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首先，译者谨以此书敬谢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陈传康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刘树人教授
因为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本书才能得以出版；同时也是他们指导和
鼓励译校者在旅游地理学领域进行研究与探索，将国外先进的学术成果介绍
到国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传康教授和刘树人教授，对中国旅游地理学
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一书，原名《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是 Ｌｏｎｇｍａｎ 出版公司推出的“资源管理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作者斯蒂芬·史
密斯（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Ｊ．Ｓｍｉｔｈ）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游憩与娱乐研究系教授，曾
任该系系主任。作者曾在游憩地理学以及娱乐政策、娱乐研究、旅游等许多
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与研究报告，除了本书外，还包括同样被广泛引用
的另一本著作《旅游分析手册（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史密
斯先生还身兼滑铁卢大学地理学系的兼职教授、安大略娱乐研究委员会执行
委员，以及《游憩研究评论》杂志编辑。他的著作中，最受专家好评的就是
这本《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１９８７ 年初，译者在华东师大地理系外文资料室翻阅旅游地理学文献时，
发现了这本不太厚但却烨烨生辉的著作，惊喜之下摘译了部分章节，在《地
理译报》上发表。其后，又约请颜建平、戴光全、谈三平等人将全书译出，
在刘树人、康淞万先生的支持下，出了油印本。１９８９ 年我到云南楚雄师专支
教，对译文中的人名、地名作了统一规范处理。同时由中山大学地理系保继
刚副教授对译文进行了校对，并且得到戴凡同志的支持和帮助。１９９１ 年夏，
根据上述油印本，我又对全书作了重译，以图译文质量有所提高。在此期间，
译者还请原作者史密斯先生为中译本作序，史密斯博士欣然应允，并很快寄
来中文版序，在此要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正如滑铁卢大学布鲁斯·米切尔先生在该书英文版前言中所称，史密斯
博士的《游憩地理学》，是一本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书，他在这本书
中所列举的方法“多种多样，从传统的到新近的，从简单的到复杂的，从定
性的到定量的。这样，读者就可以领略多种方法，并能从中看到，这些方法
在不同的情况下，怎样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如果说解决游憩
和旅游问题的方法，是本书的实用性之所在，那么在这些方面的铺陈描述的
背后，时刻萦绕着的两根主要线索——区位和旅行——就构成了本书的理论
经纬，并从不同层次，从描述到阐释、再到预测、直至规范研究，加以构织，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游憩地理学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本《游憩地理
学》，不仅具有实用意义，而且也具有理论价值。
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现代旅游地理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步发展。
１９８０ 年北京旅游学院开设旅游地理课程，１９３２ 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
地理室成立旅游地理研究组，出版《旅游地理文集》。在此期间，南开大学、
杭州大学成立旅游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开始
招收旅游地理方面研究生，《地理研究》、《地理译报》、《青年地理学家》、
《经济地理》、《旅游学刊》诸刊开始发表旅游地理方面的论文。近几年来，
普通旅游地理学专著也开始出现，如雷明德《旅游地理学》、卢云亭《现代

旅游地理学》、孙文昌《应用旅游地理学》等相继付梓。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第一次资助旅游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保继刚硕士荣获该项 ２ 万元的专门研究
经费。所有这些都有力说明，旅游地理学在中国，已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
的重视，并已取得可喜的长足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将具有理论与方法双重
价值的史密斯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正如破浪之舟，乘风催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在旅游地理学的研究，甚至在理论研究方
面，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毕竟起步太晚，距《游憩活动与土
地利用》（Ｋ．Ｃ．ＭｃＭｕｒｒｙ，１９３０）一文的发表，已有六十余年，许多方面，尤
其是理论和方法方面，“同志仍需努力”。北美和西欧的旅游地理研究，包
括史密斯的著作，在游憩方式、数学模型、行为模式、经济市场预测等方面，
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游憩研究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研究。游憩（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一般是指不
过夜的娱乐活动，而旅游（ｔｏｕｒｉｓｍ）则指在目的地过夜的旅行、休闲行为。
目前国内学者的兴趣，主要放在旅游的研究上，对游憩现象尚未加以注意。
而在西方，游憩现象的研究已成为主流，并且把旅游活动看作是游憩活动的
一种方式，这样看来，游憩的地理分析，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因此，旅
游地理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可能结果，是游憩地理学的繁荣。我们在研究旅
游空间规律的同时，也应重视游憩活动、尤其是城市游憩系统的研究。
用数学方法建立统计模型，分析游憩和旅游活动的发生发展规律，能更
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或许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有所作为
的领域。
游憩活动实际上与人的移动分不开，游憩者（或游客）的旅行与休闲行
为都受社会、经济和心理条件的制约。用空间观点分析游客的行为，为专门
的设施、区位和社群，建立不同的行为模式，可以为市场开发找到更好的决
策方案。如果我们能够从就资源而论资源的阶段更进一步，加强对人（游客）
本身的研究，将更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另外，我们还需更多的社会心理
学训练，需要与其他学科有更多的合作。
从市场的角度分析资源（或旅游位址），资源才具有经济意义。目前我
们对资源本身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的经验积累和资料积累。潜在的资源和
位址（ｓｉｔｅ），在某区域内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它与外部的客源地有
什么样的关系，潜在的游憩者对资源有怎样的映象、怎样开展营销活动、成
本－效益比为多少……这些问题，也许是未来研究中比较富于实际意义的角
度。
最后，译者还要对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为本书的出版作
出各种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地理室汪安祥、黎勇
奇、裴威，他们为本书的编辑付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除了编辑译稿外，
裴威同志还做了大量业务联系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徐建刚、谈三平，
他们曾给予本书以极大的帮助；中山大学地理系陈乐，他为本书清绘了全部
插图。北京大学地理系刘伟强，他在译者在京看稿期间，给予了很多帮助。
吴必虎
１９９１．９．
北京香山四统碑

《游憩地理学》中译本序
欣闻《游憩地理学》一书已被吴必虎等译成中文，本人深感荣幸。中、
加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文化，相互尊崇和向往，由来已久。诚望拙作对游憩和
旅游地理学方面的中国同行，能够有所裨益。
世界各国政府日渐认识到，游憩和旅游对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虽然
我们难以找到科学的证据，来证明游憩活动和人们的生理或心理健康之间存
在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各种形式的游憩活动对人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有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如此，游憩活动还可以增
强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的亲密联系，增强人们的社区感，并促发人们对其传
统的自豪感。
当然，作为游憩活动的一种形式，旅游同样具备上述好处，但它带给我
们的还不仅这些。正如世界旅游组织指出的那样，旅游已成为世界最大产业，
１９８９ 年世界旅游总收入已超过 ２０ 亿美元。通过适当的经营、推销，旅游业
可以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旅游还可起到增
进各国间的交流、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作用。
有许多事物可以将旅游者吸引到目的地，但文化、传统和环境是尤为重
要的因素。虽然游客的蜂涌而至会引起容量超载、破坏脆弱的传统文化和自
然环境，但是游客的需求，也许可以导致产生保护这些旅游区的政治压力和
财政资助。
我在本书英文版原序中业已指出，这本《游憩地理学》的重点并不在于
研究的“结果”，而在于研究的“方法”。目前，人们对发展游憩与旅游的
成本与效益，还未完全理解；用于规划、营销、管理、以及评价游憩与旅游
发展的各种方法，也未臻完善。然而，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致力于国际合作，
致力于各项研究的未来进展。
游憩与旅游地理学是一门充满活力、大有作为的科学。从某种水平而言，
游憩与旅游地理学就某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游憩与旅游问题而展开的研究，其
所谈及的问题与所用的方法，反映了特定地区的学者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但从更一般的水平而言，因为游憩地理学最终关心的是对景观整体——作为
人类之家的地球本身的理解，所以它应该超越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游憩
与旅游地理学家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胸怀全球”。
最后，谨向各位读者致以良好的祝愿！
（斯蒂芬·史密斯）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本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游憩地理学方面的较权威的著作。本
书系统介绍了与公、私决策有关的旅游设施布局的优化决策问题，把游憩地
理研究分成描述性、阐释性、预测性和规范性四类，并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区
位与旅行的诸类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游憩地理学研究作出系统的评价，
并提供较有实用价值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及研究生参考使用，对有关科研工作者及旅游决策、
规划、管理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游憩地理学

导 言①
本书旨在阐述游憩地理学（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的基本问题、以及
游憩地理学家所用的研究方法。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主要目的，另一个
是次要目的。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游憩地理学家所运用的各种方法，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结果；我们的次要目的
是，希望通过系统抉择世界各地近两代游憩地理学家所做的典型研究，找出
有代表性的问题和方法，从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游憩地理学概念体系。但在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讨论几个重要术语，并对本书的章节安排作
一概述。
游憩地理学是对景观中的游憩模式与过程的系统研究。该定义中有三个
术语极其重要。第一个概念就是“景观（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应该注意不能把
这个概念理解得太狭窄。对于我们来说，景观不仅包括地球的表面，而且包
括大气层（作为天气变化之源和空中旅行的“通道”）和地表下的圈层，例
如洞穴和珊瑚礁等。景观还包括非具象内容，例如，人群的移动、人类对资
源的利用、政治疆界、地域分异的类型、气候、产业间的经济联系、社会组
织模式、以及人类的价值观等等，都是不可见现象，但就我们所指景观这一
概念，却是其非常重要的部分。从游憩地理学的意义来说，景观既可以是主
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一方面，它受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
面，它又反过来影响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
第二个概念是“游憩（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它是游憩地理学中的一个基本
概念，但又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几十年来，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提
出过一个接一个的定义，但没有一个能得到大多数研究者持久的赞同，因此
目前尚无一个可接受的权威性定义。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对游憩有一个直觉
的定义；随时将这一定义用言词表达出来，是难以做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换句话说，研究“游憩”的地理学家，需要建立一个实用的定义，来解释在
一特定的研究课题中，他怎样选择并评价所要研究的现象。不过这一定义仅
是个工具，它常常是对各种包含着“游憩”意味的事物的不完善的、甚至在
哲理上不全面的陈述。
在实际运用中，游憩常常意味着一组特别的可观察的土地利用，或者是
一套开列的活动节目单。就像对“景观”的理解一样，对游憩的理解亦不能
太狭窄。也就是说，游憩还包括被称为“旅游”、“娱乐”、“运动”、“游
戏”、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等现象。不妨像刘易斯·卡罗尔（Ｌｅｗｉｓ
Ｃａｒｒｏｌｌ）的《镜中人》中的矮胖子（Ｈｕｍｐｔｙ Ｄｕｍｐｔｙ）一样，说句夸张的话：
我们可以随意地用这些词来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当然，词义的约定俗成
和这些词对别的方面的敏感性，会影响到术语和定义的选择；对任何特定词
汇的运用也应保持其含义的前后一致。另外一方面，约定俗成和词的敏感性
也告诉我们，上述术语中，没有一个具有唯一的、永远正确的定义。
第三个重要概念是“系统研究（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研究游憩地理
学的方法不一而足。可以围绕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来编写一本书，这种方法通
常是对重要政治问题的及时的、常常是有趣的分析。不过，针对问题的方法
常因时过境迁而失效，而且常常仅与某个地区或国家有关。除此方法外，也
①

原文为前言，这里将其移至正文，作为全书序论。——译注

可通过系统地总结相关事实，例如加拿大国家公园的总面积，可用来编写一
本书。同样，这也是一个有用的方法，但这样一本书仍有一时一地的局限。
我们在这里所采纳的方法，更为强调非时限的、全球性的概念，而不是特殊
问题和事实的罗列。它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方法和研究成
果的应用。
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的一个有效方式是，从研究者所碰到的所有问题的
描述开始，逐渐完成从描述到规范研究这样一个连续分析过程。描述研究是
科学探索中的基本阶段，是一个回答诸如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等问题的过程。
描述——包括定义和分类——事实上形成了所有其他类型研究的基础。因
此，本书即从讨论游憩地理学中的描述基础开始着墨。
其后便是阐释研究：目的在于回答“怎样”的问题。最近进行的令人兴
奋的工作中，有些就是阐释模型的建立和检验。最近研究者正在进行研究的
许多课题当中，就包括对公园使用问题、活动冲突、国际旅行模式、以及游
憩景观的发展等的来由的分析。
进行阐释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预测模型。有些预测研究与阐释研
究是互相对应的。换言之，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经验地解释事物目前的状态，
他就有可能运用该分析，预测事物的未来情形。但还有一类预测研究，并不
以阐释研究为基础。通过观察统计规律、并假定这些统计规律保持不变，我
们就可以预测未来事态的可能结果。
游憩地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当中，有着长久魅力的是规范研究：这类研
究试图阐明事物的理想状态，并力图将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决策。为达到规范
研究的目的，研究者必须能够描述现状、解释其来由、预测未来趋势和结果，
并要在分析中运用价值判断。
上述四种类型的研究，我们都将运用实例，一一加以详细探讨。对于每
一类型的研究，又分为两个基本项目：区位和旅行。因此，本书的基本内容，
即由游憩地理学中有关区位和旅行问题的描述性、阐释性、预测性和规范性
研究等八个章节所组成。本书还包括一章总结性文字。对有关方法和问题作
了回顾，并对未来作了一些展望。
本书的内容从许许多多研究人员的工作中得益非浅。如果感兴趣的读者
需要得到更多的情况，他们可以去参阅原始资料，以便对任何所涉及到的问
题，取得更多的材料。我们已将所用到的参考文献附列于书后，在每章的末
尾，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补充读物。这些文献和读物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
某一方面所有最好的著作，并想当然地忽略那些没有在这里引录的作者的成
就。本书引用的材料，是我所接触到的、能为我所用的高水准的材料，一般
情况下其他研究者亦可得到。如果把所有可用的资料全部引用，其数量可能
是现在的两三倍。不过，我相信玛丽·斯图尔特（Ｍａｒｙ Ｓｔｅｗａｒｔ）在完成她
的三卷本的默林（Ｍｅｒｌｉｎ，卡米洛的巫士）的传奇故事后，总结她的写作得
失时所说的话：
“如果我再阅读更广泛些的书的话，我就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如果我知道还有多少书等着我去读的话，我就永远没有勇气自己动笔写作。
然而我毕竟还是做了，并且略可告成。现在，轮到读者一试身手、伏案工作
了。

第一章 区位的描述研究
区位的描述是对差异的研究。但是，对游憩而言，有关区位差异却并不
容易确定。寒冷的山地湖泊和热带海滩，同样都是游憩资源。加拿大落基山
脉未受污染的空气，和某些大城市剧院区的浑浊空气，都与迷人的假日密切
相关。历史古迹、古代废墟和近、现代建筑物，同样吸引着旅游者。南斯拉
夫深邃幽暗的喀斯特区的溶洞，与多伦多的加拿大国家大厦上视野开阔、清
风徐来的观景台一样，使旅游者流连忘返。人们需要寻求友伴相随、需要摩
肩接踵，同样，人们也需寻求荒蛮寥廓，静享孤寂。
游憩并不是具有不同形式的单一现象，它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现象的组
合，每一现象具有不同的资源需求，为不同的参与者所欣赏，而每一个参与
者又可从不同的区位获得不同的满足。游憩资源及其利用的命名、描述、分
类等问题，亦是多方多面，研究者们不仅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同时也认识到
命名、描述和分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不同意某个单一的分类体系。
有关描述游憩资源和游憩活动的区位的方法，披披纷纷，不一而足，可
与被研究的对象的纷杂相媲美。但我们仍可将这些方法归分三大类：①设施
与活动区位的描述；②资源调查评价；③区域与资源映象的描述。
上述三类方法的排列顺序，反映了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首先引起地理
学家的注意的，就是游憩土地利用。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人们就认识到旅
游和游憩对发展地方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促进
了对未来发展有一定意义的资源的调查评价。最后，研究人员认识到，资源
及其利用之间的关系，与人类的价值观念有关，因此他们转而分析资源开发
利用中，映象与感应的作用。今天，文献当中上述内容的区别，也许不像本
章划分的那样一清二楚，但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将游憩地理学中有关区位描述
方面复杂的发展史，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设施区位和活动区位
１．设施区位
对现有设施加以命名和统计，可以为地理学家提供最为有用的资料。我
们每个人自从孩提时代起，就有命名与计数的经历，所以在描述上述过程时，
严格将其与通用方法区分开，将是很困难的。一般可从四个步骤来做：
①对要统计的对象加以定义；
②解释统计的方法；
③统计；
④归纳总结其结果。
第一步，定义，对一切事物都是最基本的。一个良好的可使用的定义，
应该避免不可测定与不可观察的特征。游憩活动说到底，可能是一种心理状
态，但除非该状态对景观或人类行为产生了可观察的影响，地理学家将对它
一筹莫展。我们常常从在设施内举行活动的角度，来定义设施的性质。夏令
别墅是季节性使用的寓所。游憩俱乐部是人们进行社会认定的游憩活动的地
方。这些活动可以是某一特定社会集团通常公认的一系列“游憩”活动中的
一种，也可以更广泛地定义为任何非经济原因所进行的活动。
Ｎ．Ｌ．惠顿（Ｗｈｅｔｔｅｎ）和 Ｖ．Ａ．拉波特（Ｒａｐｐｏｒｔ，１９３４）为使用早期游憩
研究中的例子，把游憩发展定义为区位、设施和活动的组合，这些组合有：
私人土地上的狩猎和垂钓；特定球场上的高尔夫球活动；访问夏季营地；在
季节性寓所停留过夜等。他们的定义没有包括在城市地区较为常见的某些游
憩形式，如到影院看电影，也没有包括某些形式的乡村游憩，如沿公路的野
餐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却把一些可能不能算作“真正的”游憩活动的内容
包括了进来。他们把在夏季搬进避暑别墅，并在那里继续其日常工作的人，
同租一所夏令别墅，只在那里度一星期假的人，同样看待。
客观的、可使用的定义，总有一些局限性，但却没有办法找到广泛接受
的别的定义来替代。只有客观的定义才能对研究的结果加以独立检验。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很难为“客观”本身下一个好的、可使用的定义。这里，
以及本书其他地方的“客观”，意指对系统的、明确的，通常可从其他事物
得到验证的事物的描述。一项研究决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观和主观判断。一
方面是不可接受的、十足的偏见和未经检验的主观性，另一方面是无法做到
的、完全没有意义的客观性，研究者必须努力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实际上，客观性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真实情形。
第二步，解释，即选定测定要素和描述尺度。任何单一测定要素只强调
设施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地理学家常常在同一研究中使用好几种要素。惠
顿和拉波特曾使用了四个要素。他们用列表方法，逐县表示出各种设施数、
每类设施占地总面积、各类设施在各县的面积百分比，以及有关不动产的估
计资产。
人均统计方法，也是常见方法。用人口数（或其他某些规模的人口测定）
去除某特征数，得到的结果可表示相对规模或参与水平。区位商值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是这种方法的一个特殊翻版。Ｊ．Ｆ．鲁尼（Ｒｏｏｎｅｙ，
１９７４）曾提供过一例。为了描述美国各地产生的职业橄榄球队员的分布，鲁
尼首先用各州人口去除该州产生的队员数，得到一个人均统计的数字，然后，
他计算出全国的按人均统计的平均数字。用全国平均值去除各州的比率，他

