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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
分布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

阮文奇，郑向敏，李勇泉，张舒宁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入境旅游是一种以人口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研究入境旅游是否存在“胡焕庸线”空间分

布特征，有助于科学把握入境旅游空间分异规律，促进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和加深对“胡焕庸线”地理特征理解。运用

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层异质性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等

方法分析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分析中国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入境旅游区域差

距较大，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②入境旅游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由东部

到西部地区，逐渐从热点区域过渡到冷点区域，“胡焕庸线”能准确地反映入境旅游空间分布的集疏特征；③各影响

因子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差异明显，单个因素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减弱，其中对外经济联系对入境旅游影响最大；

④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旅游接待能力、公共服务设施、区域公共交通、国际旅游开放度是中国入境旅游的

核心驱动因素，是“胡焕庸线”特征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推动了入境旅游空间分异格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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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Hu Line”
in Inbound Tourism in China

RUAN Wenqi，ZHENG Xiangming，LI Yongquan，ZHANG Shuning
（Tourism College，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Fujian，China）

Abstract: Inbound tourism is a kind of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and social phenomenon which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is the main feature. Exploring whether the "Hu line" exist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bound tourism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bound touris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bound tourism and deepen

understanding "Hu lin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The research use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layered method to analyze "Hu lin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bound tourism. And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the effect intensity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by Geographic detector. In this way,

analyz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China's inbound tour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the gap of inbound tourism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arge, with stro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obvious agglomeration trend. (2) Inbound tourism of

China presents obvious "Hu line" spac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east to west, make a transition from hot spots to

cold spots area, "Hu line" can be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hydrophob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bound tourism; (3)There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in the influence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on inbound

tour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factors on inbound tourism is weakened, among which the economic links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inbound tourism. (4)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outside, the tourist

reception capac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regional public transport,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openness is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inbound tourism, also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 of "Hu lin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diversity of inbound tourism.

Key words: inbound tourism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Hu line; spatial distribution; geographic detector; driv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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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务院提出把旅游产业培育成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地位极大提高［1］。

入境旅游作为一种以人口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地理

现象和社会现象［2］，是旅游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是

提高旅游收入的有效途径，发挥着改善投资环境、

公共基础设施及优化产业结构等重要作用［3］。因

此，研究入境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机理，有

助于优化资源投入方式，合理旅游产业布局，促进

入境旅游健康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入境旅游研究始于1990年代［4］，一度成为国内

