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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

成为国家城镇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以人为

本，稳中求进”的城镇化发展目标使得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1］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旅游业不仅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而且有利

于社会和谐和人们幸福感的提升。［2］所以，旅游引导的

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相关学者对

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旅游城镇

化概念的界定、［3-6］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模式、［7-8］旅游城

镇化的驱动机制、［9-11］旅游城镇化的影响、［12-14］旅游城

镇化发展与相关行业的关系研究。［15-16］

通过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内容多侧

重于旅游城镇化概念和作用等方面的理论分析和旅

游发展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但是基于城镇化角度对于

旅游发展的响应程度的研究较少，对于城镇化和旅游

业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足，量化分析更是缺乏，研究尺

度也多集中在省、市旅游区，［17-21］基于城市群尺度的研

究较少。

长三角城市群的旅游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均处

于我国前列，所以对于旅游城镇化响应具有极大的研

究价值。本文主要采用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方

法对旅游城镇化响应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有利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地区旅游和城镇化

的协调发展，也可以为其他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

供借鉴。

一、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长三角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的中心，区域面积

11.2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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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旅游收入21775.17

亿元，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52.72%。可以看出，长三

角城市群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旅游经济最具活力的地

区，加快旅游业发展是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实现经济可

持续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3年、2010年、2017年

各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

旅游发展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旅游局、江苏省旅游局以

及上海市旅游局。

（二）研究方法

1. 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测度

旅游城镇化响应是旅游业发展所引起的城镇化

的空间规模、形态、结构的转变情况，［22］主要体现了城

镇化发展对旅游产业的适应程度。因此，本文借鉴产

业结构的相关机理，［23］构建出旅游城镇化响应指数的

度量模型，计量如公式（1）。

RT=（PO/N）/（TL/M） （1）

式（1）中，RT代表区域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RT值

越大，说明城镇化发展对于旅游的响应强度大，即城

镇化的发展速度快于旅游业的发展。PO代表区域非

农人口，N代表区域总人口，TL为区域旅游业收入，M

为区域生产总值。

2. 热点分析

局域热点是一种基于距离权重矩阵的局部空间

自相关指标，能够探测地理事物分布的高值集聚和

低值集聚区。［24］通过对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的空间热点分析，能够进一步衡量旅游城镇化响应

系数与周边城市响应情况的关系。其计量如公式

（2）。

G *
i ( )d =

∑
j = 1

n

Wij Xj

∑
j = 1

n

Xj

（2）

式（2）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j和Xi为空间单元 i
和 j的属性值。

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最初应用

于地方性疾病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因受到的前提制

约较少，被广泛运用于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形成机理

研究。［25］本文引入地理探测器分析法，来定量的测量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形成机理。其

模型如公式（3）。

PD,U = 1 - 1
nδ2

U
∑

i = 1

m

nD, i δ
2
UD, i （3）

式（3）中，PD，U为探测因子D的探测力值，nD，i为次

一级区域样本数，n为整个研究区域样本数，m为次级

区域个数，σ2
U为整个区域内部旅游业和城镇化响应系

数的方差，σ2
U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其中，0≤PD，U≤

1，PD，U 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的影响越大。

二、旅游城镇化响应的区域差异特征

（一）响应系数的时间变动

本文通过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模型对旅游城镇

化响应系数进行测度（见表1）。从总体特征来看，

2002—2016年，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

升的发展态势，但是幅度均不是很大，说明政府注重

旅游城镇化这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发挥旅游对

于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

表1 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系数

城市

上海市
南京市
无锡市
徐州市
常州市
苏州市
南通市

连云港市
淮安市
盐城市
扬州市
镇江市
泰州市
宿迁市
杭州市
宁波市
温州市
绍兴市
湖州市
嘉兴市
金华市
衢州市
台州市
丽水市
舟山市
平均值

变异系数

2002年

0.28
0.23
0.20
0.17
0.16
0.18
0.12
0.31
0.18
0.13
0.30
0.21
0.20
0.10
0.41
0.33
0.35
0.40
0.23
0.33
0.41
0.40
0.16
0.41
0.50
0.27
0.42

2009年

0.16
0.23
0.21
0.16
0.18
0.16
0.12
0.32
0.18
0.09
0.25
0.26
0.11
0.09
0.22
0.19
0.23
0.29
0.18
0.35
0.17
0.21
0.28
0.22
0.21
0.20
0.33