得到了各州的相对产生率的统计。商值为 １．０，说明该州的队员产生率与全
国平均值相同，低于或高于 １．０ 的产生率，分别说明该州的队员产生率较低
或较高。
另外一种已被证明对旅游研究很有价值的比率，是 Ｐ．迪佛特（Ｄｅｆｅｒｔ，
１９６０）提出的旅游函数 Ｔｆ。Ｔｆ 是一地区接待游客的容量（以该地区旅游床位
数 Ｎ 表示）和该地区接待这些游客的“主人”的数量（以当地居民人口数 Ｐ
表示）之间的比值：
N×100
Tf =
(1)
P
该公式曾在科罗拉多（Ｐ．Ｔ．汤普森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７１）、普罗旺斯（普罗旺斯
地图集，１９７６）、部分太平洋岛屿（Ｆ．雷乔特 Ｒａｊ－ｏｔｔｅ，１９７７）和新西兰（Ｄ．
皮尔斯 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７９）等地使用过。该函数用来比较具有可比性的各地区旅
游的相对重要性，很有价值，但它也确有不足之处。某些世界大城市，比如
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尽管它们在各自国家里，旅游收入几占全国的一
半以上，可是与某些旅游胜地城镇，如拉斯韦加斯、巴亚尔塔港、布赖顿等
相比较，它们的 Ｔｆ 值却相对较小。Ｔｆ 值只表明旅游业在区域经济中的相对
重要性，而不能表示从全国经济范畴来讲，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该地区的重要
性。
实际工作中应用到的测定要素的规模，从单个城市到整个国家范围不
等。到底采用何种尺度，既要根据研究的目的，也要根据手头可得的资料、
以及可作比较用的其他研究的尺度。一般地，包含 １０ 到 １００ 个区域的尺度比
较有用。区域太少，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失去其应用意义；而区域太多，
容易产生无法分辨的复杂性。
第三步和第四步，统计和总结，目的在于对描述作出总结。用于描述性
研究的资料一般有两个来源：专为一特殊目的而收集的资料（第一手资料）
和其他研究者为其他目的收集的资料（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不论是
通过问卷调查、野外考察或从实验室而得，都是研究者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
资料，研究者也不必担心定义和统计的一致性问题。如果有必要，研究者还
可以对某特殊情况和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评价，以保证课题的最终目标。但收
集第一手资料，代价很大，费时较多，而且需辅之以行政手段。关于地理抽
样调查的有关特殊方法问题，已超出本书范围，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Ｂ．Ｊ．Ｌ．贝里（Ｂｅｒｒｙ）和 Ａ．Ｍ．贝克（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８）的文章。Ｊ．Ｃ．亨迪（Ｈｅｎｄｅｅ，
１９７６）等人曾描述过一种未开发地区散布的游憩位址（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的调查评价方法。
第二手资料，比如科研档案资料、地图、统计报表，以及全国性人口调
查等，对使用这些资料的人来说，可避免经费和行政等方面的问题。在接受
这种有利条件的同时，地理学家还要接受原始资料收集人的调查方法、定义、
目的和能力。由于疏忽、曲解或粗心，资料可能忽视了某些潜在的情况。当
然，即便这些资料都由研究者自己动手收集，这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假如
原来的研究者治学严谨、训练有素、资金也充足，而且资料又与课题相当吻
合，使用第二手资料就比较有把握。
实际的查点法（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受研究目的的影响。频率表、频
率图是一种传统的方法。这些图表除了可以提供有效的概略说明外，也可与
其他研究中的频率图表相比较，以期形成或检验可能的解释。对模式的描述，

如 Ｊ．派珀格洛（Ｐｉｐｅｒｏｇｌ－ｏｕ，１９６６）的“度假地区”，Ｊ．Ｐ．Ｂ．Ｍ．乌马（Ｏｕｍａ，
１９７０）的“东非旅游设施不足的确定”以及 Ｖ．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５）的“游
憩行业区”等，可以清晰显示各地区的相对不足或过剩状况。游憩发展地图
也可用来确定作为规划区的、具有相对一致性的地区（Ｇ．Ｈ．莫勒 Ｍｏｅｌｌｅｒ 和
Ｒ．Ｉ．比兹利 Ｂｅａｚｌｅｙ，时间不详）。
早先的研究仅描述当时某一点上的单一设施的区位，并不涉及整个设施
的布局情况，也不太容易拿来描述模式的变化。这里有一种方法，可用于归
纳较长时效的单一统计中的复杂模式，就 是近邻分析法（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近邻分析最初应用于描述植被的分布（Ｐ．Ｊ．克拉克 Ｃｌａｒｋ 和 Ｆ．Ｃ．埃文斯
Ｅｖａｎｓ，１９５５；Ｍ．摩里西特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１９５７；Ｅ．Ｃ．皮洛 Ｐｉｅｌｏ，１９５９）。若单
体植物（或其他要素）的分布是随机的，则近邻统计值 Ｒ＝１．０，如果出现聚
生型或较有规律的分布，则其值分别小于或大于 １．０。Ｐ．格里格－史密斯
（Ｇｒｉｅｇ－Ｓｍｉｔｈ，１９６４）曾对近邻分析法在各种情况下的应用作了综述。Ｍ．Ｆ．
达塞（Ｄａｃｅｙ，１９６７），达塞和 Ｔ．滕（Ｔｕｎｇ，１９６２），以及 Ｄ．平得（Ｐｉｎｄｅｒ，
１９７９）等人，曾谈到过修正近邻分析法中的有关问题的方法。
在随机分布条件下，R是观察到的各点到最近点的平均距离（ r 0 ），与
平均距离的期望值（ r e ）间的比率：
ro
R=
(1.2)
re
1
式中 r e =
2 λ
λ＝点的密度
Ｅ．罗尔夫（Ｒｏｌｆｅ，１９６４）用这一方法，检验了他的看法：城市公园的分布模
式会随时间变得越来越有规律。规律性的程度，可用公园模式与理想的中心
地理论中的六边形模型的接近程度来表示，在理想六边形分布的情况下，
Ｒ＝２．１４１９。罗尔夫检验了密执安州兰辛市的公园系统的 Ｒ 值趋向 ２．１４１９ 的假
说。他用一点代表一个公园，作出了 １９２０、１９３０、１９４０、１９５０ 和 １９６０ 年的
分布图。计算出各年份的 Ｒ 值，并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虽然在二次大战之
前，公园的分布模式是随机的，但战后却变得明显有规律了。Ｐ．Ｅ．劳文古德
（Ｌｏｖｉｎｇｇｏｏｄ）和 Ｌ．Ｓ．米彻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８）曾用近邻分析方法，比较
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公共和私人游憩设施的分布情况。他们观
察到，公共设施的 Ｒ 值明显小于 １．０，说明这些设施具有集中布局的趋势；
而私人设施的分布模式则比较复杂，有的高度集中，有的则趋向于均匀分布。
２．活动区位
对人的统计要比对设施的统计复杂得多，因为人总处在川流不息的流动
之中。游客的数量和模式，不光随着天气、一天中的时间、一周中的日期、
一年中的季节而变化，还与人群对其自身的感应息息相关。游客的潮涨潮落，
诚难把握，所以人们对找到一种最好的统计游客数量的方法，费尽心机。人
们尝试过各种办法，如入口处派人点数，强制的或志愿的登记系统、门票销
售记录、光电计数仪、机械计数仪、压力感应计数仪、可见光和红外航摄、
在关键地点设立的隐蔽式野外观测统计哨等等，不一而足。Ｇ．Ａ．詹 姆 斯
（Ｊａｍｅｓ）和 Ｒ．Ｋ．亨利（Ｈｅｎｌｅｙ，１９６８），Ｊ．Ｋ．科德尔（Ｃｏｒｄｅｌｌ）、詹姆斯

和 Ｒ．Ｆ．格里菲思（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１９７０），詹姆斯和 Ｈ．Ｔ．施鲁德（Ｓｃｈｒｅｕｄｅｒ，
１９７２），詹姆斯、Ｈ．Ｐ．温格尔（Ｗｉｎｇｌｅ）和 Ｊ．Ｄ．格里格斯（Ｇｒｉｇｇｓ，１９７１），
詹姆斯和 Ａ．Ｋ．昆科特（Ｑｕｉｎｋｅｒｔ，１９７２），Ｒ．Ｗ．伯顿（Ｂｕｒｔｏｎ，１９７４），Ｄ．Ｗ．
利默（Ｌｉｍｅ）和 Ｇ．Ａ．劳伦斯（Ｌｏｒｅｎｃｅ，１９７４），以及 Ｒ．希德威（Ｓｉｄａｗａｙ，
１９７２）等，都曾撰文讨论过这些方法。
一般地，第一步工作总是选定恰当的统计要素。除个体要素外，还可统
计群体及运输工具等要素。Ｎ．Ｈ．奇克（Ｃｈｅｅｋ）和 Ｒ．Ｊ．伯奇（Ｂｕｒｄｇｅ，１９７４）
曾经讨论过，把参与某项活动的社会群体，作为活动描述的一部分的基本原
理。研究者们在游客统计中还采用了其他一些指标。除了简单的总数外，统
计内容还可包括：百分比、平均停留时间、不同停留时间的频率、或若干变
量的组合，如“游客－夜数”、“光顾时间／英亩”等（Ｊ．Ｈ．福斯特 Ｆｏｓｔｅｒ，
１９６４）。可将游客数与当地人口数，或从事某行业的人数，甚至无业人口数
相比较，至于采用何种比较要素，要看研究目的而定。
Ｒ．Ｃ．Ｊ．伯顿（Ｂｕｒｔｏｎ，１９７４）在她的斯塔福德郡（英国）坎诺克·蔡斯
市的研究中，为深入了解人口、车辆停放、天气和厕所区位等对游客分布的
影响，在地图上计算出每英亩内步行者和小汽车的数量。Ｐ．怀特（Ｗｈｉｔｅ，
１９７８）等人查阅了到安大略省立公园宿营人数的纪录，并将这一数字同宿营
地内，游客对粗暴行为和犯罪活动的抱怨的人次进行了对比。他们把一个季
节内，宿营者的总数去除以抱怨的人次，计算得到每个公园的所谓“粗暴指
数”。只要某公园的粗暴指数超过 ０．０１，就可以认为该公园存在问题。然后，
再对这些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加以解决。

二、资源评价
１．算术法
无论研究者是主动研究简单的资源的天然赋存情况，还是研究某地区发
展某种形式的游憩的可能性，最简单的资源评价方法就是，首先定义认为重
要的资源，然后对这些资源进行统计。我们既可以用简单的点数法，也可以
在数学上建立相对复杂的“系统”模型，综合考虑各描述性变量，进行资源
评价。
美国户外游憩资源考察委员会所做的海岸游憩资源评价（Ｒ．Ｄ．坎培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等，１９６２），是许多简单资源评价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坎培尔在大
湖地区沿岸、大西洋沿岸、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沿岸等地区，计算了岸线
总长度、岩岸、泥岸和沙岸的长度，规划的公共游憩地区的数量和规模，以
及限制使用的地区的数量和范围等数据。然后，按州把这些数据列表、制图。
Ｇ．Ｌ．基利昂（Ｋｉｌｌｉｏｎ，１９６９）提出了一个稍为复杂些的游憩资源评价方
法。他研究了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地区，将该区域划分为四个并不严格的地理
区：Ⅰ海岸带、Ⅱ河口带、Ⅲ河谷带、Ⅳ内陆带，然后再把每个地带按潜在
用途，分为五个“主题”：（ａ）一般游憩；（ｂ）自然景观欣赏；（ｃ）独特
自然区旅游；（ｄ）原始环境区旅游；（ｅ）历史、文化欣赏。每一特定位址
（ｓｉｔｅ），都由一地带码和一主题码共同构成一个描述指数。例如，皇崖（Ｋｉｎｇｓ
Ｃｌｉｆｆ）是一处海滨胜地，既可以开展一般游憩活动，也有一些特别的自然景
色，它的描述指数可表达为Ⅰ／ａ，ｂ／。
基利昂还用其他指数，描述各地区的旅游价值和旅游容量。他把旅游价
值指数定义为，平均接待成本、使用商业性接待设施的旅行团体数、以及投
注于游憩活动的地区总消费的比例这三者的乘积。他把旅游容量定义为，当
地人口与可供使用的床位数的比率，实际上是迪佛特的旅游函数 Ｔｆ 的反函
数。
Ｄ．Ｏ．钱特（Ｃｈａｎｔｅｒ）和 Ｄ．Ｆ．欧文（Ｏｗｅｎ，１９７６）以野生动植物的数量
统计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指数式，旨在描述旅游者参观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
植物，相应得到的满意程度。自然保护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动植物
的多样性（Ｅ．达菲 Ｄｕｆ－ｆｅｙ，１９７４），所以钱特和欧文在一个指数式内，考
虑了两个野生生物指标：
θ＝ｌｏｇ（βＮ）
（１．３）
式中 Ｎ＝所见到的动物总数
β＝金普森（Ｓｉｍｐｓｏｎ）物种多样性指数的余数：
 k

 ∑ n j ( n 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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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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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ｊ ＝所见到的第 ｊ 物种的个体数
ｋ＝所见到的物种总数
上述分类与指数颇有用途，但也存在某些不足。地理区、活动主题，或
满意程度等概念的定义，常常并无任何理论基础。怎样区分不同的类别，在
文章中也常常是语焉不详，模棱两可。许多区域和资源分类方法业已证明，

基利昂、钱特和欧文等人提出的观点，有其内在价值，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体系应该能够更广泛地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变化，也应该以检验过的概念
为基础。
规划人员和决策人常常希望得到有关资源和区域的无形（非自然的）方
面的情况。金融特征，如不动产的价值，就是无形资源的例子。其他的无形
变量还包括游客的费用、营业时间、营业机构的名称和类别，以及目前能安
排的项目等。为了得到这些材料，很多规划人员花在这方面的时间、脑筋和
金钱，不亚于他们花在调查评价自然资源方面的份量。
这方面工作的一个例子，是纽约州综合户外游憩规划的工作（纽约州，
１９７０）。这一规划的出名，不仅因为它包括了无形变量的材料，还因为它建
立了一种估计缺失的自然变量的方法。例如，假若某个地方机构不能提供营
地位址数，那么州的规划人员便可利用一个回归方程，估计出这个位址数。
根据现有调查资料，得到的营地位址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营地位址数＝１２．８×［公园总面积（英亩数）＋ ０．３０８］（１．４）
另外，还建立了关于野餐设施、海滨开发、游泳池等的回归估计方程。
另一方面，纽约州规划还概括体现了确定游憩资源的其他方法。通过对
全州范围内一平方公里幅系列航片的研究，建立了称之为土地利用与自然资
源（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ＵＮＡＲ）的信息提取系统。从该系统
可以确定土地利用现状、地质与人文特征、植被等情况，并在计算机内编码
储存，然后，可以作出复合各种信息的、显示选定特征的分布的地图来。
像 ＬＵＮＡＲ 这样的区域信息系统，比例尺一般都太小，不适合特定位址的
研究，但它们可以排除那些显然不具备发展潜力、或那些环境可能较脆弱的
地区，从而为研究人员减少了野外工作。
如果研究人员把资源列表制图工作，建立于某种资源分类和资源利用的
分类理论基础上，那么资源的列表和制图工作就会更为缜密工致。这类方法
并不依靠一种资源变量的一览表，而往往使用几种在系统范畴或生态学范畴
上互相关联的一览表。其中《加拿大公园规划（Ｐａｒｋｓ Ｃａｎａｄａ）》提出的天
然河流系统便是一例。这一特殊系统由四个部分内容组成：（１）陆上和水中的
生物与非生物特征；（２）风景质量；（３）沿河人文状况；（４）未来开展游憩活动
的可能性。
第一步也是最为繁冗的一步，是沿可能河流流域，全面掌握生物和非生
物特征的情况，评价各位址的风景质量。然后，挑选出符合事先定义的自然
区特征的河流，进一步评价其水质和人类影响程度。根据上述描述的结论，
提出一个简要的、有可能作为天然河流游憩区来保护的河流的一览表。关于
怎样表述每条河流的“影响地带”的边界问题，成为有关保护问题的争论的
焦点。人们在为初步评价目的而进行实地考察时，就考虑到为今后有关边界
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这些变量包括，游憩者从河滨能看到多远的景色、听
到多远的声音，而他们的视野受河岸和河滨植物高度的影响，听觉则受河流
水声的影响。另外，还用地图表示出可能污染源的分布。由于流域范围和私
有土地占有情况，既影响到该河流的自然前景，又影响该河流的政治前途，
因此研究人员对此予以特别注意。
有人对天然河流评价中使用的资源描述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方法没
有同特定的游憩活动联系起来。如果我们的目的仅在于，因为某一资源具有
内在的天然质量，而确定该资源应受到保护，则上述指责就无关大局，但如