外研究热点。国外学者主要从经济［4］、移民［5］、政

策［6］、影视［7］、文化［8］等因素对入境旅游的影响进行

大量研究。其中，经济发展与入境旅游的关系一直

是国外研究热点，To-sun认为入境旅游收入占当地

生产总值的比重可以衡量入境旅游的经济地位［9］；

Oh、Kim等分别验证了经济增长对入境旅游的驱动

作用［10-11］，入境旅游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加大

区域间经济不均衡［12-13］。国内对入境旅游的重视程

度远高于国外［14］，国内学者主要对入境旅游的时空

特征［15-16］、周期特征［17］、驱动模式［2］、影响因素［18-22］、

服务质量［23］、扩散机制［24］、客源结构与市场［25-26］等

进行了研究。在空间分布研究上，薛华菊等分析了

入境旅游流时空态势［15］，陈刚强等分析了入境旅游

规模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16］，张子昂等分析了

浙江县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17］，宣国富

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影

响因素［25］。

目前，入境旅游相关研究较少涉及“胡焕庸

线”。杨新菊等研究了上海入境旅游流的扩散规律，

发现入境旅游流集中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部，由

长三角区域向西北、西南方向扩散［24］。2009年，“胡

焕庸线”被评定为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之一［27］，在

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一直都是地理学术界的热点

研究问题［28］。“胡焕庸线”由胡焕庸教授于 1935年

提出，将中国人口分布划为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29］，

揭示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目前，中国人口分

布格局依然遵循“胡焕庸线”特征［30］。研究入境旅游

是否也遵循“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科学

把握入境旅游空间分异规律，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和

加深对“胡焕庸线”地理特征理解。

本文以中国 31个省级区域（以下简称省区）为

研究单元，以“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与空间集聚—

‘胡焕庸线’分布格局—‘胡焕庸线’是否为最佳分

界线—空间分异的驱动机理”为研究主线。通过冷

热点演化和市场占有率分析入境旅游的“胡焕庸

线”空间分布格局；进而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入境

旅游的分层异质性，判别“胡焕庸线”是否为绝佳分

界线；再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

因素及作用强度，探测主要客源国的核心影响因

素，从而分析其驱动机理。以期为入境旅游提供发

展策略、判断发展趋势和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

考，也有助于判别不同客源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因

素，促进中国入境旅游发展。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入境旅游人数作为入境旅游的衡量

指标进行相关研究［16］，由于研究选取的入境旅游影

响因素较多，有些指标只统计到2007年，如旅游资

源禀赋指标，首批5A级旅游景区是2007年才获批，

考虑到前后研究时间一致性，因此本文以 2007—
2015年为研究区间。本研究通过《中国旅游统计年

鉴》，收集整理了2007—2015年中国31个省区入境

旅游者人数的数据。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对外

经济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局数

据资料，收集整理入境旅游影响因素的代表性指标

数据。

1.2 研究方法

11..22..11 变异系数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可用于反映中国入境旅游的离散程

度，本研究通过其测度入境旅游的差异状况及其程

度，计算公式如下：

CV = 1
n∑i = 1

n (xi - x̄)2 || x̄ （1）
式中：CV 表示变异系数；xi 表示第 i个变量值；x̄

表示各个变量的均值；n表示变量总数。入境旅游

的 CV 值越大，说明中国入境旅游密集和稀疏程度

的差异明显，区域之间差距大。

11..22..22 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能够探测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格

局与集聚特征。全局空间自相关用 Global Moran's I
指数来表示，用来检验空间邻接或临近研究单元的

相似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用 Getis -Ord Gi
∗

指数来衡量，能更细致地刻画区域内研究单元的空

间分异特征。公式分别为：

Moran's I =∑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s2∑
i = 1

n ∑
j = 1

n

Wi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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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 和 s2 表示变量 x 的均值和标准差；n 为研

究单元数；xi 和 xj 为空间单元 i 和 j 的属性值；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Global Moran 's I 指数在［-1，1］
之间，当 I ＞0时，表示正相关，反之，负相关，I =0
时 则 表 示 各 区 域 之 间 独 立 存 在 ，并 对