2016年

0.14
0.24
0.22
0.12
0.20
0.21
0.12
0.27
0.10
0.09
0.23
0.26
0.10
0.09
0.30
0.23
0.35
0.31
0.25
0.67
0.48
0.64
0.54
0.40
0.43
0.31
0.59

2002年响应强度高于0.5的只有舟山市，这主要

wjf
文本框
地理探测器正确引用：[1] Wang JF, Li XH, Christakos G, Liao YL, Zhang T, Gu X & Zheng XY. 2010. 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4(1): 107-127.[2] Wang JF, Zhang TL, Fu BJ. 2016. A measur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Ecological Indicators 67: 250-256.[2] 王劲峰，徐成东. 2017.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 地理学报 72(1): 11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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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舟山市海岛旅游资源丰富，对城镇化发展的带

动比较强。苏北和皖北的旅游城镇化发展响应强度比

较低，主要是没能树立旅游发展观点，主要依靠第二产

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推动城镇化的进程。2016年响应

强度大于0.65（高）的城市有舟山、绍兴、嘉兴，3个城市

均属于中国的旅游城市，旅游资源知名度比较高、资源

类型独特，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快。响应强度

大于0.5（较高）的是浙江省宁波市，作为浙江省第二大

城市，宁波市注重旅游的发展，且宁波作为沿海城市，

凭借优良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得其旅游业

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处于中等响应水平的有

温州、丽水以及泰州。城镇化响应系数在0.05-0.20之

间（较低）的有徐州、宿迁、淮安、盐城、泰州等，主要集中

在苏中和苏北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处于南京城市发

展的阴影区，由于资源和知名度的限制导致旅游发展

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对于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比较

弱。总之，从总体情况来看，长三角旅游城镇化总体响

应强度的变异系数从2002年的0.41降低到2009年的

0.32，后增大到2016年的0.59。平均值由2002年的

0.27下降到2009年的0.20后增大到2016年的0.28。

（二）响应系数的空间差异

为了进一步研究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

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基于三个时间界面绘制了长三

角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空间分布图（见图

1）。从响应系数的空间分布情况来看，长三角旅游

图1 旅游城镇化响应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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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不均衡的空间特征，响应程度

强的区域在 2002 年形成了以浙江省丽水市、杭州

市、金华市为中心的“团块状”发展模式，响应程度

较低的城市位于长三角的东部以及苏北地区。2009

年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差异显著，总体表现

出明显的“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特征，且区域之

间的差异逐渐显现出“区域之间差距缩小，但是极

化现象增强”的现象，总体呈现“环状零散高值中

心”的发展模式。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响应系数

差异减小，整体呈现平稳状态，仅仅在绍兴市存在

一个高值区，总体呈现以绍兴市为高值中心从南到

北的“条带状”空间分布模式，差异缩小。这是因为

随着旅游的发展及其巨大的经济效益的显现，各城

市都比较注重旅游的发展，发挥旅游对城镇化的推

动以及旅游和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作用。这使得

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整体趋于平稳，极化程

度明显减小。从发展格局来看，长三角旅游城镇化

响应系数总体呈现“团块状—环状零散高值中心—

条带状”的转变。

（三）不同尺度空间格局分布差异

从整个城市群发展尺度看，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整体呈现以浙西、苏南为中心的多极化空间分布格

局。从省际层面来看，呈现浙江省>江苏省演变格局，

主要是由于浙江省旅游资源丰富，政府注重旅游产业

的发展，江苏省城镇化大多是城市先行的发展模式，

通过经济发展带动旅游城镇化的进程。

三、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的空间聚类

为了进一步分析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响应系

数的空间聚集情况，本文进一步使用Getis-Ord G*
i 值

得到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探

究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空间关联情况。

由图2可知，总体上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的热

图2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热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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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动。热点区和冷点区逐渐演