果资源的质量是根据游憩利用来决定的，那么这一批评就是一语中的了。Ｗ．Ｆ．
费希尔（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６２）曾提出过一种联系资源本身和资源利用的描述方法，
后来泰勒（１９６５）对这一方法又作了改进。
费希尔－泰勒方法主要应用于像宿营这样的集体户外游憩研究。他们确定
了五项位址指标，概括作为这些活动的基础的各种资源。这五项指标是：（１）
具有位址引力，（２）一定的植被覆盖率，（３）适合的坡度，（４）足够的规模，（５）
良好的饮用水源。通过实地调查，对上述各项指标的有无优劣进行评价。五
项指标俱全的位址为高适点；具有位址引力，但缺乏另一指标的位址，为良
好合适点。缺乏两种质量指标的位址，为一般性位址；而缺乏三种或更多指
标的位址，为不适于开发的位址。这些确定、评价工作皆由有经验的规划师
来完成。该方法稍加修改，即可用于冬季运动区、游客分散型游憩区、或其
他类型的游憩区的描述。
对费希尔－泰勒方法的批评，包括指标的定义问题，人们指责该方法不能
独立评定各指标之权重。另外，对集体户外游憩活动的含义的定义，没有足
够的理论基础。最后，他们的方法必须有实地评价，而这一点对许多区域调
查研究来说，并不现实。后来，泰勒认识到，必须对土地容量问题进行广泛
的区域研究，这一认识导致他对自己的方法的改进（泰勒和 Ｃ．Ｗ．汤普森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６）。改进后的方法，加进了一项内容，即对选择可能位址，
剔除不可能位址，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一步之后，工作程序如同前述。这一
研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加拿大土地评价”的部分基础，所以它的意义愈为
重大。关于“加拿大土地评价”，本章后面还将详细讨论。
还有一些对费希尔－泰勒方法的批评。比如，可以更细致地定义活动内
容。当然，这一细致，会给收集资料增加财政开支。由 Ｊ．Ｔ．科波克（Ｃｏｐｐｏｃｋ）、
Ｂ．达菲尔德（Ｄｕｆｆｉｅｌｄ）和 Ｄ．休厄尔（Ｓｅｗｅｌｌ，１９７４）等提出的一种方法，
可算是以较适度的成本、增加一定程度的精度的方法。他们的分析，包括三
个层次的游憩活动和一个限制性环境因子：一般的陆上游憩活动；水上游憩
活动；风景区游憩活动；以及环境脆弱区状况。分析的尺度是区域性的，从
而使研究者能够使用航片和地图来工作。
他们的方法首先是将一个地区划分成许多方块，其边长为 ２ 公里。根据
第二手资料，或根据对该地区的资源调查，对每块地区发展各类游憩活动的
潜力，或那些限制游憩活动潜力的环境脆弱区状况，作出一系列评价。每一
活动群都以特定的活动定义。例如，陆上游憩活动包括：（１）宿营、团队旅行
和野餐；（２）骑马旅行；（３）步行和远足旅行；（４）狩猎；（５）攀岩；（６）滑雪。
在方块内，能够开展一项活动，就给它打上一分。
将每一活动群的分数相加，并用占可能总分的百分比表示。将这些百分
数相加，再乘以 １００。加上活动分，减去环境脆弱区的分数。最后总分在 ２５０
分或以上的位址，说明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加拿大土地评价”也许是迄今为止已进行过的最为雄心勃勃的资源评
价之一。这一课题的目的，是测定和描述加拿大各地区（接壤地区除外），
在开展游憩活动、保护野生动物、生产木材和为农业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
潜力。在这里，现有资源特征，而不是人为潜力，构成了游憩分类系统的基
础。另外，考虑到目前人们对乡村户外游憩活动的偏好，还对集中性和分散
性游憩活动进行了区分。该项工作虽然对滨岸陆地进行了分类，但对水体未
作区分。

该项工作确立了七个等级的游憩产生力，从 １ 级（很高）到 ７ 级（很低）
排列。对于较为一般性的土地利用等级，又区分出具有明确特征的亚级。并
各用可支持的游憩活动类型表示出来。每一级土地利用最多限于三个亚级。
另外，还雇用野外工作人员，收集当地资料，用统一的国家标准和工作指导
书，对此资料作出解释，以充实上述系统。最后，将这些成果印制成一系列
比例尺为 １∶２５ 万、显示土地利用等级和土地游憩产生力的分布情况的游憩
潜力图。
“加拿大土地评价”，为描述研究，在可以进行研究的课题、和进行这
类研究时可能碰到的困难两方面，提供了实例。因为资料不是由一人之手收
集而来，这就涉及到野外收集来的资料，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即使我们
承认这些资料，具有全国水准上的一致性，我们仍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质疑：
对资料的解释，应以地方价值标准和偏好，而不是以某种全国平均水平为基
础。例如，由于加拿大大草原诸省，森林覆盖率较低，因此面积 １０００ 公顷的
林木，会得到很高的游憩评价；但就全国情况来看，森林覆盖率较大，上述
一块面积的林区，只能算是平均水平，评价也就不会高。
同样，用来选择游憩活动和评价资源的主要价值标准，也是以全国平均
水平——也就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加拿大的主要社会集团的偏好——而定的。
当然，我们必须采用某一价值体系，但是，至于选用哪一种价值体系，选用
什么样的时间标准来评价价值体系，我们仍应谨慎从事，不可马虎。
上面已经指出，该评价忽略了水体的分类。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要
获得大范围水域内，鱼类资源的生物学分布的确实资料，还成问题。最后，
值得指出的是，评价工作过分强调游憩产生力和旅游者停留天数，将它们作
为主要测定指标。这样一来，有些原始环境区也许本身是重要的国家级资源，
但其容量却可能较低，甚至连分散性游憩活动亦不能展开，这样，其评价势
必不会高。
后表简要概括了土地利用能力的分级系统。
Ｍ．查布（Ｃｈｕｂｂ）和 Ｅ．Ｈ．鲍曼（Ｂａｕｍａｎ，１９７７）提出的 ＲＩＶＥＲＳ 模型，是
评价游憩潜力的另一种方法。ＲＩＶＥＲＳ 实际上是一个对整个流域资源，针对一
组事先定义好的 １６ 种游憩活动所需的资源，进行描述和比较的计算机程序。
第一步，先选出 １６ 种活动中的一种，并编制一组模型建立前的河流变量表。
将这些变量分成八类：基本自然特征、特殊自然特征、水质、堤岸土壤条件、
生物特征、邻近地区土地利用、美学特征、可达性。将收集表 １．１“加拿大
土地评价”的土地利用分级

级别

产生力

1级

很高

2级

高

3级

较高

4级

一般

5级

较低

6级

低

7级

很低

亚级
A
B
C
D
E
F
G
H
J
K
L

性

质

这级土地具有的自然产生力，能产生很高的全年使用
率，进行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集中活动。这级土地应该能
够产生和维持一种堪与著名的大型海滨浴场、或全国闻
名的滑雪山地相颉颃的使用水平。
这级土地具有产生和维持一种或一种以上集中活动的、
全年使用水平高等的自然产生力。
这级土地具有产生和维持中等集中性、或集中活动的、
全年使用水平中高等的自然产生力。
这级土地具有产生和维持分散活动的、全年使用水平中
等的自然产生力。
这级土地具有产生和维持分散活动的、全年使用水平中
低等的自然产生力。
这级土地缺少可列为稍高一级水平的自然质量和有意
义的特征，但具有产生和维持分散活动的、全年使用水
平低等的自然产生力。
这些土地实际上不具备开展任何类型的大众游憩活动
的能力，但也可能有开展非常特殊的活动的机会，或者
仅为游憩活动提供开放空间。

性

质

提供到水边垂钓、观看钓鱼比塞等机会的土地
能开展家庭海边活动的海岸；在级别较高的地区，包括家庭海水
浴；在 4 级， 5 级地区，因水温较低，可以包括干地利用
朝向水边和提供通向水边的道路，具有开展独木舟旅行的特别条
件的土地
具有较深沿海水面，适合于游泳和划船的海滨
具备有游憩价值的植被的土地
瀑布或急流
奇特的冰川景色或体验
历史古迹或史前遗迹
提供大众感兴趣的采集项目机会的地区
适合于组织宿营的海滨或高地
除岩石形态以外的有趣的地形特征

亚级

性质

Ｍ
Ｎ
Ｏ
Ｐ
０

高地地区的汩汩不绝的小型水体或常年溪流
适合设立狩猎棚的地区，一般是海滨
有观看高地野生动物机会的土地
展示农业、工业或其他社会要素的文化景观模式的土地
展示那些提供或增加一般户外游憩活动和美学欣赏机会的各种地
形、或陆地与水体的生态系统
有趣的岩石形态
地形坡度、积雪和气候条件的有机结合、使之能够开展沿山而下
的滑雪活动的土地
温泉
面对适于乘游艇或深水区驾船旅行的水体的海岸
具有能看到惊人景色的优越条件的地点
为观赏湿地野生动物提供机会的土地
具有游憩产生力的其他特征
具有适合普通家庭划船的水面条件的海滨
展示具有游憩意义的、重要的、永久性的、非城市区的人工建筑
的地区

Ｒ
Ｓ
Ｔ
Ｕ
Ｖ
Ｗ
Ｘ
Ｙ
Ｚ

据“加拿大土地评价”
到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评价资料，以边长为 １ 英里（１．６ 公里）的面积为单元，
按五分制依次编码，用机器可识别的格式，储存于计算机中。查布和鲍曼编
制了一个程序，以选择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与特定环境里
某特定活动有关。变量选出后，程序便会给出反映该变量的特征与重要性的
正、负权值。权值的大小和正负，取决于各类活动占总量的百分比。然后，
利用这些得分，可对不同河流进行对比。
查布－鲍曼模型的局限性，在于需要主观地确定各变量的权值，同时还要
依赖第二手资料的多少和可信程度。ＲＩＶＥＲＳ 对怎样化解资源利用中可能出现
的冲突，也显得束手无策。但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一特殊方法需要连通作者
所编制的程序的接口。不过，其他的研究人员可以参考该方法的一般思路，
对他们所感兴趣的活动，将各变量进行权重处理，编制他们自己的分析程序。
Ｖ．Ｂ．内夫多娃（Ｎｅｆｅｄｏｖａ，１９７４）和一组研究莫斯科州的研究人员，提
出一种他们称之为“定性系统分析”的方法，与 ＲＩＶＥＲＳ 模型有逻辑上的相似，
综合考虑“内部”景观特征（地形）和“外部”景观特征（景观与人类活动
之间的联系）。用这一方法首先编制了本区的三幅地图：一般景观图、土地
利用图和不利因素分布图。每一幅地图中的各因素，都分成“积极性”、“限
制性”或“补偿性”等几类。积极性因素，是指那些有利于某一活动开展的
因素，如对徒步旅行者有吸引力的风景。补偿性因素，是指影响活动质量的
因素，例如步行者所经的路线的坡度。限制性因素，包括环境脆弱地区、已
开发地区，以及那些有令人不快的情况，如噪音很大、分布有阴湿沼泽等的
地区。
对各图的资源进行分类之后，内夫多娃“从事先的经验出发”，确定出
资源所能支持的活动。随后，调整各种活动的组合，以响应景观的区划和发

展变化。最后，比较资源组合、评价结果、可能活动的分布、当前和潜在的
土地利用的分布等情况，提出未来发展的规划。
对户外游憩和旅游来说，气候当然是最具重要意义的资源。Ｒ．Ｂ．克劳
（Ｃｒｏｗｅ）、Ｇ．Ａ．麦凯（Ｍｅｋａｙ）和 Ｗ．Ｍ．贝克（Ｂａｋｅｒ，１９７７）等人曾在加拿
大安大略游憩气候的研究中，对气候与游憩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描述研究。
他们的目的是，从气候对特定户外活动的影响的角度，对安大略冬夏两季的
气候条件，作出标准的、定量的概括。他们所选的活动包括：汽车旅行、随
队游憩、陆上运动与狩猎、海滩活动、游泳和水上运动、滑雪、雪上运动等。
各个变量按冬、夏两季分别加以评价。季节条件分为下列几种情况：（见下
表）
对各变量作出适当定义，然后，作图并归纳表达其时、空模式。另外，
在加拿大西北地区（克劳，１９７０），以及西欧与地中海地区（Ｒ．休 迪 尔
Ｈｅｕｒｔｉｅｒ，１９６８），也做过类似的研究。
夏

季

气温
湿度（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
降水量
云量
能见度
风速
水温
季节长度

冬

季

白昼长度
气温（绝对气温和相对气温）
降水量
云量
能见度
雪、冰覆盖度
季节长度

针对天气及其对游憩的影响的研究，Ｓ．Ｔ．达尼洛娃（Ｄａｎｉ－ｌｏｖａ，１９７３）
提出了一种不同方法。她直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天气条件的生理影响方面，
而不是一般的气候类型方面。相对于一个 １８—４０ 岁，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健康
常人，达尼洛娃定义了最佳的气候条件。她从气候条件对人的体表温度、排
汗量、以及加着于人体热调节系统的负荷的影响的角度，测定天气条件的优
劣。她确定了气候和这些变量的关系，并绘制了波罗的海地区的相关变量的
分布图，用等值线表示某一时段内，产生最佳游憩条件的天气条件的天数。
其他一些对气候或天气和游憩关系的研究，常常以收罗轶事代替严密论
证，例如 Ｊ．Ｊ．Ｊ．皮格兰（Ｐｉｇｒａｍ）和 Ｊ．Ｅ．霍布斯（Ｈｏｂｓ，１９７５）、Ａ．Ｈ．佩里
（Ｐｅｒｒｙ，１９７２）等人的文章。由于天气对一个地区的游憩经济可能具有很大
的影响，同时天气条件对一个地区的声誉好坏，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必须
对此作更多系统的研究。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对天气和气候的感应的分
析，以及为获得较好的气候和气象信息，所得的相对收益和所付的相对成本
的分析。
２．解析法
更为先进的资源评价方法，包括解析分类法和归纳分类法。解析法就是
把某一个地区、或某一组资源，逐级将其划分为亚类的过程；而归纳法则正
好相反——逐级把资源组合成更为一般的类型。
当研究人员对某一一般类型已有很好的了解，并希望通过将其总体区分
为次级单元，来增加对该类型的进一步了解，解析法就显得非常有用。运用