Global Moran 's I 指数进行 Z 检验。

11..22..33 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

1.2.3.1 影响因素探测。地理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

地理要素的差异性及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31］，包

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 4个

部分。本文主要采用因子探测模型，其探测影响因

素强度的核心思想是：影响入境旅游变化的相关因

素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若某因素和入境旅游的强

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则说明这种因素对

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意义。入境旅游影

响因素的地理探测力值可表示为［31］：

q = 1 - 1
nσ2

U

∑
i = 1

m

nD, iσ
2
UD, i （4）

式中：q 为探测因子D的探测力值；n 为整个区域

样本数；nD, i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m 为次级区域

个数；σ2
U 为入境旅游的方差；σ2

UD, i 为次一级区域的

方差。 q 的取值区间为［0，1］，q 值越大，说明D因

素对入境旅游的影响越大。

1.2.3.2 空间分异性探测。地理探测器用于空间分

异性测度相对较少，空间分异性可以用来分析地理

空间各类型区之间的整体差异性。因此，本文运用

地理探测器分析“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的空间

分异性及整体差异性。具体来说，当各类型区内部

各基本单元是完全均质的，而各类型区之间又各不

相同时，分层异质性强度为1；当各类型区内部各基

本单元都是随机分布的，则分层异质性强度为 0。
探测值 q 的值域为［0，1］，值越大则说明空间分异

性越明显。

2 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

2.1 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与集聚

通过变差系数（CV）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

异进行分析（表1），发现2007—2015年入境旅游区

域差距较大，变异系数在 1左右，虽然 2011—2014
年略有上升，但整体呈现波动性下降的发展趋势，

说明不同省区入境旅游相对差异减小，空间分布呈

离散趋势。其中 2008年达到最大，数值为 1.078，
2008年中国发生较多重大事件，如“北京奥运会”、

“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入境旅游区域

不均衡。

为进一步探讨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

征，通过 Global Moran 's I 指数，分析入境旅游的全

局空间自相关情况（表 1），发现 2007—2015 年，

Global Moran 's I 值均为正，且 Z 值均大于0.05置信

水平的临界值1.96，说明中国入境旅游在各年均具

有 正 的 空 间 自 相 关 性 。 2007—2010 年

Global Moran 's I 值呈增长趋势，从2011年开始大幅

度下降，整体呈现波动性下降的发展趋势。前期空

间自相关性不断增强，表明中国入境旅游存在显著

的正向空间相关，优质省区和低质省区均在空间上

显著集聚，也即优质区域容易和其他优质区域相邻

近，低质区域也在空间上集聚，说明 2007—2010年
中国入境旅游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自我强化趋

势。从 2011年开始大幅度回落，空间集聚效应降

低，省区之间交通便利，旅游信息流通快，区域间人

员流动更加便捷，缩短了旅游过程中的时空距离，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入境游客跨区域流动，削弱了入

境旅游空间集聚特征。

2.2“胡焕庸线”空间分布格局

22..22..11 冷热点演化分析冷热点演化分析

为更有效地揭示入境旅游局部热点区域的演

化情况和空间分布，计算 2007—2015年入境旅游

的 Getis -Ord Gi
∗ 指数值，通过自然间断点法划分为

5种类型：热点地区、次热点地区、一般地区、次冷点

地区、冷点地区（图1）。总体得出：①中国入境旅游

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入境旅游

的热点地区和次热点地区均分布在东南半壁，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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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7—2015年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与集聚
Tab.1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agglomeration of inbound tourism in 2007-2015

年份

CV

Moran's I
Z(I)

2007
1.072
0.282
2.982

2008
1.078
0.291
2.994

2009
1.046
0.305
3.186

2010
1.043
0.304
3.154

2011
0.991
0.224
2.237

2012
0.955
0.208
2.137

2013
1.048
0.165
1.895

2014
1.049
0.168
1.924

2015
1.024
0.157
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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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壁除了少数地区处于一般地区，其余都处于冷

点区域和次冷点区域。“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空

间分异明显，从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从热点区域

过渡到冷点区域。②从时空演变来看。2007—
2015年中国入境旅游冷热点区域相对稳定，其中

2009年和 2010年的冷热区域分布一致。总体上，

热点区域存在一定的变动，但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

地区，冷点区域也相对稳定，主要集中在以青海为

核心的西部地区，区域间变动较小。③从热点、次

热点区域来看。入境旅游的热点、次热点区域由条

带状向团块状演变，从东部向中部延伸。2007年热

点、次热点区域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中心向两侧的

沿海区域辐射，呈现条带式分布，2008—2015年沿

海次热点区域收缩，逐步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延

伸，最终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团块状空间结构。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对内、对外经济

辐射力强，区域影响力大，海陆空交通便利，消费市

场成熟，成为入境旅游的集散中心［32］，能够加强区

域互动，促进区域入境旅游整体发展。

22..22..22 市场占有率对比分析市场占有率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对

“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进行对比分

析。本文以省区为研究单元，“胡焕庸线”横跨了黑

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四川、云南，

除了四川省，其他省区被“胡焕庸线”切割的面积较

小，将不考虑小区域分割部分。因此在进行“胡焕

庸线”两侧市场占有率对比分析中，将黑龙江、山

西、陕西、云南纳入“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将内蒙

古、宁夏、甘肃纳入西北半壁。而四川省被“胡焕庸

线”横穿，很难将其纳入东南或西北半壁进行测算，

在市场占有率对比分析中将不予考虑。研究结果

显示：“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空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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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2015入境旅游热点演化

