋

0.0488*

0.1412**

0.1594*

县域市场规模

0.1462**

0.0647
0.0489**

城镇化水平

0.0731
0.0329**

0.0482

区位交通

0.0799
0.1224**

0.1643***

政府宏观调控

0.0430**

0.0201**

0.0172
注：***和**分别表示影响力在0.01和0.05水平上显著。

图5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与影响因素空间耦合匹配图
Fig.5 The coupling map of county-scale tourism efficien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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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市场优势，资本的集聚和区域旅游市场能力

的提升在早期对旅游效率产生了良性的促进作用。

浙西南相较于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本地市

场也未得到有效开发，成为低效率低要素的主要分

布区。2009年高效率高要素和中高效率中高要素

水平区域主要分布于上海—杭州—黄山旅游发展

轴线上和浙东区域，这说明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地区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温州、

宁波和台州等地），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抵御风险

的能力相对较好，高效率区开始向浙江内部县市转

移，其中遂昌县和淳安县旅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2015年，高效率高要素和中高效率中高要素水平区

域主要分布于浙北、浙中地区，反映出便捷的公路

交通条件与良好的资源禀赋相结合，对旅游效率的

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低效率低要素水平区多

分位于浙东北和浙西南。

4.3 县域类型划分

为进一步探究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时空演变

的内在机理，结合地理探测器探测与空间匹配分析

结果，将旅游效率大于 0.8的县域划分为经济推动

型、区域中心型、资源推动型和交通推动型四种类

型（表 6）。当然，旅游效率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所能主导，本文依

据影响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的主导因素进行县市

类型的划分，存在一定主观性，但仍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反映县域的局部特征。

虽然浙江省旅游效率高水平县市总量在逐年

减少，但在单一年份由某一要素主导的县市比例仍

然可以反映出要素的作用强度。由表 6中各类型

县市比例的时间变化可以看出，资源推动型和交通

推动型县市比例呈递增趋势，2009年资源推动型县

市比例最高，为30.43%，交通推动型在2009年以前

比例变化不大，而2009年以后显著提高；区域中心

型和经济推动型县市比例呈递减趋势，说明中心市

区对周边县市的扩散作用在加强。从各类城市名

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经济推动型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具备时间上趋稳特征，短期

内变化不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能维持高水

平效率值；区域中心型县市在 2009年以前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但2009年以后发生巨大变化，资源推

动型和交通推动型城市变化较快，说明资源开发的

转向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在不断弱化本地市场规模

带来的区位优势。

5 结论与讨论

以浙江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 Boot⁃
strap-DEA模型、空间变差函数、马尔科夫链和地理

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测度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揭

示其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及特征，探讨空间格局演变

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研究期

内呈“双M”型变化规律，历年旅游效率的离散程度

较小，整体非均衡性偏弱，但空间非均衡性在不断

扩大，效率最优区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杭州市区、

宁波市区、嘉兴市区等相继退出效率最优区，县域

旅游效率出现“逆市区化”的现象，地区旅游投入并

没有及时跟随旅游需求的转向而做出调整；效率低

值区在浙西南保持相对稳定，呈现出西南向东北迁

移的态势。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分布总体呈正向

空间自相关，但集聚强度在不断减弱，高效率和低

效率县市在空间上趋于分散。

②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先减小

后增大，区域旅游效率由结构化空间分异所引起的

空间关联范围不断增大，核心市区对周围县域的溢

出效应也有增加的趋势，且县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增

强；全方向上的均质化程度较好，各方向上均质性

第5期 徐 冬，黄震方，胡小海，等：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205

表6 2003—2015年浙江省旅游效率高水平县域类型划分
Tab.6 County classification of high level touris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15

类型/时间

区域中心型

经济推动型

资源推动型

交通推动型

2003年
县市名称

杭州市区、嘉兴市区、台州市
区、义乌市、宁波市区、温州市
区、绍兴市区

嘉善县、嵊泗县、象山县、平阳
县、瑞安市、温岭市、海宁市

舟山市区、桐乡市、天台县、桐
庐县

天台县、奉化市、永嘉县、文成
县、青田县、象山县、东阳市

比例/%

28.00

28.00

16.00

28.00

2009年
县市名称

杭州市区、嘉兴市区、台州市
区、常山县

嘉善县、嵊泗县、德清县、义乌
市、岱山县

舟山市区、桐乡市、桐庐县、遂
昌县、淳安县、象山县、海宁市

天台县、奉化市、永嘉县、安吉
县、开化县、磐安县、永康市

比例/%

17.39

21.74

30.43

30.43

2015年
县市名称

湖州市区、乐清市、永
康市

嘉善县、德清县、义乌市

遂昌县、象山县、云和县、
常山县、磐安县

天台县、安吉市、平阳县、
景宁县、仙居县、武义县

比例/%

17.65

17.65

29.41

35.29



差异明显，东北—西南方向均质性最差；浙江省县

域旅游效率的格局演化在空间上具有延续性和规

律性。

③浙江省县域初期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具有一

定的时间稳定依赖性，以渐变变化为主，高等级旅

游效率的县市转移惰性明显，地区间跨越式发展的

概率较低；向高等级和低等级转移的县市在空间上

趋于集中，其中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嘉兴市区和

温州市区为中心的区域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向下转

移最为明显，以武义为中心的县市明显向上转移，

研究期内旅游效率水平类型趋稳效应呈减弱趋势，

整体表现出大范围下降和小范围增长的俱乐部趋

同特征。

④县域旅游效率的格局演变受到经济发展水

平、旅游资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区

位交通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间

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其中资源禀赋

和交通区位对县域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力呈增强

态势。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的演进可以划分为经

济推动型、区域中心型、资源推动型和交通推动型

四种类型。

在我国旅游产业地位不断提升，旅游投资规模

不断扩大，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县域

旅游效率进行探索，不论是从实践角度还是从理论

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开展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

的综合测度、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可以更好地厘清县域旅游的发展路径、明晰未来发

展方向，并对区域旅游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相关

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导。尽管当前关于旅游效率的

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旅游传统热点领

域（旅游市场、旅游影响等）相比，学界尚未对旅游

效率给予足够重视［3］，且对于县域旅游效率的研究

更是远落后于城市。学界对旅游效率本质内涵的

界定，更多地演绎于经济学中“效率”的定义，缺乏

真正基于“旅游”研究目的内涵阐释。旅游效率测

度指标的选取也尚存争议［15，18，20］，加之小尺度研究

单元数据有限，构建完善的投入产出测度指标体系

还需进一步努力。此外，对于旅游效率影响机制的

研究，未来还可以基于效率分解［11］，构建更加全面

的影响因素体系（如纳入技术创新等），选取更加系

统的表征指标（如将高铁、轻轨、高速、地铁等交通

数据结合起来，衡量地方区位交通发展水平），从系

统内部对效率的形成机理和驱动机制进行更加深

入、全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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