解析法，需要以某一理论结构或某套法则为基础，以保证某一现象可以多次
划分成互相独立的类型。该法则确定了特定层次内和不同层次间的各类型的
相关关系，并指出划分至什么程度为止。
解析分类包括形式和结构两个方面。结构是指整个分类体系中不同层次
的理论关系，而形式是指实际工作中该分类体系的表达。换句话说，一个解
析分类体系，必须具有一个反映其结构的理论基础，还必须有一个针对其所
要描述的景观或资源的实际表现手法。
人们常用解析法来描述国家公园中的生物区。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的普卡
斯克瓦国家公园的生物物理学调查（Ｐ．金巴兹夫斯基 Ｇｉｍｂａｒｚｅｖｓｋｙ、 Ｎ．洛
波夫卡因 Ｌｏｐｏｖｋｈｉｎｅ 和 Ｐ．艾迪生 Ａｄｄｉｓｏｎ，１９７８），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工
作。根据第二手资料，研究者们把资源分成三类：陆地、植被和水面。每一
类再分亚类，并对每一级资源作出简要描述。以地形和气候为基础，首先把
陆地作为整个陆地区域的一部分加以分类。普卡斯克瓦位于北美洲詹姆斯湾
自然地理区中的阿比蒂比高地。而气候则属东安大略区的蒂玛加米湖湿润
区。作者依据前人已做的、与本课题无关的工作为基础，确定出上述地区。
以此为基础，划分出四个陆地小区。这些较小的单元，主要是依据各自
独特的地形、地质、植被等情况而定的。将每一陆地小区再分为若干土地系
统，接着依相对一致的地形、土壤、排水、地表物质的来源等情况，再把土
地系统分为若干土地类型。
国家公园的植被类型从最一般的类型——植物区系分起。植物区系是指
在特定的气候区域内，由顶极种构成的复合群丛。植物区系可以分为植被区、
群丛和植被型，再根据植被异差①将植被型分为更精细的植被亚型。
水资源的分类最为简单。它们可分为河流和溪流、湖泊和池塘、沿（海）
岸水体等。
另一个运用解析法的例子，是 Ｌ．Ｓ．菲利普维奇（Ｆｉｌｌｉｐｐｏ－ｖｉｃｈ，１９７９）
关于莫斯科州游憩资源开发的描述。尽管他所分的层次没有普卡斯克瓦公园
的多，但他注意到更多的变量。首先，他把莫斯科州分成不同的交通走廊区，
形成一个描述在某一平均夏季日，旅游者在景观内活动区位的模型。然后，
把本州分成游憩性和非游憩性土地利用两类。描述游憩性土地利用的区位
时，联系其他类型土地利用的区位、交通走廊区、以及距莫斯科环路的距离
等要素，进行讨论。最后，再将该州进一步划分为自然特征带：森林带、湖
泊带、丘陵带等等。这些地带也构成了描述旅游者和资源分布的框架。Ｗ．尼
威厄劳斯基（Ｎｉｅｗｉａｒｏｗｓｋｉ，１９７６）在对波兰的比得哥煦省的游憩与旅游潜
力的研究中，也运用了类似方法，不过他的分类更为详细和精确。
Ｓ．Ｌ．Ｊ．史密斯（Ｓｍｉｔｈ）和 Ｂ．Ｊ．Ａ．斯梅尔（Ｓｍａｌｅ，１９８０）曾为加拿大国
家公园系统，提出过一个公园游客和设施的解析分类体系（图 １．１）。在最
高层次（Ａ 层次），所有进入国家公园的人被分成：（１）游客；（２）过境者；
（３）其他类型进入者，如园内居民及当地商业性交通。然后，再按游客怎样进
入公园（Ｂ 层次）、从什么地方来（Ｃ 层次）、在园内做些什么活动（Ｄ 层次），
以 及 在 什 么 地 方 做 上 述 活 动 （ Ｅ 层 次 ） 等 项 ， 将 游

①

植被异差指植物优势层片或指示层片。——译注

图 １．１ 解析分类法一例：加拿大国家公园及相关地区游客分类
（据史密斯和史梅尔，１９８０）
客分成不同的层次。这种五级分类法，可以使研究人员、规划人员或管理人
员，摆脱原来的通过逐步分析特定的、与游客有关的事务，来进行决策的窠
臼，而使他们能够对特定位址的游憩发展和管理问题，予以更直接的关注。
该分类系统能使研究人员、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对整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层
次的特殊问题直接加以讨论，因此，它对描述旅游者及有关资源，具有很大
的灵活性。
３．归纳法
归纳法要求研究人员对作为最终结论的“总体”描述，需有一定程度理
论上的理解，除此之外，运用归纳法的要求，与运用解析法的要求，几乎是
一样的。但上述理论解释，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做到，因此相对来说，已做的
归纳法研究寥寥无几。
少数几个研究中，Ｒ．Ｓ．多尼（Ｄｏｒｎｅｙ，１９７６）曾做过游憩规划中城市土
地分类研究。该方法从游憩范畴出发，归纳不同内容的地图（比例尺从 １∶
５０００ 到 １∶１５０００），对城市景观作出一般性描述。
根据第二手资料和野外考察，确定出陵地、史前壁画、村址和其他一些
与前高加索拓殖时期有关的特征，得到第一幅地图。然后把现有的公园、教
堂、图书馆、剧院以及其他现代文化和游憩景观，分别填绘在另外两张图上。
其中一幅表明主要文化分布，另一幅表明少数民族集团的分布。这三幅地图
复合起来，形成了一幅单一历史－文化土地利用模式图。
对描述非生物资源变化的变量，如河谷、土壤坡度等等，亦加以定义、
定位并制图。多尼将其分为五类：大气系统变量、地表下地质变量、地表地
质和土壤变量、水文变量，以及噪音水平。这些变量结合起来，构成一幅非
生物景观图。
其次，将一系列生物变量，分为水生集团和陆生集团两类。将各变量亦
加以定位并制图，每幅图配以各类资源支持游憩活动的产生力、以及各类资
源的价值及存在问题的注解。水生生物地图与陆生生物地图一起，构成一幅
表明城市生物群落的综合图。
最后，将上述三类地图——历史－文化图、非生物图和生物图——复合，
形成一幅综合模式图，以反映现有游憩特征的区位、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

以及那些有发展障碍的地区。在波兰罗兹省的区域规划中，Ｈ．杜班尼维兹
（Ｄｕｂａｎｉｅｗｉｃｚ，１９７６）应用了类似的方法。因为他的工作是区域性的，所以
杜氏归纳的内容包括气候变量、从人口中心到旅游地的旅行时间、以及人文
资源、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等分布模式。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点是，对描
述环境整体不同方面的变量，进行逐级系统综合。综合之后，即可对分布模
式进行主观评价，以确定任何我们感兴趣的关系。
与这种类型的归纳方法并行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结合客观的资源评
价，将其作为归纳的一个部分。Ａ．Ｇ．伊萨钦科（Ｉｓａ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７３）对苏联
列宁格勒周围地区的游憩潜力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例。他首先作出综合
反映目前土地利用、植被和景观区（由地貌形态、土壤和水文类型组合而成
的景观单位）等情况的地图。然后，分析这幅初步评价图，把各种自然特征
复合到相对一致的“游憩潜力”区中去。伊氏强调指出，这并不是对描述性
变量简单的算术加权——比如查布和鲍曼曾做过的那样——而是一项包括所
有相关变量的复杂分析。遗憾的是，他对实际中怎样进行所谓的“复杂分析”，
未作进一步解释。
伊氏得到作为初步分析结果的“评价图”后，他以目前趋势保持不变的
假定为基础，绘制出一幅显示土地利用和景观特征的可能模式的“预测图”。
上述假定是分析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薄弱的一环。他认为，从未有
人完成过能应用到他的归纳方法中去的景观预测工作，在缺乏这些地图的情
况下，他假定目前趋势保持不变。最后，在考虑到有关土地管理机构的目标
与政策的前提下，将评价图同预测图相比较，得到显示未来发展区和保护区
的“建议图”。

三、区域与资源的映象
映象描述可分为原象描述（ｎａ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偏好描述和评价描述
三种形式。原象描述只需报告游憩者所感应的映象的事实，并不需要对他们
的好恶加以讨论。而偏好描述既要反映游憩者的映象，也要反映游憩者的好
恶。最后，评价描述以一中间标准为指标，比较对某一资源的评价。
１．原象描述
在旅游研究中，常常运用到对资源映象和区域映象的原象描述，其目的
就是确定潜在旅游者对度假区的感应特征。据此，营销专家就可以建立较好
的旅游区映象，或改善不好的映象。就此目的，映象研究最后常导致偏好预
测模型的产生，但这是对实际映象描述之后的事。这里我们只讲描述性工作
的进行。
映象研究中的典型工作，是 Ｄ．Ｒ．斯科特（Ｓｃｏｔｔ）、Ｃ．Ｏ．谢尤（Ｓｃｈｅｗｅ）
和 Ｄ．Ｇ．弗雷德里克（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９７８）等所做的美国新英格兰州的汽车旅
行者的映象分析。他们向在信息中心停留的旅游者，询问有关他们对新英格
兰的感应的问题，这些问题侧重反映了该州的主要景色、公路条件、历史、
文化、水质、气候、住宿，以及居民的友善程度等。对各特征的比分，在州
际间进行比较，以确定某州与其邻州不同的映象。Ｊ．Ｄ．亨特（Ｈｕｎｔ，１９７４）
在西部诸州、Ｊ．Ｎ．古德里奇（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１９７８）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
夏威夷和一些加勒比海岛屿，也做过类似的映象研究。
其他地理学家也曾指出，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不管是短期的（如度假），
还是长期的（如聚落演变），往往不是受真实情形的影响，而是受映象的影
响。这类研究包括 Ｊ．扎林（Ｚａｒｉｎｇ，１９７７）对浪漫主义时期威尔士文学记述
的研究；Ｂ．Ｗ．布洛伊特（Ｂｌｏｕｅｔ）和 Ｍ．Ｐ．劳森（Ｌａｗｓｏｎ，１９７５）所做的铁路
推动美国大平原的发展的研究；以及 Ｐ．古尔德（Ｇｏｕｌｄ）和 Ｒ．怀特（Ｗｈｉｔｅ，
１９７４）对坦桑尼亚官员的区位决策的讨论。当然，所有这些研究都指出，在
真实世界与映象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Ｒ．Ａ．布里顿（Ｂｒｉｔｔｏｎ，１９７９）
曾对这一差异现象在旅游中的影响作过阐述，本书第八章也要对此加以叙
述。
２．偏好描述
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偏好描述，亦称美学测定研究，形成
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研究开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有必要
从人们的偏好出发，客观地描述景观变化对风景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宗旨，
许多这类研究都以建立预测特定变化的影响的模型为结果。不过，正如前述，
我们的目的还是只对这一研究的有关描述方法作一概述。
评价景观美学价值的基本方法是，就某特定的风景，给定一定的分数，
以代表它对某特定的集团或社群所具有的相对美感。其中一项最有影响的研
究，是 Ｋ．Ｄ．法因斯（Ｆｉｎｅｓ，１９６８）对东萨塞克斯县的景观的分析。法因斯
把一系列景观照片发给一组对设计工作内行的人，要求他们把这些照片与一
张指定的、与上述照片无关的、其评价值定为 １．０ 的参考照片加以对比，标
定每一幅照片的分数值。他给了被试人一个几何尺度的参考分数表：
１６．０－３２．０
叹为观止
８．０—１５．９
景致卓出
４．０—７．９
别具一格

２．０—３．９
１．０—１．９
０．０—０．９

风景宜人
平凡无奇
无足轻重

大多数景观的分数，都不高于“别具一格”。英国最有名的风景，如从
科鲁什克湖（Ｌｏｃｈ Ｃｏｒｕｉｓｋ）看对岸的库林山的景色，分数达 １８ 分。从喜马
拉雅山麓观看其峰峦景色，可达 ２４ 分。当被试人对照片已稔熟于心后，就可
请他们运用这些照片以及已交给他们的较为一致的分数值，作为衡量尺度，
对东萨塞克斯县周围的景观进行实地观察和评分。被试者走遍全县每一个角
落，从各个视点对尽可能多的景色作出评价，并把他们的打分填在地图上。
把许多张地图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一幅东萨塞克斯的风景评价图，用它来规
划在何处建立输电线路、在何处延伸景区道路。
有些研究人员，尤其是 Ｄ．Ｌ．林顿（Ｌｉｎｔｏｎ，１９６８），对法因斯的方法提
出了若干批评。林顿对法因斯所采用的术语，以及使用的几何递变标度，都
颇有微词。更中肯的意见是，法因斯的方法既费钱又耗时。法因斯研究的一
块 ２０００ 平方公里的地区，陆续花了四年时间，就算工作时间可以压缩，也要
五个月。五个月的课题照道理还可以，但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对更大的区域
进行研究，所需时间将成倍增加。而且，要维持成年累月的训练有素的工作
人员在野外工作所需的经费，也是难于做到的。
为避免这些困难，研究人员可以将构成风景美的各景观要素填绘在地图
上，然后在室内对之进行评价。林顿认为，这样的因素有两个，即土地利用
和地形。当确定了一定的标准后，就可从第二手资料，绘制不同比例尺的土
地利用图和地形图。如果对各类地形和土地利用加以评分，研究人员就可得
到某个综合体现景观美的复合分数。林顿在苏格兰地区使用了后表评分体
系。
林顿的方法也存在某些不足。景观美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其各个部
分的总和。因此，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评分加起来的合成方法，在理论上就
站不住脚。尽管林顿的方法中加入了客观性测定，即每个人对同一地形所打
的分数都是一致的，但该评分体系的基础，仍是臆断的；他还把所有城市景
观皆定为无景观美区，对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城市地理学家都要群起而攻之。
地形

分数

土地利用

分数

山地
陡峻山岭
丘陵山区
高原高地
低高地
低地

８
６
５
３
２
０

原始景观
变化丰富的农业
包括荒地、农用地的各种林地
荒地
无林农用地
连续林地
城市、工业用地

６
５
４
３
１
－２
－５

另外一些批评，包括对第二手资料，尤其是对航片内容的错误解释存在
的可能性。林顿没有就他的方法可用于何种规模，也没有在什么样的距离内
对某种地形的影响加以评价，作出充分解释。例如，山地的审美影响，一般
都可达到 ２０ 公里以上，但无林农用地的审美影响，却只有数百米左右。最后，

林顿的方法强调永久性的自然特征，对那些相对来说易受人为影响和控制的
特征则不太重视。他对道路、林木伐净地和堤坝等的影响，未加考虑和测定。
尽管有上述这些不足，林顿的方法就已有工作看，仍可得到相对连续和有效
的结论（Ａ．Ｗ．吉尔格 Ｇｉｌｇ，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在北美洲，景观偏好的研究时常与 Ｅ．Ｌ．谢弗（Ｓｈａｆｅｒ）这个人有关。谢
弗（１９６９，１９７０）曾用对景观照片的偏好来估测对实际景观的偏好。在他 １９７０
年进行的犹他州的研究中，反映了他的基本方法。他发给 ５０ 名被试人每人两
套各七幅的照片。每一套照片，都按最偏好的（１）级到最不偏好的（７）级排列。
将每个被试人给某指定照片的评分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分，它变化于 ５０—３５０
之间，并用它作为多元回归模型中的一个相关变量。该模型可用来预测不同
被试组的偏好，而他们的偏好则代表了不同类型旅游者的偏好。其他一些研
究人员，还分别使用黑白照片、彩色照片和彩色幻灯片，用同样的方法作了
研究。这些方法都碰到两个彼此相关、令人头疼的问题：首先是从一幅照片
难于对真实景观作出准确判断，第二是由于照片的构图和质量可能引起的偏
向。谢弗的预测模型也有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他对用来测定照片的各种独
立变量的选择，缺乏任何理论依据；采用线性可加性模型，模拟复杂的美学
评价；运用的独立变量，实际上并不独立等。实际上，他选用的若干指标，
不过是同一变量的不同形式。这一做法会引起多重共线性的严重问题，在对
模型的解释能力进行测定时，产生虚假的良好结论。Ａ．Ｊ．维尔（Ｖｅａｌ，１９７４）
和 Ｇ．Ｈ．埃尔斯纳（Ｅｌｓｎｅｒ，１９７６）曾对另外一些偏好研究，作过很好的总结
和评论。
３．映象评价方法
由 Ｌ．Ｂ．利奥波得（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９６９）提出的评价方法，是最有名的映象
评价方法。他提出了河谷独特性指数的概念。对他来说，独特性是一个相对
概念，他认为，河流的独特性能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除此之外，独特性并
无特殊意义。社会对河流的关注，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换句话
说，山青水秀的河流，与臭气熏天的河流，都会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使社
会关心它们的保护或整治。
利氏在调查评价各河流的自然、生物、水质和人类利用等方面计 ４６ 个变
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评价方法。每一变量按五分制评分。某河流的某一
特定变量评分值的大小，取决于拥有相同质量的其他河流的数量。例如，河
流宽度可分为下列几个等级：
等级
１
２
３
４
５

宽度（英尺）
０ — ２ （ ０ — ０．６ 米）
３ — １０ （ ０．７ — ３．０ 米）
１１ — ３０ （ ３．１ — １０ 米）
３１ — １００ （ １０．１ — ３３ 米）
１００ 以上（ ３３ 米以上）

每一河流的宽度的独特性比值，以及其他变量的独特性比值，都等于 １
除以属于某一类河流的数量。就是说，如果十条河流中，只有一条宽度在 １００
英尺（３３ 米）以上，本变量的独特性值就是 １∶１＝１．０；如果有五条河流宽
度在 １１—３０ 英尺（３．１—１０ 米）之间，其独特性值即为 １∶５＝０．２。这里，