Fig.1 Hotspots evolution of inbound tourism in 2007-2015



异巨大，整体保持95∶5的大致比例（表2），与“胡焕

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比例相一致［30］，且两侧入境旅

游空间分异较为稳定，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入境旅游

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格局。

2.3“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的分层异质性

从冷热点演化和市场占有率来看，入境旅游呈

现明显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但“胡焕庸

线”是否是识别入境旅游东西两侧的最佳分界线需

要进一步予以探讨。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地理探测

器测算分层异质性，检验“胡焕庸线”作为入境旅游

分界线的空间位置是否最优。由于在地理探测器

分析中，数据不必要求空间连续［33］，因此参照上面

“胡焕庸线”两侧市场占有率的区域划分。将黑龙

江、山西、陕西、云南纳入“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将

内蒙古、宁夏、甘肃纳入西北半壁，并且在进行“胡

焕庸线”两侧分异性测算时将四川省去掉，进行空

间分异性检测。同时，设定以下 2种情形进行对

比：①以“胡焕庸线”为轴线，将四川省纳入东南半

壁，进行分异性测算；②以“胡焕庸线”为轴线，将四

川省纳入西北半壁，进行分异性测算。形成两种参

照情形，并与去掉四川省之后“胡焕庸线”两侧分异

性作对比，分析这3种情形的分层异质性。结果显

示（表3）：在“四川省纳入东南半壁”后，两侧区域的

分层异质性整体变小，只有2015年呈变大趋势；在

“四川省纳入西北半壁”后，两侧区域的分层异质性

呈现波动性下降的发展趋势，整体变小。因此表

明，“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分布差异明显，“胡焕

庸线”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入境旅游空间分布的

集疏特征，是识别入境旅游东西两侧分异的绝佳分

界线。

3 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

3.1 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及相关性分析

33..11..11 指标选取指标选取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地区经济发

展［14，16，34］、区位与交通条件［34-36］、对外经济联系［14，16，18-19］、

旅游产业发展［16，21，34-35］、基础设施条件［16-17，21，34］、旅游

发展环境［22，36］等方面进行影响因素指标选取（表

4）。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中国入境旅游分布因

素进行探测，进而揭示入境旅游空间分异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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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
Tab.2 Market occupancy of inbound tourism in both side of“Hu line”

东南半壁/%
西北半壁/%

2007
95.16
4.84

2008
96.65
3.35

2009
96.08
3.92

2010
96.66
3.34

2011
95.27
4.73

2012
95.00
5.00

2013
94.06
5.94

2014
94.31
5.69

2015
94.57
5.43

表3 “胡焕庸线”及其调整后的分层异质性q值
Tab.3 Q-value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Hu line”and adjusted“Hu line”

胡焕庸线－四川省

东南半壁＋四川省

西北半壁＋四川省

2007
0.108
0.105
0.103

2008
0.135
0.125
0.146

2009
0.150
0.140
0.157

2010
0.153
0.143
0.161

2011
0.168
0.160
0.169

2012
0.186
0.180
0.179

2013
0.121
0.120
0.108

2014
0.125
0.125
0.106

2015
0.140
0.141
0.116

表4 影响因素探测指标体系
Tab.4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目标层

地区经济发展

区位与交通条件

对外经济联系

旅游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条件

旅游发展环境

探测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探测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地理区位

交通可达性

交通可进入性

实际利用外资

对外开放程度

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接待能力

旅游服务水平

公共服务设施

区域公共交通

突发事件

国际旅游开放度

预期影响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代表性指标

人均GDP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类型变量，分区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

铁路网密度（铁路里程数/区域面积）

国际机场数

外商直接投资额

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比重

5A级景区数量

星级饭店数量

旅游业从业人员数

公共设施用地

年末公共交通运营数

突发事件数量

旅游外汇收入占地区GDP比重

wjf
高亮



素及其驱动机理。

33..11..22 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

由于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只能探测影响因素

的作用强度，不能判别影响方向，因此在进行地理

探测器分析之前先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14
个影响因素与入境旅游之间的相关系数，以便进一

步探索各因素影响入境旅游的影响方向，以及入境

旅游是否与遴选指标存在相关关系。表5表明，14
个影响因素与入境旅游之间均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除了突发事件与入境旅游存在负向关系，其余影响