化形成了以苏中为核心的冷点区和以浙西金华市、丽

水市、衢州市为核心的热点区。

单就热点区而言，主要以浙江省为主，形成了以

条带状向以长江入海口为主的团块状分布，热点显著

区呈现从内陆向沿海迁移的状态。2002年主要以金

华为中心，辐射丽水、舟山等市。2009年不存在热点

高显著区，主要形成以金华市为中心的热点中显著

区，辐射台州市，这也体现了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城镇

化响应系数的波动态势。2016年形成了以宁波和舟

山两个沿海城市为中心的热点高显著区，辐射台州等

市，整体趋势和2009年一致，但是集聚作用增强，这说

明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旅游城镇化这一发展模式

得到重视，旅游城镇化的响应程度增强，不均衡程度

加大。

单就冷点区而言，存在冷点区范围扩大和地区转

移的现象。2002年和2009年主要形成了以泰州为中

心的冷点集聚中心，主要是由于该城市的发展对于旅

游产业重视不足，大力发展重工业，导致旅游城镇化

响应强度比较低，另外旅游资源不充足，处于周边城

市的旅游发展阴影区。2009年旅游城镇化响应冷点

区主要有徐州市、南通市，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旅游

资源赋存度不高，旅游产业发展不足。2016年形成的

冷点区主要有扬州市和泰州市，整体趋势和原因与

2009年一致。

从时间上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响应

强度逐渐增强，这主要是和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趋势以及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有关。从空间上来

看，长三角地区旅游城镇化不均衡程度逐渐增强，空

间集聚明显，这主要是和资源依托、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有关。

四、旅游城镇化响应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城镇化响应程度的演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22］并结合长三角地区城镇

化和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得知，旅游城镇化响

应主要与旅游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营销、产业政策等因素有

关。选取人均GDP、A级景区数量、旅游饭店的数量、

人均旅游收入、市区人口密度、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人均建成区面积、人均公路里程8项指标作为影

响因子，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分析方法对长三角旅游

城镇化响应强度的驱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主

要在arcgis中对各要素进行自然断裂点分级，然后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影响程度

（见表2）。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三个研究时段内对于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若干

指标在不同年份对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影响程

度不一致。在2002年主要受旅游资源、交通状况发展

影响程度比较高，2009年受景区数量和交通状况影响

较大，而2016年主要受人均GDP以及人均旅游收入影

响显著。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表2 旅游城镇化响应影响程度测度

年份

2002年

2009年

2016年

人均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0.52

0.56

0.51

旅游资源

丰富度

0.45

0.10

0.25

景区数量

0.11

0.29

0.20

人均GDP

0.21

0.23

0.32

人均旅游收入

0.11

0.12

0.31

人均公路里程

0.31

0.30

0.25

（一）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内在保障

力。从表2可知，三个研究时段的人均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对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影响 P值均大于

0.5，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旅游城镇化响应具有重要而

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均会导致旅游城

镇化响应系数的变动。

（二）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发展水平是旅游城镇化响应变动的直接驱

动力。2002年和2009年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受到旅

游资源状况影响比较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一

个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主要由本地的旅游资源决

定，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还

不是很高，政府会选择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投资发展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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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经济，而一些旅游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则成了政府

旅游发展次关注对象。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城镇化响应的主要推动

力。三个研究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的影响。旅游发展呈现明显的“资源推动”向“经济发

展推动”转化。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可以不同程度

缓解地区经旅游资源不足的状况。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模型，采用空

间自相关分析了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空间

分布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空间格局的影响

因素。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长三角各地级市旅游城

镇化响应系数在时间上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发

展态势。第二，不同研究时段长三角旅城镇化响应系

数空间格局呈现从“团块状”到“环状”到“条带状”的

演变过程。第三，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其直接驱动力，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其内在保障力，旅游发展水

平是主要推动力。旅游城镇化总体呈现“资源推动”

向“经济发展推动”的趋势演变。为了促进旅游城镇

化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关注经济和旅游发展的协调

共生。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仅使用旅游收入和城镇化

水平两个指标来测量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可能存在

不足，因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加强。另外，由于

数据收集的限制，本文对于旅游城镇化响应的影响因

素的选取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本文在相关文献

的基础上进行影响因素的选取，也极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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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Interaction

——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as an Example
XIE Yin-yin MA Huan-huan XUAN Yuan ZHOU Hui XI Wan-song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main development methods of new urbanization，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ur⁃

baniz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research.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
dex system，this paper use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and geo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spatial distribu⁃
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tourism respons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02，2009 and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urbanization response intensity of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generally shows
th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south high and low north”，and it presents a high value area dominated by western
Zhejiang and a low value area dominated by central Jiangsu；During the study period，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showed the evolution of“clump-ring-band”；Judging fro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in⁃
tensity，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patter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generally shows the transition from“re⁃
source-led”to“economically dominant”.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Key words：tourism urbanization；response；spatio-temporal analysis；influencing factors；Yangtze River Del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