河流的实际宽度并不重要，而宽度大致相同的河流的数量，才是重要的。将
４６ 个变量的独特性值相加，就可得到一个总独特性值。该值越高，河流的独
特性越强。
利氏一改纯粹的描述方法，在描述的同时还运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像他
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这就是他的方法既受到注意、又受到责难的部分原因。
大多数的非难，来自解释独特性值所遇到的困难。另外一些批评，则是针对
在综合某些指数值的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对此，Ｌ．哈米尔（Ｈａｍｉｌｌ，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曾撰文作过综述。尽管有这些不足，利氏的方法对希望对河流景观作
出尽量客观（中间标准的）评价的研究人员来说，仍是有吸引力的。他的调
查 评 价 表 也 被 广 泛 应 用 （ 如 Ｊ．Ａ． 迪 林 格 Ｄｅａｒｉｎｇｅｒ 和 Ｇ．Ｍ．伍 尔 瓦 因
Ｗｏｏｌｗｉｎｅ，１９７１； Ｊ．费伯斯 Ｆａｂｏｓ， １９７１）。
Ｒ．Ｂ．利顿（Ｌｉｔｔｏｎ，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景观映象评价方
法。他并不是对景观的美学价值作定量评价，而针对系统地观察景观，提出
了工作指南。因此，实际上他的方法与其说是对景观的描述，不如说是对景
观描述的描述。
利顿方法的中心，是一系列的景观控制点——一个由长期观察点组成的
网络，为评价假设的景观变化，提供基本资料。这些观察位址分布在公路和
小径沿线，作为风景质量的样本点。尤其应注意，在停车场、路端、弯道、
游人集中点，以及其他人群集聚的地方，布设这样的观察点。利顿还指出，
对各种引人注目的综合景观类型，更应加以密切监测。
观察点建立以后，将可视景观在图上标示出来，以显示其目前状况，绘
图时可以通过野外观测，或从地形图获取资料，形成一系列沿不同风景线的
点段，也可选用某种计算机点绘程序来实现。通过这些地图及地图上的点段，
可以确定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地区，也可确定对利用改造比较敏感的地区。
另外，我们还可借鉴艺术家们的方法，以模拟各种形式的变化，为研究工作
提供更多的信息。

四、本章小结
区位的描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１）设施与活动的区位；（２）资
源评价与区位；（３）区域与资源的映象。三个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统计
问题。统计工作包括四个步骤，首先，必须用准确的、可操作的术语，对所
需统计的事实或对象加以定义。其后，选择统计的方法和要素，至于选择何
种方法和要素，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资料占有情况来决定。完成这些前期工
作后，就可着手进行实际的统计工作了。最后，归纳统计结果，列成表格或
绘成地图。
过去所完成的工作，很多是对各种定义和统计要素的适用性的探讨。资
料收集方法，尤其是游客统计方法，也是被集中研究的问题。为改进现有的
方法，提出并检验新的方法，还需做更多的工作。
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对游憩发展和有关活动进行统计，具有一定的难度，
但有关这方面工作的理论，相对而言，并不复杂。而另一方面，有关描述资
源的理论，就显得既冗繁又复杂了。本章对其中的主要观点作了简述，读者
还可从本章后面所列的“补充读物”中找到更详尽的材料。尤其是 Ｆ．Ｇ．克雷
格海德（Ｃｒａｉｇｈｅａｄ）和 Ｊ．克雷格海德，Ｗ．Ｐ．麦康内尔（Ｍａ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Ｇ．Ｐ．
斯托尔（Ｓｔｏｌｌ）和 Ｃ．Ｅ．奥尔森（Ｏｌｓｏｎ）等人的文章值得一读。
资源描述运用到三种方法，算术法包括多种资源要素的统计、评价和综
合的方法。解析法首先从整个资源系统或环境出发，逐级划分各类型，以显
示其间重要的关系。归纳法则首先对资源系统或环境中的基本要素进行定
义，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复杂的、描述性的“整体”。上述两种
方法，既需要关于其结构的理论基础，又需要找出与其所要描述的现实间的
经验关系，因此，解析法与归纳法对未来的资源分类而言，是最为行之有效、
同时又是议论纷纷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中最重要的进展，将是那些导致新颖
别致、异想天开的系统方法的理论的发展。
映象的描述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某区
域（资源）人们具有什么样的映象？”。这里的目的，仅仅是确定映象的存
在与性质。第二个问题是，映象具有多大的价值？它是令人愉快的呢，还是
令人生厌？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常带有这样的一种动机，即描述并预
测风景区中景观变化的影响。第三个问题是，某特定资源具有什么样的质量？
但讨论时应力求用客观的（中间的）方法，或者采用其他能避免人们的价值
观的主观影响的方法，反映资源的“独特性”。
本章所阐述的描述方法，是游憩地理学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当然，我
们不可能将涉及到的各种方法，都作详细的介绍。如果读者对此有更多的兴
趣，可以去参看原始材料。
本章对各种研究方法的分类，未臻完善，尚待讨论。开发与资源之间、
资源与利用之间、利用与映象之间，以及映象与资源之间的区别，还有待于
大方之家，斟酌琢磨。就连描述本身和描述的运用之间，也有明显不同，而
这一点常常是含糊不清的。我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提醒读者要认识到，尽
管描述研究是我们工作中最基本的部分，它仍是五花八门、争论不休的，而
且也需借助其他类型的研究加以深化。没有描述研究，就不能进行阐释、预
测和评价研究；而描述研究开始之后，就必须把它进一步扩展到以下各章将
要讨论的诸领域中去。

补充读物
Ｂｅｌｌ ， Ｍ． （ １９７７ ） ‘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ｏ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 ２２５－３２
Ｂｏｎａｐａｃｅ， Ｒ．（１９６８）‘Ｉｌ ｔｕｒｉｓｍｏ ｎｅｌｌａ ｎｅｒ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 ｅ ｉ ｓｕ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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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旅行的描述研究

对旅行的描述研究，有三个基本概念：节点（通常为客源地－目的地的一
对概念）、联结节点的路径、以及沿路径移动的旅行方式。节点不仅意味着
某些资源或人口的区位，还表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节点产生了移
动，并成为旅行研究的基本空间要素。路径是节点间有规律的旅行类型的发
展结果，通常以一种或两种旅行方式为其主要特征。陆上旅行路径一般主要
是指为行驶小汽车与公共汽车而铺设的公路。其他路径包括客运铁路、飞机
航线以及客轮航道。
Ｃ．Ｓ．范多伦（Ｖｏｕ Ｄｏｒｅｎ）提出了另一种旅行描述的方法，认为移动是所
有游憩性旅行研究的基本概念（１９７５）。以范多伦的观点，移动的结果产生
了路径网络，网络各环节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节点。这一方法（由范多伦从 １９６６
年 Ｐ．哈吉特 Ｈａｇｇｅｔｔ 提出的方法发展而来）导致一个重要问题：在没有节点
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移动会发生？在本章我们提出：因为节点是需求与供
给之间现实的或潜在的相互作用的地点，它们提供了移动发生的起因。游憩
性旅行的研究，就应该以对这些区位的描述为基础。两种方法的差异，即节
点为先或移动为先的不同，不应过分强调。其分歧主要是因观察角度与各人
解释的不同，二者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

一、节点
１．客源地
节点包括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虽然数量上客源地占可供研究机会的一
半，对它所做的研究却是很少的。最常见的一类客源地研究，是对某一客源
地的居民的已发生和倾向于发生的旅行方式的描述。例如，加拿大国家旅游
局每年在旅游季节将临之前，都出版加拿大人度假旅行的年度报告，以及未
来加拿大人度假旅行趋势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包括，按一定的客源
地（往往是一个省）、或按一定的社会经济特征群（这些人群曾旅行过或有
旅行倾向）统计的某类人的数量；所采用的交通方式；目的地；是否利用了
某旅行机构的服务，等等。许多国家都把全国的度假旅行情况作为一项专门
报告，或常规交通统计的一部分进行公布。国际旅行的统计，主要来源于每
年由世界旅行组织出版的《世界旅行统计》。
旅行方式描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旅行和旅行者的定义。大多数地
理学家都依靠第二手资料来研究旅行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弄清这些资料的
定义，以及这些资料与其他可能用到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美国《交通统计》的定义认为，旅行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距离达 １００
英里（１６１ 公里）以上才是旅行。另一方面，加拿大度假方式报告仅考虑那
些离家一夜以上的游客的情况。美、加两国有许多旅行活动对两种标准都适
合，但这两种定义并不相同。
旅行者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对国际旅行者所下的定义中，各国不同的
说法包括下面几种。另外还要注意到，有些国家对“旅游者（ｔｏｕｒｉｓｔ）”和
“访问者（ｖｉｓｉｔｏｒ）”也加以区别。
（１）旅游者
任何停留时间在 １２ 个月以内的非定居者（澳大利亚）。
任何持有旅游者签证，而不是移民、临时居住者或过境的空中旅客的非
定居者。旅游者停留时间可以超过 １２ 个月（以色列）。
任何为游憩、健康、无报酬的体育或艺术活动的目的而访问本国的非定
居者，其停留时间在 ６ 个月以内（墨西哥）。
任何为商务或娱乐、研究、过境等目的而来访的非定居者。对加拿大的
来访者只统计那些停留时间超过 ２４ 小时以上的人（美国）。
（２）访问者
任何以各种原因抵达国内的非定居者，包括通勤人员和季节性劳工。外
交人员和军队除外（加拿大）。
除定居国外的本国公民和管制区的居民外的任何旅行者或客轮访问者
（以色列）。
任何以各种目的抵达国内的非定居者，包括外交使节和武装力量人员（牙
买加）。
任何停留时间至少达 ６ 个月的非定居者（墨西哥）。
上述各国还有另外一些有关国内旅游者的定义。
用来分析由客源地出发的旅行方式的要素有许许多多，不过在研究报告
中经常使用的要素不外乎那么几个。当然，基本的统计方法就是曾经旅行过
的人数。这一指标可以用单个旅游者数表示，亦可用旅行团体数表示。人数
统计可以将各地诸类型的所有旅行统括在内，也可以按目的地、旅行的动机

等分开来进行统计。旅行统计通常按一定的时段提出报告：日统计、周统计、
月统计、季统计和年统计。其他经常碰到的旅行统计包括：
社会－经济特征
旅行方式
旅行的距离
旅行中的消费
旅行团的人数
旅行时间
旅行中使用的接待设施
停留点数量与类型
所经的路径
旅行的偏好方向有时是一个有用的变量。这种偏好，或方向性倾向，由
各种原因所造成，这些原因包括自然的或边界的限制、富有魅力的目的地的
分布、现有交通网络的类型、各节点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及其他原因。
Ｒ．Ｉ．沃尔夫（Ｗｏｌｆｅ）研究了多伦多居民到安大略别墅区去旅行的方向性倾
向，认为该倾向受与别墅主人长住地有关的多伦多市中心商业区的区位的影
响（１９６６）。别墅主人愿意在多伦多市区他们常住地的那一侧拥有度假地，
这样他们就可省却穿越闹市的麻烦（图 ２．１）。这种倾向的强度可用方向性
倾向指数来表示：

D=

105 ( C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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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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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式中 Ｄ＝某客源地在一定方向具有的旅行倾向指数。
Ｃｉ ＝客源地 ｉ 所有的别墅主数量：
Ｃｊ ＝方向 ｊ 所指的目的地内的别墅主数量。
ｉ，ｊ＝客源地和目的地地区。ｉ 代表多伦多大都市区六个地区中的任何一
个；ｊ 代表多伦多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别墅区。
２．目的地
（１）距离衰减曲线
目的地描述中有许多变量与客源地描述中所使用的变量相一致，如到达
的人数、社会经济状况、停留时间、花费、到达的次数和季节、旅行的路线，
进入的地点（对国际旅行而言）等。

在特定目的地的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变量就是到达的访问者所旅行过
的距离。这一方面可用距离衰减曲线的形式来表达（图 ２．２）。它是用旅行
人数随旅行距离的变化来表示的。

曲线的斜率说明目的地引力的大小。曲线越平缓，目的地在一定距离内
对游客的引力越大。曲线下的面积与一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人数成正
比。
不同设施对人们的吸引力也不同，通过比较距离衰减曲线能够反映出这
一点。图 ２．３ 显示了一组城市内部游憩性旅行中可能出现的假想距离衰减曲
线。图中相对陡峻的曲线指的是到快餐点用餐的情况，它说明人们不愿像去
一家高级饭店去就餐，或像去职业体育场馆观看一场比赛那样，而跑很远的
路去吃一次快餐。这些曲线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人们为不同类型的体验而旅
行的愿望不同，或者是由于人们不同的旅行需求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曲线
较陡说明人们不大愿意远距离跋涉，或者说这一类设施对绝大多数顾客而
言，是很近便的。

Ｂ．伦特奈克（Ｌｅｎｔｎｅｋ）、范多伦和 Ｊ．Ｒ．特雷尔（Ｔｒａｉｌ）在研究俄亥俄
（美国）的划船者时运用了类似方法（１９６９）。不过，他们不是对目的地进
行比较，而是对不同类型的划船者的旅行愿望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划船的
人们当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驾船航行者和滑水者对旅行显得毫不心动，而
游船上的游客和垂钓者则对旅行不太抵触。
Ｊ．Ｈ．Ｃ．罗斯（Ｒｏｓｓ，１９７３）提出了一种对距离衰减曲线的富有想象力的
运用。注意到同一地区相同类型的不同设施，常常表现出不同的距离衰减曲
线，罗斯推测说，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各设施的吸引力不同。为将这一想
法付诸实际，他定义了一个互相竞争的设施的引力指数公式：
Ａｊｋ ＝Ｔｊｋ ／（Ｔｊｋ ＋Ｔｋｊ ）
（２．２）
式中 Ａｊｋ ＝实际被访问的点（ｊ）对所有其他点（ｋ）的相对引力。
Ｔｊｋ ＝旅行者选择 ｊ 而不选择 ｋ 的次数。
Ｔｋｊ ＝旅行者选择 ｋ 而不选择 ｊ 的次数。

上面的公式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所研究的区域具有几个人口差异很大的
中心，就有可能产生对其中一个或几个目的地的引力的错误估计。产生这一
问题的原因在于，该引力指数没有考虑从所有客源地到任一指定目的地的旅
行总数。为改正这一不足，Ｇ．Ｏ．尤因（Ｅｗｉｎｇ）和 Ｔ．科尔卡（Ｋｕｌｋａ）在公式
中加进了一个加权成分（１９７９）：
Tjk / N jk
A ik =
( 2.3)
Tjk / N jk + Tkj / N kj
这里 Ｎｊｋ 和 Ｎｋｊ ＞０
式中 Ｎｊｋ ＝到 ｊ 处比到 ｋ 处远的旅行者数。
Ｎｋｊ ＝到 ｋ 处比到 ｊ 处远的旅行者数。
其他变量含义如前式。
距离衰减指数并不一定只能选择旅行人数作为坐标系中的纵轴，另一项
常用的指标是人均旅行比率。如果我们收集的是某一目的地周围同心带的资
料，这一度量可以较好地纠正下述情况，即距离越远的带，拥有的人口就越
多，这种情况会导致过高估计这些较远地区的居民的旅行愿望。
菲利普维奇用“人／平方公里”的概念，分析了莫斯科周围旅行者的分布
（１９７９）。这种情形下，距离衰减曲线是针对客源地的。用旅行者密度的理
由，是为了调整距中心节点较远的较大地带的偏离影响。
与绝大多数的距离衰减曲线不同，菲利普维奇的曲线类似一种麦克斯韦
尔－鲍尔兹曼分布：从当地最低值很快上升至最大值， 然后逐渐下降（图
２．４）。在 Ｓ．Ｌ．Ｊ．史密斯在达拉斯地区（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居民到城市游
憩中心去的旅行研究中，发现了类似模型（１９８１）。Ｇ．沃尔（Ｗａｌｌ）和 Ｔ．格
里尔（Ｇｒｅｅｒ）在安大略地区（加拿大）的日常设施、别墅、宿营地和疗养胜
地中也观察到这种分布模型（１９８０）。上述结论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离开客
源地的距离增加，中心地的供给也增加；同时，旅行距离增大，旅行的费用
也随之增大。这两种情况互相作用的结果，产生了上述类型的分布曲线。

（２）涌涨
从游憩性旅行角度而言，涌涨是指在短时期内到达某目的地人数的集中
化现象。描述随时间而变化的抵达人数的方法有好几种。Ｄ．Ｊ．斯泰恩斯
（Ｓｔｙｎｅｓ，１９７８）曾总结了 Ｈ．Ｎ．范拉尔（Ｖａｎ Ｌｉｅｒ，１９７３）、Ｊ．Ｇ．比曼（Ｂｅａｍａｎ）
和史密斯（１９７６）等人的工作，对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作了综述。
测定旅游者短期集中现象的最简便方法是，求得某一给定时段内到达的
人数与某一较长时段内到达的人数的比率。例如，其运动场地在一年内使用
的集中情况，可通过计算各季使用的人数占全年总人数的比来分析。
假设旅行水平已经确定，旅游曲线开始并结束于当地最低点，在曲线中

部某处达最高点，比如从午夜至次日午夜所作的日使用曲线，或从一月至十
二月所作的年使用曲线（在北半球），最终的曲线可以看作一条概率曲线，
由此可描述不同时间的期望到达率（图 ２．５ａ）。在此前提下，即可计算曲线
的峰态，即分布曲线的峭度的统计学描述。因为这一测定方法可以同时对许
多时段进行比较，因此它比前述的比率更为有效。峭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x i − x )4
K=∑
4
i = 1 n( δ )
n

(2.4 )

式中 Ｋ＝峭度
ｘｉ ＝时间 ｉ 点上的旅游人数
ｘ＝所有 ｘｉ 的平均数
δ＝ｘｉ 的标准偏差
ｎ＝时段数
Ｋ 值为 ３．０ 时，表示一种正态分布（常峰态的）。Ｋ 值小于 ３．０ 或大于
３．０ 时，则分别表示曲线相对平缓（低峰态的）和相对陡峭（尖锋态的）。
峰态愈陡，某一时间内旅游者的集中程度越高。
当选定的时段属于能形成相对平滑的曲线的尺度时，峭度的计算显得更
有意义。过细的尺度会产生非常锋锐的使用曲线。例如，图 ２．５ｂ 标出了加拿
大一个典型的省级公园的宿营地使用人数。一系列的尖峰表明周末的涌涨情
况。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不用每日统计，而是用每周的数字来作图，可消除
上述的尖峭峰型