因素均为正向关系，因此也进一步验证了这 14个

影响因素选取的合理性。其中，实际利用外资、对

外开放程度、旅游服务水平和区域公共交通4项因

素与入境旅游的相关性很高。

3.2 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分析

地理探测器中的自变量必须为类型变量，如果

自变量是连续型变量，则需要将自变量离散化转换

为类型变量［33］。因此本研究将通过 k-mean聚类算

法对连续性探测因子值进行类别划分，形成空间分

区。再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计算各探测因子

对入境旅游的探测力值，并探测主要客源国赴中国

旅游的驱动因素。目前官方只统计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入境

旅游人数，因此以其为例进行客源国探测分析，具

体探测结果见表6。
①从总体探测结果来看（表 6）。2007—2015

年，探测因子的 q 值相对较大，各影响因素对入境

旅游的影响力差异明显，虽然入境旅游影响因素较

多，但存在显著的决定性因素。探测力值整体呈现

下降趋势，影响程度朝着均衡方向发展，单个因素

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减弱。其中经济发展水平

（X1）、交通可进入性（X5）、实际利用外资（X6）、对外

开放程度（X7）、旅游接待能力（X9）、公共服务设施

（X11）、区域公共交通（X12）、国际旅游开放度（X14）等

因素对入境旅游影响大。对外经济联系对入境旅

游的影响最为明显，是“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最

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基础设施、地方经济、对外交

通、旅游接待能力、旅游发展环境对入境旅游空间

分异也产生较大影响。

产业结构、交通可达性、旅游资源禀赋对入境

旅游影响较小，虽然不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也是入

境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吸引游客、旅

游消费、游客区域流动产生重要作用。地理区位的

探测力值下降，由于对外交通更加方便，地理区位

对入境旅游发展的限制程度降低。旅游服务水平

虽然不是核心影响因素，但对入境旅游影响较大，

探测力的均值为 0.545，旅游服务水平与游客满意

度密切相关，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和重游率。

突发事件对入境旅游影响力波动大，2007和 2011
年的探测力值分别为0.038和0.002，而2015年探测

力值为0.296，这跟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密切相关，不

同时间段的突发事件数量及影响强度差异大，对入

境旅游影响程度也不同，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②从主要客源国来看（表6）。主要客源国赴中

国旅游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相似性，实际利用外

资、对外开放程度、国际旅游开放度是主要客源国

的核心驱动因素。但核心决定性因素差异较大，实

际利用外资是主导日本、菲律宾、德国游客赴华旅

游的核心决定性因素，区域公共交通是韩国的核心

决定性因素，旅游接待能力是主导马来西亚、泰国

的核心决定性因素，国际旅游开放度是主导新加坡

的核心决定性因素，实际利用外资是主导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游客入境旅游的核心决

定性因素，旅游资源禀赋是俄罗斯的核心决定性

因素。

3.3 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分析

33..33..11 整体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分析整体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分析

通过对 2007、2011、2015年核心驱动因素归纳

总结（表 7），实际利用外资（X6）、对外开放程度

（X7）、旅游接待能力（X9）、公共服务设施（X11）、区域

公共交通（X12）、国际旅游开放度（X14）是我国入境旅

游的核心驱动因素，是“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的

主要影响因素，推动了入境旅游空间分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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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入境旅游与遴选指标Pearson相关系数
Tab.5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inbound tourism and selected indicators

指标

2007
2011
2015

X1

0.730**

0.607**

0.522**

X2

0.434*

0.425*

0.376*

X3

0.516**

0.520**

0.424*

X4

0.382*

0.365*

0.321

X5

0.630**

0.580**

0.657**

X6

0.859**

0.856**

0.752**

X7

0.861**

0.768**

0.789**

X8

0.372*

0.601**

0.312

X9

0.743**

0.762**

0.633**

X10

0.819**

0.874**

0.703**

X11

0.748**

0.740**

0.647**

X12

0.818**

0.856**

0.771**

X13

-0.194
-0.026
-0.488**

X14

0.588**

0.654**

0.696**

注：*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形成。

①对外经济联系。21世纪以来，入境旅游从以

观光为主向度假、商务、会议等多层次旅游目的转

变，其中商务、会议游客明显增多［16］。对外经济联

系带来大量的商务、会议游客，入境旅游与对外经

济联系的关联性极强，对外经济联系越密切，经济交

流合作就越频繁。实际利用外资能够衡量客源国来

华投资程度，外商投资能够促进入境旅游发展［17］，

推动商贸旅游发展。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客源

国贸易往来越多，有助于双方旅游往来。随着全面

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更多地区实行走出去战略，

特别是落后地区对外经济联系加强，因此也导致了

2015年对外经济联系的探测力值有所下降。

②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设施和区域公共

交通都是入境旅游的核心驱动因素，基础设施条件

在入境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区域公共交通

有助于游客游玩，方便游客出行，而公共服务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源品位不高和区位差等