比曼和史密斯讨论了将这些尖峭的使用曲线模型化的其他方面的情况，
发掘了运用年变化曲线的潜力。其中一个重要应用是，以若干年内的日变化
为基础，作出年变化曲线，从该曲线出发，对全年各时期的期望利用水平作
出估计。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描述模型可以用作预测模型。而且，在
缺失资料的情况下，这些曲线还可用来估算可能的使用水平。最后，那些偏
离平均年使用曲线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天气、旅行计划的改变、推销活动或
其他设施管理方面的变化等带来的影响。
描述旅行活动的年分布情况的另一种方法是饱和曲线。把一年内的日使

用情况从最高使用日到最低使用日排列，然后就可作出时间上的单调递减的
变化曲线。不同点的曲线斜率表明某时段内旅游者的集中趋势。曲线上端相
对陡峻（图 ２．６ａ），是因为许多来访者短时期内的涌涨造成的，而绝大部分
时间则很少有人来访。另一种情况是，相当平缓的曲线反映了使用分布情况
相对均衡（图 ２．６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曲线本身并不反映某一目的地节
点的容量。不过它们可以用来指导有关容量的企求水平的决

策（范拉尔，１９７３）。
为测定饱和曲线的斜率，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因为斜率是沿着曲线变化
的，斜率的测定一定要在特定的点上或必须是平均状况下进行。但是，因为
斜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平均斜率，如由最小平方估计求得的平均斜
率，会失去有意义的信息。曲线上最有意义的部分是上端，因此，必须有一
个能应用于这部分曲线上的若干点中的任何一点的斜率计算方法。斯泰恩斯
提出如下公式：
u1 − un
Mn =
(2.5)
( n − 1) u1
式中 Ｍｎ ＝峰值指数
ｕ１ ＝最高使用日的一天到达人数
ｕｎ ＝第 ｎ 位使用日的一天到达人数
ｎ＝第 ｎ 使用日（１ 为最高使用的一天）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曲线上若干
不同点中的任何一处的峰值指数。一般地说，Ｍｎ 的值越高，那点时间上的使
用高峰越大。

二、路径
１．旅行的乐趣
节点之间的移动，往往随之以或产生出有规律的、显著的旅行通道。其
中最明显的就是供数量众多的小汽车、卡车、公共汽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
行驶的公路网。路径还包括不起眼的乡野小径，以及不可见的、但却非常重
要的海上和空中航线。
路径常仅被看成联结节点的一种手段，被看作帮助旅行者到其目前居住
地之外某处去享受游憩之乐趣的一种工具。然而，许多旅行者发现，旅行能
为人带来乐趣。这一点从 Ｇ．乔塞尔（Ｃｈａｕｃｅｒ）的《坎特伯雷城的故事》到
Ｊ．斯坦贝克（Ｓｔｅｉｎｂｅｃｋ）的《同查利一同旅行》等著作中，都可得到证实。
有的地理学家也曾认为，旅行本身具有内在的收获，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仍
把旅行视为一种付出，或者是必需的磨难。地理学界对旅行的乐趣的认识，
往往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例如 Ｒ．Ｊ．柯尔内特（Ｃｏｌｅｎｕｔｔ，１９６９）曾发现，在
英国德安森林区，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驾车旅行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不
合理地”选择了成本并不最低的行驶路线。他解释说，这主要是由旅行的乐
趣所引起的，是一种与到达目的地的愉快感不同的体验。两个都叫史密斯的
人，运用较少经验的而更为浪漫的方法，描绘了回程路线是如何使地理学家、
漫游者和其他旅游志作家流连忘返（１９７９）。
规划人员和地理学家，如 Ｐ．刘易斯（Ｌｅｗｉｓ，１９６７）、Ｄ．Ｇ．斯图尔特
（Ｓｔｕａｒｔ，１９６８）、Ｄ．Ｍ． 布朗切尔（Ｂｒａｎｃｈｅｒ， １９６８）和 Ｊ．Ａ．帕特摩尔
（Ｐａｔｍｏｒｅ，１９７１），曾为县级公路、公园道路和风景车道提出过规划和政策
咨议书。一些政府机构从学术研究或人类行为得到启示，对车行道和公园道
路设置保护性路标。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蓝岭之路和威尔士的埃布森林区
的昆卡恩风景林之路，就是很多例子中的两个。其他设立保护性设施的路线
包括运河，如加拿大安大略历史悠久的特伦特－塞文运河和加拿大、新西兰、
美国等的天然河流系统。
２．旅行的测定
虽然旅行作为一种活动有其吸引力，但交通容量、交通类型和旅行成本
等相关问题在地理文献中仍占主导地位。研究容量、分布和成本等的基础资
料，常常来自对途中或抵达地的旅行者的区域调查。许多调查方法的例子，
可以在旅行文献中见到，也可以在交通工程文献中得到，如 Ｌ．Ｊ．皮格纳特洛
（Ｐｉｇｎａｔａｒｏ，１９７３）的文章。
旅行测定包括两方面互不关联的工作：即对交通容量的测定和对旅行者
本身的测定。空中旅客和轮船乘客数量可较方便地从机船票销售量，或在旅
客出口处统计得到大概的数据。国际旅行人数，可以从海关机构或其他设在
边境出入点的官方机构那里观察到。如果对不经过边境旅行的车辆进行统
计，尤其是汽车旅行，就稍显困难了。最常见的例子是用机械或电子监测设
备进行统计。
监测仪器有便携式和永久性设施两种。常见的有：电控测数仪，它里面
的监测器是由一个充电金属板和一个弹性钢片组成，当行驰中的车辆通过
时，弹性钢片和金属板便形成一个封闭回路，依此计数。电照仪是分别位于
交通要道两侧的一组光源和一组感光元件组成的测数仪，任何物体通过这组
光源和感光元件之间，都会将光束阻断，便留下一次记录。中断光束的设计

思路，同样可应用于雷达监测、超声波监测和红外监测。磁感计数器可以监
测汽车通过时产生的微弱磁场的干扰。
用这些设备获取资料相当便宜。用它们可获取以小时为单位的交通流量
的情况，还可提供长时期内的交通类型。不过，它们无法区分车辆类型，不
能统计旅行者人数，也不能确定旅行的目的。另外，仪器故障、人为破坏和
车祸等情况，也会损毁仪器。有的监测仪统计车轮的对数，但如果遇上有的
车辆有三根或者更多的车轴，如拖一节车厢的汽车，这也使统计结果出现偏
差。
要取得车内游客情况方面的资料，就必须对这些旅行中的人进行抽样。
传统的做法是在路旁设立观测点，拦住过往车辆，进行简单的调查。在进行
调查对话时，另一位调查人员对车辆进行统计、分类，从而得到所有乘车人
员的大概数字。
尽管这种方法提供了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资料，它仍有某些不足。聘任工
作人员的费用很大，组织工作也多，拦截车辆可能造成交通阻塞，引起旅行
者的不满。要对旅行人数和抽样体系做到精确测定是困难的。这使人们对从
旅行抽样调查来推论普遍规律的作用大小产生怀疑。如果调查人员在一个区
域内的几个点上工作，在一定时间内也可能发生重复统计现象。要避免重复，
可在先调查过的车辆上用特定方法，如在挡风玻璃的括水器上挂一卡片作“记
号”，或请司机在调查区域内打开车灯。
除在一定地区内的路旁调查法外，还可以沿一条真实的或假想的标明某
区域边界的路线，进行所谓的出入点调查。桥梁、铁路道口和隧道都是很好
的设点场所，这些场所往往形成明显的界线，而且穿越它们的点的数量也较
少。如果在一个区域所有的出入口都设立这样的点，就可以取得可靠的资料，
所有的出入境人员可以统计出来。用抽样调查方法，还可从这些数据中得到
可靠的普遍结论。为防止出入口堵塞，调查人员常用交给司机一份邮资已付
的调查问卷请他们填寄的办法，这种问卷上面附有调查的目的和意义的简要
说明。
出入点调查的一个例子，是 Ｍ．Ｒ．卡特（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７１）对苏格兰高地和
岛区的旅游者旅行模式的评价。卡特沿度假区边缘的每一条主要车辆干道和
轮渡码头都安排了调查人员。在他提出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这一地区的基
本情况和调查抽样的程序。他的数据库使用多种旅行流变量，用以描述旅行
模式。由于他能统计出离开该区域的车辆数，而且他还能定出其中包括的回
程游客的百分比，因此，他可以估计出该地区任何一个给定时间内旅行者、
旅游者和车辆的总数。从发给驾车离去的旅行者的问卷中，他也估计出给定
的时段内，旅行者在该地区过夜的总天数。从这个总数中，还可一一分析得
到该区域内的客源地、目的地、收入、曾经来访的次数、旅行时间长短以及
其他一些特征的数据。从问卷中还可得到在每个目的地平均停留的夜数，以
及每个停留点的位置。最后，卡特分析了旅游活动和旅行者在各路段的分布
情况，他们所偏好的路径、以及偏好的旅行方向。所有这些情况分别用图、
表表示出来。
同其他方法一样，出入点调查也有其不足之处。它仅局限于公路交通，
常常只涉及到私人汽车。从理论上讲，商业性交通方式，如公共汽车、火车
等也可包括在内，但实际上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工作量就太大了。本身就居
住在出入点以内的旅行者的游憩活动也被忽略了。在苏格兰高地和岛区，本

地人口稀少，所以问题还不大。若采用回寄问卷的方法，没有回音也是个问
题。倘若可以知道驾车人的名址，如果没有回音还可以跟踪求得数据。不过，
旅行者在离家外出时，不愿把姓名地址告诉陌生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出入
点调查的费用也相当可观。减少费用的一个方法是，只在车辆运行高峰时安
排人员调查，但这会对得到的样本的代表性有所损害。出入点调查像所有的
路旁调查一样，必须有当地警察的合作，才可在路边让汽车停下接受检查。
最后，常常无法对旅游车辆和别的旅行者的车辆加以区分，这就有必要对所
有车辆进行抽样，并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以确定车内乘客属于哪类性质。
从流量调查中得到的资料，有些可以用图示方法表达出来，其中之一就
是劳伦兹曲线法。劳伦兹曲线的一轴表示旅行者的分布，另一轴表示路径网
络的分布。图 ２．７ 给出了一个假想的例子。

图 ２．７ 假想的游憩性旅行劳伦兹曲线

此图的重要特征是，左边和底边分别表示两个运输变量的累计百分比，
这两个变量用同一比例作出，故呈正方形图形。有一条 ４５°对角线从左下角
延伸至右上角，另一条曲线（ＡＢ′Ｃ）表示一种典型的情况，它的大部分都离
开对角线一定距离。这条曲线可以反映旅行者分布与路径分布之间一致的程
度。对角线与曲线之间的间隔越大，说明旅行者在少数路径上的集中程度越
高。该曲线的作法如下：
１）将交通路线网分成若干部分，通常是交叉点之间为一段，定出各段的
长度（公里数）。
２）获取某一时段内各路段上的旅行人数，有些旅行者只使用某路段中的
一部分，也假定他们使用了整个路段。
３）用旅行人数乘以路段长度，得到各段的人－公里数，求出其总和。
４）将各路段的人－公里数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５）用第三步得到的总数去除各段人－公里数得到其百分比。
６）计算相应各路段占全部路线长度的百分比。
７）点绘劳伦兹曲线各部分，得到 ＡＢ′Ｃ。
８）求出 ＡＢ′Ｃ 线下的面积与 ＡＢＣ 线下的面积比，这个比率为集中指数。
指数越高，空间使用的集中程度越高。
劳伦兹曲线只是表示两个空间类型之间的分异程度的一个近似的图示方
法。曲线下的面积通常是估算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旅行分布的数
据的精确性，是路段长度的函数。对于较长的路段，许多旅行者可能在中途
就转弯，而并不是走完全路段。
对客流分布和汽车旅行的方向，也进行过理论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Ｃ．Ｋ．坎培尔（Ｃａｍｐｅｌｌ，１９６６）、Ｐ．马里奥特（Ｍａｒｉｏｔ，１９６９）和雷乔特（１９７５）
等的研究。他们把“游憩性”旅行和“旅游性”旅行作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前者是指由城市中产生的，从人口集中的城市呈放射状移出，从而形成围绕
某一客源地扩散的使用模式。后者则多指城市间公路上的移动状态，形成相
对窄小的度假旅行圈。雷乔特还对她的研究在加拿大魁北克城的腹地区进行
了经验检验。她观察到，旅游性旅行与游憩性旅行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
她还注意到，与两类旅行相对应，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如
果研究一下较长时间内的土地利用的变化，这种分异更为明显。二次大战之
后，随着魁北克城周围的道路网的不断扩展和加密，游憩性土地利用也随之
增加，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同心圆状的游憩设施分布模式，这些设施不断扩展
且密度增大。这种同心圆状布局的形成，是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
是游憩性行业支付地租的能力不同，二是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具有不同的旅行
意愿。
雷乔特观察到，随着游憩性旅行的增加，出现了一个后果：区域景观的
美学价值下降，鱼类和野生动物资源消失，周末交通拥挤现象加剧。同时，
旅行和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也就放慢了。仅有的变化是，在魁北克城中心区，
接待设施有了改进，并推出一些新的一揽子旅游、接待计划。
３．旅行成本
旅行成本常用两个节点间的自然距离来估计，但有时也用其他方法来测
定。如果采用自然距离来衡量，也有两种方式，即实际道路的距离和直线距
离。后者的优点是可以从地图上很快测算出来。不过，如果实际情况是在乡
间曲折的小路，或城区内单向的迂回曲折的街道上旅行，这种方法误差很大。
因此，在选用实际距离或直线距离之前，我们可以随机地选些节点，分别用
两种方法测算一下，用简单回归方法比较一下其相关系数的大小，若相关系
数为 ０．９０ 或更大，就说明用直线距离的测算方法是较可靠的。
道路距离与直线距离的问题，受到了那些研究欠发达地区的婚姻类型的
地理学家的特别注意。Ｄ．Ｗ．克伦帕克（Ｃｒｕｍｐａｃ－ｋｅｒ，１９７６）等人分别从理论
和实际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对以往研究中的重要结论作了回顾。
距离成本还可用时间单位来表达。在交通繁忙的地区，车辆要穿过人口
稠密的地段，或受不同的车速限制时，旅行成本或周折必然增加，对时间－
距离关系要自动作些调整。用时间来衡量距离，使我们可以对旅行途中投入
的精力（用旅行时间表示）和在整个旅游活动中获得的收益（用游玩时间表
示）进行比较。
Ｎ．迪伊（Ｄｅｅ）和 Ｊ．Ｃ．利伯曼（Ｌｉｅｂｍａｎ，１９７０）建议用穿过街口的数量
来测定儿童到游乐地去经过的距离。有时，旅行社用旅途中换乘飞机的次数
“测定”到达度假地的距离。偶尔还可看到用穿过国界的数量或旅行的天数，
来描述国际旅行的距离（如 ２１ 天内走过了 ２２ 个国家）。
如果有可得的资料，就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旅行成本。用距离、时间等
来表示旅行成本之所以这样普遍，是因为这些资料比较容易获取，以作为较
难获取的经济指标的替代物（参见 Ｊ．Ｆ．德怀尔 Ｄｗｙｅｒ、Ｊ．Ｒ．凯利 Ｋｅｌｌｙ 和 Ｍ．Ｄ．
鲍斯 Ｂｏｗｅｓ 关于用其他方法估计旅行成本与价值的总结性文章，１９７７）。对
于飞机旅行一类的商业性交通，经济指标数据比较容易得到。而对于汽车旅
行来说，在一定的距离内作一次旅行要花多少钱，可以用汽车平均消耗的汽
油升数来估计。燃料的平均价格乘上升数，就可得到旅行成本中的一部分数

字。
因为旅行需要时间，因此估计旅行所花时间的机会成本，是很有必要的。
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调查获得那些参与某一定长度旅行的游人的收入。把
不同类型游人的收入换算成每小时收入，然后乘以旅行的持续时间。我们既
可以用该总乘积，也可用某一特定部分，来表示时间的机会成本。那些没有
就业机会，从而没有收入的旅行者，其机会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也可用打折
扣的有工资收入者的机会成本来表示。Ｗ．Ｇ．布朗（Ｂｒｏｗｎ）、Ａ．辛（Ｓｉｎｇｈ）
和 Ｅ．Ｎ．卡斯尔（Ｃａｓｔｌｅ，１９６５）和 Ｓ．Ｌ．爱德华（Ｅｄｗａｒｄｓ）与 Ｓ．Ｊ．丹尼斯
（Ｄｅｎｎｉｓ，１９７６）等人都运用过这一方法。
４．方向性倾向
旅行流常用引力模型来表示：
GPi Pi
Tij =
( 2.6)
( Dij ) α
式中 Ｔｉｊ ＝从 ｉ 地到 ｊ 地旅行人次数。
Ｐｉ ，Ｐｊ ＝ｉ 地或 ｊ 地的人口数。
Ｄｉｊ ＝ｉ 地与 ｊ 地间的距离。
Ｇ，ａ＝两种经验参数。
上式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从 ｉ 流向 ｊ 的客流与从 ｊ 流向 ｉ 的客流是相
等的。实际上，这当然不是游憩性旅行中的真正情形。为恰当反映这种不均
等流动，我们可以精确地设计一种“单向”引力模型。这一“改正式”主要
是力图避免上述问题，而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较为基本的改正方法是，为
使公式适应旅行流中 Ｔｉｊ ≠Ｔｊｉ 的情况，可在式中加一方向性倾向成分：
→