问题。基础设施条件对于改善旅游舒适度，提升游

客满意度和目的地口碑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中

西部省区基础设施条件的迅速改善，其旅游资源优

势得以发挥，旅游景区吸引力增强。但入境旅游发

展机制朝着多元化因素驱动转变，使得基础设施条

件的突出作用有所减弱，其 2011和 2015年探测力

值较之2007年略有下降。

③旅游接待能力。旅游接待能力能满足入境

游客需求，提供全方位服务，增强旅游体验感，也是

吸引入境游客的重要因素。2007—2015年，旅游接

待能力的探测力值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入境旅游发展前期，旅游接待设施相对较少，旅游

接待对入境旅游影响明显，随着星级酒店大规模重

复建设，导致酒店供过于求，旅游接待设施不能充

分发挥其蕴藏的经济优势［22］，因此旅游接待能力的

探测力值下降。

④国际旅游开放度。国际旅游开放度反映了

入境旅游发展环境，也体现了入境旅游对地区经济

发展的贡献度，可以促使政府加大对入境旅游支持

力度，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在公共服

务设施上也会有所倾斜。国际旅游开放度高的地

区，入境旅游产业相对成熟，接待体系完善，能够引

导社会资源投入到旅游发展中，形成社会共力，共

助入境旅游发展。且国际旅游开放度高的地区一

般也是国际旅游目的地，具有良好的国际旅游品牌

形象，能够吸引更多入境游客。

33..33..22 区域客源市场的驱动机理分析区域客源市场的驱动机理分析

提取客源国核心驱动因素，根据客源国之间共

性驱动因素，将13个客源国划分为3个区域客源市

场，具体划分见表 7。由于俄罗斯核心驱动因素与

其他客源国差异较大，因此将其归为其他市场，影

响因素的探测力值均较小，俄罗斯虽然是欧洲国

家，但受远东地区影响大，旅游消费习惯与欧美差

异明显，同时俄罗斯与中国接壤，来华旅游主要受

到旅游资源、地区经济和旅游接待等因素的影响。

①日韩市场的驱动机理分析。经济发展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公共服务设施、区域

公共交通是日韩市场核心驱动因素。21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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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入境旅游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Tab.6 Results of impact factor of inbound tourism

探测指标

总体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2007
2011
2015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均值

X1

0.675
0.498
0.355
0.534
0.457
0.290
0.428
0.339
0.157
0.489
0.414
0.426
0.321
0.304
0.389
0.129

X2

0.414
0.140
0.348
0.259
0.104
0.202
0.374
0.238
0.209
0.425
0.405
0.388
0.339
0.296
0.389
0.084

X3

0.266
0.271
0.180
0.324
0.223
0.236
0.217
0.233
0.047
0.117
0.114
0.115
0.072
0.057
0.071
0.016

X4

0.250
0.177
0.227
0.227
0.316
0.114
0.308
0.133
0.055
0.352
0.290
0.301
0.240
0.238
0.314
0.116

X5

0.436
0.383
0.691
0.401
0.371
0.375
0.219
0.422
0.142
0.335
0.290
0.245
0.195
0.220
0.203
0.027

X6

0.768
0.772
0.637
0.812
0.515
0.524
0.582
0.582
0.225
0.620
0.592
0.606
0.412
0.402
0.492
0.036

X7

0.758
0.637
0.682
0.643
0.392
0.433
0.536
0.554
0.221
0.796
0.648
0.648
0.513
0.488
0.487
0.044