Tij =

GPi P j ( r + w ij )

(2.7 )

( D ij ) α

式中 ｒ＝某一基本的旅行比率，可为一综合指数。
→

w ij = 某一驱动旅行方向的作用力。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式。
→

式中括号中的一项（r + w ij ）最好通过类比来解释。假设某飞行员驾驶
一轻型飞机，以速度 ｒ 在空中飞行，如果是顺风，其速度或净旅行速率将会
→

加快；如果是顶风飞行，机速会有所减慢。其变化量等于风速 w ij 。另外，
Ｗ．博勒科（Ｂｏｒｅｊｋｏ，１９６８）、Ｐ．施温德（Ｓｃｈｗｉｎｄ，１９７１）、Ｗ．托布勒（Ｔｏｂｌｅｒ，
１９７６／７７）以及史密斯与 Ｂ．Ａ．布朗（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１）等曾讨论了方向性倾向的
代数式：
→
Tij − Tji
w ij =
(2.8)
Tij + Tji
→

计算出每一对客源地 - 目的地间的倾向系数 w ij 。若一区域

内共有 １０ 个客源地和目的地，则每一节点有
→

（10 - 1） = 9 个倾向系数 w ij ，这里从一节点到自己本身的旅行未计入内。
把这些指数用带有箭头的短线一一画出。若净客流量是从 ｉ 到 ｊ 的，则箭头
→

指向目的地；若从j流向i ，则箭头从目的地指向客源地。箭头长度与 w ij
的值成正比。将各节点的箭头进行合成，其最后矢量代表这一节点的综合旅
行倾向。图 ２．８ 就是一幅旅行倾向图，它表示出 １９７６ 年加拿大的度假旅行的
方向性倾向型式。总的倾向型式说明存在一种明显的向西部的旅行倾向。拿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情况来说，西指的箭头说明，来不列颠哥伦比亚旅行的人，
要比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到东部去旅行的人多得多。
５．沃尔夫指数 Ｒ
在前面有关章节里，我们曾描述过某一目的地节点抵达人数的测定表
达。在路径研究中，也有相应的问题——即在一定的时间内，沿某公路范围
内交通流量的测定。沃尔夫（１９６７）从交通流量的统计中获得数据，并表明
如何从其他一些变量中估计出，在无限制性通道的游憩性公路上，夏季周末
旅行人数的比例。有几个理由说明，上述关系是很重要的。虽然周末是游憩
性旅行最为重要的时间，在某些地区这类旅行可能是路面使用的主要类型，
但是在交通统计中，游憩性的夏季周末旅行有时却被忽视了。沃尔夫的夏季
游憩性周末旅行的比率公式如下：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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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夏季游憩性周末旅行与夏季日平均流量之间的比率。
ＷＲ ＝夏季非周末日平均游憩性交通流量。
Ｗｒ ＝夏季非周末日平均总交通流量。
Ｄｒ ＝夏季日平均总交通流量。
本式为乡村公路预示了一个理想的交通模式：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平均总
交通流量是一周内其他时间的游憩性交通流量的三倍强。如果出现与这一理
想情形不一样的情况，就可以推论，公路附近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变化。因此，
沃尔夫指数 Ｒ 不光是比较两类交通流量的一种方法，它还是沿公路两侧的土
地利用的指示剂。图 ２．９ 是一幅表示出这些关系的诺模图（列线图解图）。

例如，我们观察到，如沿某一交通道路段，其夏季周末日交通总流量与夏季
非周末日交通总流量的比率在 １．５ 左右，而非周末日游憩性交通流量与非周
末日交通总流量的比率为 ０．７，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这条道路是
某一重要名胜区内的主要旅游干线。
因为沃尔夫指数 Ｒ 不仅反映了一周内游憩性交通的相对重

图 ２．９

沃尔夫的乡村公路分类组合表（据沃尔夫，１９６７）

要性，也反映了整个交通流量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它还可以作为“早期警报
系统”，用来预告因燃料短缺而引起的旅行行为的变化（沃尔夫，１９８０）。
他找到证据说明，随着汽车燃料越来越紧张，对于一般性的日常定期旅行，
如上下班之类，现在人们都不大开车了，他们或者合伙轮流搭车，或者乘公
共交通车，省下汽油用于周末的游憩性旅行。这种变化，如果长此下去，将
会在许多道路路段引起 Ｒ 指数的普遍增长。这一变化可能是由于燃料紧张引
起的恐慌，以及旅行行为重大转变的先兆，应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６．可达性
一条道路的存在，可增强沿途地区的可达性。就其本身而言，可达性既
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果某地区有基本的游憩引力，环境并不
脆弱，有保护措施，或有其他目的之需要，那么它的可达性越大越好。相反，
如果该地区环境脆弱，其利用已近饱和，或者对其需求有一定竞争性，那么
游憩者的可达性的增加，只会造成一系列问题。无论哪种情况，都有必要对
一点或一地的可达性进行测定。对于游憩性问题来说，有三种方法非常有用。
最简单的是公路的可达性，常常用某点与公路之间的自然距离来测定。
做法是在一张纸上绘出道路网，然后在道路两侧画上相隔某适当距离的平行
线，比如说 ０．５ 公里（见帕特摩尔做的例子，１９７１）。这一方法的较为复杂
的改进是运用某些度量，比如支道的数量或速度限制等，将现有道路分类。
然后在道路网上覆以适当比例尺的方格，将每一小格单元内涉及到某级别的
道路列表统计出来。如果单元小格有识别性编码，这些信息可输入计算机储
存，用以编制地图。
公路可达性测定的另一种方法是，画出某一客源地四周的相同旅行时间

的等值线——等时线，这是一种用时间概念来表示同心地带的距离衰减曲线
的形式。等时线直观地表达了随着公路的建成而发生的距离“收敛”现象。
图 ２．１０ 是一个假想的客源地周围的简单等时线图。请注意旅行者在一定的时
间内，可抵达的距离沿主要道路是怎样向外扩展的。

图 ２．１０ 客源地周围的假想等时线
第二类测定是区域可达性。这一测定也称为某点的位势，在交通地理和
商业地理学家那里常被用到。它反映了在某区域内任何一点，某项资源的供
求之间的相互作用。Ｊ．Ｈ．Ｃ．罗斯（Ｒｏｓｓ）和 Ｇ．Ｏ．尤因（Ｅｗｉｎｇ）曾计算了加
拿大温莎到魁北克城之间的干线上，户外游憩设施的位势的大小（１９７６），
得到下式：
m
1nS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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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ＯＲｉ ＝ｉ 点的户外游憩位势。
Ｓｊ ＝设施 ｊ 的面积，有 ｍ 个设施。
Ｄｉｊ ＝ｉ 与 ｊ 之间的距离。
Ｐｋ ＝中心地 ｋ 的人口，有 ｋ 个中心地。
Ｄｉｋ ＝ｉ 与 ｋ 之间的距离。比率 ＯＲｉ 越高，某点 ｉ 的可达性越好，其位势越
高。高位势的情况与下面两个条件有关，一是设施供给水平较高，二是平均
需求水平较低，或者是二者的结合。
第三类可达性测定，是点的可达性，Ｒ．Ｌ．莱因伯里（Ｌｉｎｅ－ｂｅｒｒｙ，１９７５）
曾将其看成是城市所能提供的服务的测定指标。把某城市分成若干统计单
元，在每一单元内随机取五个点，测出每一点到最近设施的距离，计算出每
一单元的距离平均值。这一平均值即可反映每一单元内，为其内人口服务的
散布的公共设施的可达性。Ｋ．Ｒ．姆拉登卡（Ｍｌａｄｅｎｋａ）和 Ｋ．Ｑ．希尔（Ｈｉｌｌ）
用莱因伯里的点的可达性测定方法，计算了美国得克萨斯的休斯顿的公园与
图书馆的可达性，并分析了各街区的可达性水平与人口统计特征的相关关系
（１９７７）。他们发现一种不太明显的趋势，就是收入较低的社区与休斯顿地
区的少数民族对公园的可达性较好，而收入较高的社区和休斯顿的主要种族
集团则对图书馆的可达性稍好。
上述三种可达性测定（公路、区域、点）都需要某些前提，尤其要注意
到人的感应。就公路可达性来说，最重要的假设是，道路沿线的通道口很多，
移动中不受任何阻碍。区域的位势，正如罗斯与尤因（１９７６）所指出的，不

仅假设直线距离是旅行方便程度的最重要测定，而且把面积（或人口）与距
离之间的简单比率所反映的供求关系，作为计算的基础。点的可达性的测定，
也假设直线距离是可达性的一种恰当的测定，并假设求平均可达性指数时，
五个点即能满足要求。
即使实际情况并未发生任何变化，由于采用不同的定义，各变量间有不
同的关系，选择不同的变量，也都会引起测出的可达性的改变。当然，这个
问题并不是可达性测定中独有的。如前所述，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有一个切
实可行的定义，但每一个可行的定义又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三、旅行方式选择
游憩地理学对交通方式（旅行工具的类型）选择的研究，尚未得到重视。
其基本原因可能是，在游憩性旅行中，私人小汽车占有优势地位。许多地区
的游憩性旅行，小汽车要占 ８０％以上。私人汽车的灵活、自由和隐秘性，使
之变成理想的个人旅行方式。随着燃料来源和价格的变化，也许会迫使人们
采用更为有效的交通方式，如公共汽车、火车和大容量喷气式飞机，但这一
天可能是很遥远的。自从人们体验到私人汽车旅行的优点之后，要想使他们
放弃这种方式，是不那么容易的。在本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尽管失
业率高达 ３３％，在北美地区，汽油的消耗和汽车旅行的距离仍保持上升趋
势。１９７３ 年，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然而就在石油禁运、油价猛
涨的次年，乘小汽车旅行和购买游憩性汽车的势头也没有消退。
对交通工具的选择，首先受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交通技术的进步，增
强了选择的机会，也使旅行的舒适程度提高了。技术进步引起的最有意义的
影响，是所谓“世界的缩小”。Ｄ．Ｇ．贾内尔（Ｊａｎｅｌｌｅ，１９６８）把这种现象称
为时空收敛现象。他列举了 １６５８—１９６６ 年之间，伦敦到爱丁堡两地间旅行时
间不断缩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３００ 年前，两城市间旅行要花 ２ 万分钟。
随着旅行方式的飞速发展，两城市间的旅行时间，以每年缩短 ３０ 分钟的平均
水平收敛（图 ２．１１）。当然，旅行时间的缩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其演变
历史是由一系列巨大进步组成的，比如商业性喷气飞机旅行的产生引起的飞
跃性变化。
就地方水准而言，技术进步，尤其是汽车的发明和改进，所引起的结果
远比使乡村与城市的“接近”更为明显。Ｂ．克兰克奈尔（Ｃｒａｃｋｎｅｌｌ，１９６７）、
Ｄ．Ｃ．默塞尔（Ｍｅｒｃｅｒ，１９７０）和沃尔（１９７１）认为，使用汽车主要是为了增
加一日游和周末旅行的灵活性，而不是单纯为了扩展旅行的范围。地理学家
在注意到汽车被逐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Ｇ．Ｓ．韦尔温 Ｗｅｈｒｗｅｉｎ 和 Ｋ．Ｈ．
帕森 Ｐａｒｓｏｎ，１９３２；Ａ．Ｓ．卡尔森 Ｃａｒｌｓｏｎ，１９３８；Ｇ．Ｆ．迪西 Ｄｅａｓｙ，１９４９）
的同时，还把它作为一种能为游憩性旅行增添浪漫色彩，灵活方便的旅行方
式来加以研究。另外，他们还观察到，汽车旅行对某些类型旅游点的兴衰，
会带来意外的影响，并引起对某些类型的接待、服务设施的需求的变化。

图 ２．１１ 爱丁堡至伦敦间的时空收敛：

１６５８—１９６６（据贾内尔，１９６８）

游憩地理学对交通方式的研究，除了考虑到上述历史变化和相应的土地
利用的影响之外，其余则多限于为其他目的研究提供补充资料，而不是对旅
行方式加以分析。在这些研究中，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只不过是许多个社
会—经济变量和其他独立的、与旅行有关的变量中的一个，研究者通过分析
这些变量的相互关系，企图从新的角度，研究谁去旅游、到何处旅游、怎样
去以及为何去旅游等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例如，对美国中西部的上大湖地
区的区域旅行模式的研究（游憩资源中心，１９７５）；爱德华和丹尼斯对英国
的长距离一日游的研究（１９７６）；以及 Ｖ．Ｇ．格鲁什柯娃（Ｇｌｕｓｈｋｏｖａ）和 Ｎ．Ｐ．
谢普利夫（Ｓｈｅｐｅｌｅｖ）对莫斯科州的旅行的描述（１９７７）等，都属于这一类
研究。

四、本章小结
在游憩性旅行的描述中，有三个基本概念：节点、道路和方式。节点不
光指旅行者的客源地或目的地的区位，它们反映了供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
效应。道路，或概念化一点说是路径，既是节点之间的移动条件，又是它们
产生的结果。它们可以是明确的，如一条人工铺筑的公路，也可以是无形的，
如空中航线。方式是指在节点间移动所采用的交通工具的类型。
节点可以分为客源地和目的地。用来描述客源地旅行特征的变量，同用
来描述目的地的变量相似。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就是旅行的距离和方向、旅
行者的特征、以及旅行者在时间或空间内的集中现象的测定。
虽然有少数地理学家意识到，旅行本身是一种享受，而不光是为达到终
点必须经历的过程，但对旅行路径的描述研究，仍常集中于旅行的成本和客
流量上。乐趣旅行与其他形式的旅行，包括紧赶慢赶地只图早点到达目的地
的游憩性旅行，有着显著的不同。对此类乐趣旅行的类型和过程，进行经验
性描述和测定，还需做很多工作。
对沿路径旅行的测定，一般以汽车的数量和分布、以及旅行者的特征等
为基础。为获得游客流量方面的数据，可采用一些机械或电子计数仪器，但
有关旅行者本身的数据则需通过调查得到。收集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找出
有关数量、目的、区位、距离、方向以及旅行目的等问题的答案。可达性指
数的计算，有助于我们分析路径对当地土地利用的影响。可达性指数有三种
形式：即检测某点到某路径间距离的公路可达性；比较空间供求关系的区域
可达性；以及描绘人口集中区域内，非集中性设施方便程度的点的可达性。
在游憩地理学文献中，有关交通方式的描述只占很小比例。这类研究中，
大多要么是历史的研究，要么仅是大课题中的一小部分。地理学家对此不那
么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私人汽车这种交通方式占有游憩性旅行的优势。这
种情况将来也许会改变，但这种改变要比许多人的想象缓慢得多。
补充读物
Ｈｅｇｇｉｅ．Ｉ．Ｇ．（ｅｄ）（１９７６）Ｍｏｄ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
Ｌｏｗｅ，Ｊ．Ｃ．ａｎｄ Ｍｏｒｙａｄａｓ，Ｓ．（１９７５）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ｔｌｅｙ，Ｉ．Ｍ． （１９７６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ｐｅｒ ７６－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Ｐａｚｉｃ，Ｍ．（１９７６）ＡＳｈｏｒ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Ｌｔｄ，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Ｗａｌｌ ， Ｇ．（１９７２） ‘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ｔｒｉｐ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ｕｌｌ ｃａｒ ｏｗｎ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５７，４４７－５５

第三章

区位的阐释研究

对任何游憩设施区位的选择，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运动场地，其基
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企图利用这一区位，并能成功地与其他可能的用途竞争。
正如 Ｎ．Ｂ．德鲁里（Ｄｒｕｒｙ，１９５７）比喻的那样：“公园就象金矿；人们在发
现金子的地方建立金矿。”但是，这一说法既不能充分解释影响优先选择某
个位址的作用力，也不能充分解释影响在同一位址产生不同需求的作用力。
这些力可分为两类：影响公共区位决策的力以及影响私人区位决策的力；这
两类决策各自又分为两种：有关某一设施区位的决策，和有关活动区位的决
策。
本章分四个部分：（１）公共设施的使用；（２）公共设施的区位；（３）私人设
施的使用；（４）私人设施的区位。
上述问题的定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明确，因为许多设施的性质完
全决定了它们的用途。例如，用来阐释网球场区位（即开发）的模式，就与
用来阐释在哪里打网球（即使用）的模式完全相同。
公共设施与私人设施之间的区别看似简单，实际上也难加区分。很长时
间以来，区位模型被使用于纯私营经济行业的选址，这些行业的产品或所有
权属于个人或企业。最近，人们建立了用于为纯公共行业选址的模型，这些
公共行业从理论上讲，面向无限多的消费者。许多游憩设施介于这两种理想
状况之间，它们面向组合起来共同享受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有限多的消费者，
这些人乐意与一定数量的其他人分享这些设施的所有权或消费权；或者说，
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一个不以志同道合的友谊为基础，而是以与
一 定 数 量 的 其 他 人 分 享 某 项 必 要 服 务 为 基 础 的 俱 乐 部 （ Ｊ．Ｍ． 巴 歇 南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６５）。但是，由于游憩地理学，实际上是整个经济地理学的绝
大部分工作仍限于纯公共或纯私人这两种理想状态，本章将沿用这一区分方
法。