X8

0.215
0.410
0.114
0.229
0.154
0.227
0.076
0.249
0.130
0.277
0.324
0.304
0.356
0.303
0.312
0.143

X9

0.617
0.639
0.471
0.399
0.381
0.531
0.149
0.534
0.545
0.396
0.442
0.397
0.389
0.422
0.332
0.128

X10

0.637
0.580
0.419
0.426
0.375
0.464
0.219
0.509
0.328
0.461
0.521
0.470
0.484
0.452
0.418
0.069

X11

0.642
0.584
0.446
0.608
0.507
0.324
0.322
0.412
0.158
0.432
0.481
0.474
0.501
0.348
0.470
0.126

X12

0.734
0.642
0.487
0.685
0.592
0.302
0.309
0.409
0.163
0.499
0.532
0.520
0.483
0.371
0.476
0.067

X13

0.038
0.002
0.296
0.047
0.037
0.193
0.010
0.212
0.231
0.146
0.123
0.096
0.194
0.177
0.119
0.067

X14

0.666
0.723
0.602
0.594
0.230
0.480
0.532
0.595
0.424
0.614
0.550
0.533
0.461
0.485
0.455
0.125

注：主要客源国呈现的数值为2007、2011、2015年探测因子的均值。

wjf
高亮



日韩赴中国的游客人数增长迅速，成为最主要旅游

客源国之一［37］。中日韩三国文化相通、地缘相近、

经济贸易来往密切。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有着密

切的联系，入境旅游引发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推动

入境旅游发展［38］，中日韩国际贸易来往频繁，推动

了日韩赴华旅游。且国际贸易跟地方经济息息相

关，日韩市场受目的地经济影响明显，这区别于欧

美、东南亚市场。而基础设施条件也是影响日韩来

华旅游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度。

②东南亚市场的驱动机理分析。交通可进入

性、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旅游接待能力、

旅游服务水平、国际旅游开放度是东南亚市场核心

驱动因素。交通可进入性和旅游接待能力是区别

于日韩和欧美市场的核心驱动因素，对东南亚游客

产生重要作用。东南亚相对于日韩、欧美国家，经

济和交通相对落后，赴中国旅游容易受到交通制

约，大多前往交通可进入性好的地区，并且注重旅

游接待能力和旅游服务水平，倾向于前往旅游开放

度高的旅游目的地。对外经济联系也是东南亚市

场的重要驱动因素，近年来，东南亚诸国经济发展

迅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推动国际

贸易发展，而中国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贸易合作伙

伴，带动了国际贸易旅游发展。

③欧美市场的驱动机理分析。实际利用外资、

对外开放程度、旅游服务水平、公共服务设施、区域

公共交通、国际旅游开放度是欧美市场核心驱动因

素。欧美市场是中国最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地，对

入境旅游推动作用明显［39］。近年来，欧美积极与中

国开展国际贸易，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合作格

局，带动会议、商务、体验等类型的入境旅游发展，

对外经济联系极大地推动了欧美游客赴中国旅

游。相比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欧美游客更加注重服

务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追求旅游品质和舒适性。

4 结论与建议

第一，通过变差系数分析，发现 2007—2015年
中国入境旅游区域差距较大，整体呈现波动性下降

的发展趋势，突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区域不

均衡。入境旅游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

间自相关系数整体呈现波动性下降的发展趋势，和

变差系数分析相一致。前期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增

强，入境旅游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优质区域和低

质区域均在空间分布上显著集聚，从 2011年开始

呈现下降趋势，即入境旅游空间集聚效应降低。

第二，通过 Getis -Ord Gi
∗ 指数分析冷热点格

局，发现中国入境旅游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空间

分布特征。2007—2015年热点、次热点区域均分布

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而西北半壁基本处于冷

点、次冷点区域，“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空间分

异明显，从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从热点区域过渡

到冷点区域。

第三，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中国入境旅游的空

间分层异质性，发现“胡焕庸线”两侧入境旅游分布

差异明显，“胡焕庸线”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入境

旅游空间分布的集疏特征，是识别入境旅游两侧空

间分异的绝佳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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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入境旅游核心驱动因素
Tab.7 Core driving factors of inbound tourism

客源国

总体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2007
2011
2015

核心驱动因素

X1、X6、X7、X11、X12、X14
X6、X7、X9、X11、X12、X14
X5、X6、X7、X9、X12、X14
X1、X6、X7、X11、X12、X14
X1、X6、X7、X9、X11、X12
X5、X6、X7、X9、X10、X14
X1、X2、X6、X7、X11、X14
X5、X6、X7、X9、X10、X14
X6、X7、X9、X10、X13、X14
X1、X6、X7、X10、X12、X14
X6、X7、X10、X11、X12、X14
X6、X7、X10、X11、X12、X14
X6、X7、X10、X11、X12、X14
X6、X7、X9、X10、X11、X14
X6、X7、X10、X11、X12、X14

X1、X4、X8、X9、X11、X14

共性驱动因素

实际利用外资（X6）、对外开放程度（X7）、旅游接待能力（X9）、公共服务设施（X11）、区
域公共交通（X12）、国际旅游开放度（X14）

经济发展水平（X1）、实际利用外资（X6）、对外开放程度（X7）、公共服务设施（X11）、区
域公共交通（X12）

交通可进入性（X5）、实际利用外资（X6）、对外开放程度（X7）、旅游接待能力（X9）、旅游
服务水平（X10）、国际旅游开放度（X14）

实际利用外资（X6）、对外开放程度（X7）、旅游服务水平（X10）、公共服务设施（X11）、区
域公共交通（X12）、国际旅游开放度（X14）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X1）、交通可达性（X4）、旅游资源禀赋（X8）、旅游接待能力（X9）、公
共服务设施（X11）、国际旅游开放度（X14）

区域市场

-

日韩市场

东南亚市场

欧美市场

其他



第四，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中国入境旅游的主

要驱动因素，各个影响因子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差

异明显。2007—2015年，影响因素的探测力值整体

呈现下降趋势，入境旅游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单

个因素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减弱。从总体来看，对

外经济联系是影响入境旅游“胡焕庸线”特征的主

要因素，基础设施、地方经济、对外交通、旅游接待、

旅游发展环境对入境旅游空间分异也产生较大影

响，而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国际旅游开放

度是主要客源国共性驱动因素。

第五，通过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分析。发现实

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旅游接待能力、公共服

务设施、区域公共交通、国际旅游开放度是中国入

境旅游的核心驱动因素，是“胡焕庸线”特征形成的

主要影响因素，推动了入境旅游空间分异格局形

成。经济发展水平、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

公共服务设施、区域公共交通是日韩市场核心驱动

因素；交通可进入性、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

度、旅游接待能力、旅游服务水平、国际旅游开放度

是东南亚市场核心驱动因素；实际利用外资、对外

开放程度、旅游服务水平、公共服务设施、区域公共

交通、国际旅游开放度是欧美市场核心驱动因素。

为推动入境旅游发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缩小中国入境旅游区域差

距，以基础设施、对外交通、旅游接待、旅游发展环

境作为突破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以公共服务、交

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以旅游接待、旅游服务为

辅，既吸引入境游客，也方便国内游客出游和当地

居民生活。②加强入境旅游区域合作，完善区域间

的旅游分流合作机制，促进入境游客流动和转移，

带动各区域共同发展，突破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

空间分布特征。③充分发挥各地区对外经济贸易

优势，以国际贸易带动入境旅游发展，促进商务、会

议等入境旅游发展。④创造对外交流合作条件，提

高入境旅游的交通可进入性，降低入境游客交通成

本，提高来往便利程度，如考虑放宽旅游签证条件、

改进免税制度、加快入境手续的办理、降低银行存

款最低限额，进而提升旅游目的地国际竞争力。⑤
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禀赋，加强对日韩市场、欧美市

场、东南亚市场的针对性宣传营销，分类旅游客源

市场，促进各地区入境旅游快速发展。⑥优化旅游

公共服务，增加入境游客的生活便利性，提高旅游

舒适度；完善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缩短入境游客交

通时间，促进区域间游客流动和集散。⑦通过相关

政策引导，营造旅游发展环境，树立良好的国际旅

游品牌形象，吸引多元化资本进入旅游产业，促进

入境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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