一、公共设施的使用
对公共设施使用的区位模式的阐释，主要通过以下途径：（１）对现有活动
与资源类型的观察；（２）对社会－经济特征与特定活动的区位选择之间的统计
关系的分析。用前一方法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可以发现：虽然没有正式规定
营地范围，沿着漫长海岸线分布的宿营者却集中在少数界限分明的区域里。
为阐释这种集聚现象，研究人员只要确定一下土地占有形式，就能发现，大
部分海滩归私人所有，仅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公共区域里，才有宿营者分布。
结论是：是否存在公共土地，是影响海滩宿营地区位的一个重要变量。
以上述结论为基础，研究人员可进一步研究野营者很少光顾的公共土
地，看看是否有其他变量产生其他影响。Ｗ．里奇（Ｒｉｔｃｈｉｅ）和 Ａ．Ｓ．马瑟
（Ｍａｔｈｅｒ）在其苏格兰高地与岛区海滩游憩的研究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１９７６）。他们发现，当游憩集中在公共海滩时，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海滩都
被使用，而且其使用也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公共海滩。没有使用或很少使用的
海滩，一般是由于路边植物或堤岸遮挡，难以引起游客注意。因此他们推论
说：感知进入和“实际”进入一样重要。
对于被使用的海滩本身，研究人员对从入口处辐散开来的正规步行道进
行了观察，结果发现，人口附近和某些有自然特色的地点，其使用水平最高。
如避风的地方、隐蔽性较好的海岬、能提供游憩机会的地方：如潮汐游泳池、
低矮悬崖等，可以吸引大批海滨游客。反过来，这些类型表明，可达性和“局
地景色特征”具有额外的影响。
有关这些模式及其产生原因的知识，既可用来指导未来的研究，又可帮
助制定在此基础上的决策。如果建立一条到某岛的轮渡线，那么海滨使用者
的分布可能怎样？使用者对海滨环境又会有何影响？旅游标志和停车场地对
使用的改变有影响吗？使用者之间，例如海滨运动者和观察水鸟的鸟类爱好
者之间，是否有实质性或潜在的冲突？这些冲突能否通过改变进入方法加以
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是区位作用的地理分析中，可能碰到的几个例子。
为确定游客类型的可能起因，对游客的社会－经济特征进行分析，是社会
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关于不同游憩者的社会特征，不同游憩活动的方式与社
会组织的描述，已有十分丰富的文献。奇克、Ｄ．Ｒ．菲尔德（Ｆｉｅｌｄ）和 Ｒ．Ｊ．
伯奇（Ｂｕｒｄｇｅ）对近来的一般趋势和发展中的研究水平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１９７６）。可惜，这些工作很少集中在区位上，因而与游憩的地理分析没有
特别重要的联系。诚然，把较为一般的社会变量应用于区位研究，这方面的
工作还很少。这是否归咎于下列原因还不清楚：选择的变量失当、研究计划
失误、地理问题与社会问题缺乏共同尺度。不管怎么样，Ｒ．Ｄ．赫科克（Ｈｅｃｏｃｋ，
１９７０）对海滩使用的分析，是为数不多的地理学家将社会－经济特征与区位选
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工作之一。这一研究阐述了在实际中可以运用的研究
步骤，同时指出，社会变量和区位变量之间，常常缺乏相关关系。
赫科克选定沿科德角（美国）的十个海滩，它们代表科德角一带海滩的
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用水温、平均波浪条件、坡度、海滩物质、地形、设施、
可达性和附近开发程度加以表示。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游客年龄、职业、
家庭结构、教育程度、以前访问科德角的情况、停留时间及其他一些变量等
资料，将各海滩不同类型游客数，逐一列表并制图。结果发现：仅有两个社
会变量在不同海滩的使用率方面，存在有规律的显著变化——户主从事技

术、脑力劳动和经营管理类工作的家庭，经常聚集在科德角的远端，而青少
年和大专院校的学生，则喜欢去有饮食服务的海滨。
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可达性确实影响到达某个海滩的人数。旅游者一
般都认为，方便的可达性是他们选择某个地点的主要原因。然而，可达性的
确切定义和对距离的感应，又因不同的使用者而不同。远道（８ 小时以上）
而来的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比较起来，不大会注意海滩区位之间的细微差别，
也就是说，某个车行 ３０ 分钟即能到达科德角的旅游者，是不乐意再行驶若干
时间到很远一端的另一处海滩去的；而对某个已经驾车 １０ 小时抵达的人来
说，就不会在乎再走些路到稍远些的海滩。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把注意力
从当地居民转移到在当地投宿的人，则距离的作用就相当大了。超过 ８５％的
已驱车 ５００ 英里（８００ 公里）以上到科德角来观光的人，不愿从投宿的地方
再行 ５ 英里（８ 公里）以上前往某海滩。
以上所述是地理分析中的主流。赫科克在研究旅行愿望、海滩选择与社
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时，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社会群体之间的某种差别。
赫科克、里奇和马瑟等人的经验研究，需要以理论基础的发展来加强。
从很大程度来说，阐释游憩者选择行为的理论，在游憩地理学中实际并不存
在。唯一的例外是，Ｓ．Ｚ．克劳斯纳（Ｋｌａｕｓｎｅｒ，１９６９）提出的将“人和自然”、
“人和人”、“人和自我”之间的关系相结合而提出的模型。其中第一对关
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又被分成三类；（１）“定居的／外部地区”关系；（２）
“游移的”关系；（３）“定居的／内部地区”关系。简单地说，定居是指长时
间呆在一地，而游移则与旅行有关。上述三类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分为两
种：（１）“向心关系”（集聚在一起）；（２）“离心关系”（寻求独立）。最
后将这两种关系又分为两种心理倾向：（１）“主动的”；（２）“被动的”。这
样就得到十二种不同的游憩者类型，每一类型都与不同的活动和区位类型相
联系。例如，某个倾向于游移、离心、主动的人，可能选择其天然湖泊去游
憩；另一位游憩者，属于定居的／外部地区、向心的被动者类型，也许选择某
个面向海滨的旅馆。然而，克劳斯纳并未对自己的类型假说进行经验验证，
而仅仅凭借一系列轶闻进行论述。这一类型说是否可靠，还需更多有效的定
义，需要对问题进行仔细的检验。但这一成果至少可以强化我们关于区位决
策的知识。
从另一方面看，克劳斯纳的类型说也有若干不足。首先，他确定的类型
是人、地点和活动三者模糊不清的结合，或者说，他所划分的类型，确切地
说究竟是某一游憩者、某项活动还是某个区位，有其不确定性。其次，类型
之间，尤其是各种类型的人之间，很可能不是相互独立的。绝大多数游憩者
是不同的、甚至是难以相容的兴趣、偏好的人群的综合体。任何特定偏好的
重要程度，又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且对他正做的事、所在的地方、以及
伴随的人有影响。最后，没有事实证明这些类型确实存在。即使果真存在这
样的类型，它们是否会真正影响区位的选择，也缺乏事实来证实。

二、公共设施的区位
公共游憩设施的开发，为的是以下一个或两个目标：资源的保护；为公
众提供服务。建立在原始环境区内的设施，主要是保护的问题，而图书馆之
类，则是以面向使用者的服务为基础而设立的典型。对其他的设施——省立
公园或自然景区——则试图调和可达性和保护这两种力量。
１．资源保护
要对资源保护作出准确定位和评价，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和政治问题。但
理论上要说明不同类型保护区的区位，却是容易做到的。国家公园常常布局
在重要的哺乳动物群（塞伦格蒂国家公园）、供打猎用的鸟类种群（比利角
国家公园）、地质特征（大峡谷国家公园）、考古遗址（胡玛云墓国家公园）
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全国意义的资源所在地点。
保护区的定位，远不止划出某一资源。为达到加强和成功地保护的目的，
必须定出保护区边界，并加以防护。Ｂ．曾特利（Ｚｅｎｔｉｌｌｉ，１９７５）就影响智
利复活节岛的拉普山国家公园区位的边界，提出了五个标准，这些标准也适
用于其他地区。他认为，区位边界的布置应围绕以下五点进行：
１）能保护公园得以建立的那些资源；
２）对保护国家公园的资源起重要影响的自然区域；
３）足够的缓冲地带，以防止未来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保证公园的完整性；
４）足够的管理、观赏和保养地区；
５）所有稍有改造便可能对公园的美学价值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
公园区位的阐释，并不局限于当代的景观。某些历史公园的开发利用，
能在景观上留下痕迹，这使得历史地理学家可以用他们的学识来分析游憩景
观。这些研究的一个例子是 Ｌ．Ｍ．坎特（Ｃａｎｔｏｒ）和 Ｊ．哈瑟利（Ｈａｔｈｅｒｌｙ）探
讨英格兰中世纪公园的分布的研究（１９７９）。他们找出那些标志着从前的公
园区位的自然遗迹（见 Ｏ．Ｇ．Ｓ．克劳福特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１９６０；Ｗ．Ｇ．霍斯金斯
Ｈｏｓｋｉｎｓ，１９６５；Ｍ．Ｗ．贝雷斯福德 Ｒｅｒｅｓｆｏｒｄ，１９７１ 等野外方法的回顾），并
结合文献档案证据，尤其是各代皇室的家庭生活记录和行政管理实录，包括
ｔｈｅ Ｐｉｐｅ Ｒｏｌｌｓ ；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 Ｒｏｌｌｓ 以 及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 Ｍｏｒｔｅｍ 等历史资料。
２．公众服务
米切尔把中心地理论应用于城市公园的研究（１９６９），使他成为最早对
公共游憩设施区位的阐释进行理论性探讨的人之一。他首先假设，存在一个
符合下列条件的城市：城市用地仅仅包括居住、教育和游憩三方面，形状呈
圆形，平均且一致的人口密度为 １４０００ 人／平方英里（５４０５ 人／平方公里），
各个方向的可达性大小相等，所有邻里和个人有相同分布的业余时间，居民
均希望旅行的距离最短捷，游乐地、游乐场、公园、大型公园组成不同等级
的游憩设施系统，高一级的设施除提供次级设施的所有服务外，还提供一项
新的服务。
在上述条件下，设施呈均匀的六边形分布。在美国，当时使用这样的标
准：游乐地之间应相距 ０．５ 英里（０．８ 公里），游乐场 ０．８５ 英里（１．３７ 公里），
大型公园 ２．６ 英里（４．１９ 公里）。因为每个公园都被一个六边形的腹地所围
绕，且设施又系均匀分布，因此，腹地的规模也是一致的。例如，游乐地在
空间的分布，形成一个 ０．１６ 平方英里（０．４１４ 平方公里）大小的六边形腹地。

有了腹地面积，我们就可以把人口密度和它相乘，得到每一设施所服务的人
数。因而，一个游乐地所服务的人数即为；１４０００ 人／平方英里×０．１６ 平方英
里＝２２４０ 人（５４０５ 人／平方公里×０．４１４ 平方公里＝２２３８ 人）。
接着，米切尔放宽了假设条件，土地利用增加了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
城市人口密度的分布也有变化。其结果仍然为六边形，但六边形的大小，受
不同人口密度的影响而有所扩大和缩小。
米切尔采用的中心地理论，有几个方面的优点，但也有若干不足。对于
优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将设施区位决策的复杂过程，简化为少数几个易于
理解的要素。这种简化可以使研究者有选择地将注意力集中于部分实际情
况，以理解某些重要的变量如何影响实际景观的形成。当然，与理论上的理
想模式完全一致的现实，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理论可以用来指出那些可
以被检验的长周期趋势。遗憾的是，这暴露了米切尔的分析中的一个缺点：
他没有用经验证据去证实自己的理论。
米切尔的简化，还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有意忽视潜在的重要变量，
地价、土地是否可得、政治影响、土地捐赠、预算限制、深入开发土地的替
代方式及土地规划的可能性、使用者的冲突、公私设施的综合使用等。忽略
这些变量是很遗憾的，但如果希望在公园发展模式的全面分析中引入所有影
响因素，这也是不可能的。研究者面临着两种不尽人意的选择，要么是不切
实际的简化，导致分析的局限性；要么是刻意追求与“实际”的吻合，以致
模式复杂得无法使用。
最后，该模型还有一个局限就是门槛人口的估算。门槛人口是判断是否
需要提供某种服务的指标。对于市场来说，门槛人口即决定了市场规模，该
市场保证某企业实现足够的销售，有利可图并保持正常运转。米切尔将这一
概念扩展到公共服务业，并且，这一点是可行的。无论这种服务业是医院、
学校、海滨的游憩性填地，或者是公园，对于公共资金的投资，都必需存在
某种最低水平的社会需求，然后这笔开支才会得到社会认可。然而米切尔的
模式，恰恰就在这方面，比如什么是可能的门槛值、如何确定该门槛值、怎
么定义作为门槛基础的社会“需求”，没有给出任何评价的基础。他只是在
给定最初的人口密度与公园系统的理想状况下，用数学方法得出一个“门槛
值”。这与通过市场来确定的门槛值实际上有很大差别。对此，要么对门槛
值的概念，针对公共设施的特点，加以重新考虑；要么在各种社会条件下对
某些特定设施的门槛值的测定，去做更多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
阐释公共设施区位的一个经验方法，与赫科克所采用的方法相似，即在
地图上标出设施的区位，并寻求它与社会—经济要素的联系。米切尔和劳文
古德（Ｌｏｖｉｎｇｇｏｏｄ）用这一方法研究了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城（美国）公
园的区位（１９７６）。公园的分布通过按人口调查区域为单位计算的公园密度
加以测定。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是一种存有争议的方法。但是，
他们还争辩说，美国的公共游憩界同行（如 Ｒ．巴特勒 Ｂｕｔｌｅｒ，１９７２）发现，
这一方法是研究公共设施分布最实用而又易懂的表现方法。
对公园密度与人口特征的地理分布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收入
与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园密度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贫穷街区集中了
大量公园，中、上等阶层街区的公园则相对较少，在富豪阶层居住的近郊几
乎没有公园。Ａ．Ｊ．哈利（Ｈａｌｅｙ，１９７９）在另外一些城市，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对此作出的解释也许是：在上一代人时期，公园的配置仅是为了迎合特

权阶层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阶层迁到新的街区，将原来的街区及
其公园，留给了普通的阶层。这一解释不能为严密的历史证据的分析所肯定；
对影响当前设施布局的作用力的分析，也否定了上述解释。因此，对这一问
题，还需做更为细致的工作。
米切尔和劳文古德分析了近郊成为“游憩空白地带”的某些社会和政治
原因。对地产投资商来说，这些社区不具备规划、建立公园的法定要求和经
济刺激。而且，有些房主和投资商还认为，公共公园会带来“使人厌烦”的
损害，如果没有这种潜在的损害，当地居民会过得更加舒适。公园和游憩发
展，还要依赖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他们认为，哥伦比亚近郊由于缺少政治组
织，而不能使公共服务的需求得以实现。另外，郊区生活的许多特点，也使
人们对公园生活的向往变小；对低税收的偏好甚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可以
拥有较大的院落；无拥挤嘈杂之感；拥有私人游憩设施；以及到郊外游憩地
旅行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抑制了对近郊公共公园的投资。
米切尔和劳文古德 １９７６ 年的研究，有这样一个缺点：在阐述时忽视了私
人游憩设施的存在。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们在 １９７８ 年对相同地区进行的研究
中，增加了这一部分，并对公园区位进行了不同的测定。在定义了设施类型，
并绘制出 １７２ 处公共设施和 １１２ 处私人设施的区位地图之后，他们用近邻分
析法分析了每一类设施的空间模式。在其划分的五类公共设施中，每一类的
近邻比值都明显地小于 １．０，这表明其存在集聚的趋势。另一方面，三类私
人设施（即宿营地、乡村俱乐部和混合设施）的近邻比值均显著大于 １．０，
表明其分布不是随机的，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水上设施、狩猎或钓
鱼俱乐部却高度集中。
考虑一下各种设施的类型，及其顾客的需要，就可以对上述事实有所解
释。公共设施一般必须有较好的可达性，因而必然集中于人口密度高的地区。
而且，绝大部分公共设施提供的服务是一般性的，对游憩资源没有特殊的要
求，又不必为争夺有限的市场而相互竞争，而竞争则可能导致分散布局。私
人设施多以一定的基本类型为基础。宿营地和乡村俱乐部多布置在开阔地或
其附近；其顾客对距离并不很敏感，至少从已经研究的事例来看是如此。因
而它们倾向于在此区域内均匀分布。水上设施，狩猎或钓鱼俱乐部，由于与
水体或陆地栖居环境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而集中分布在这些资源较丰富的
地区附近。

三、私人设施的使用
目前，阐释活动区位的方法集中在两种基本的活动上：一是旅游；二是
度假别墅的使用。旅游研究的方法包括定性方法（历史的、社会的和轶闻的
方法）、定量方法和理论模型；度假别墅的使用则主要依赖于定量方法来分
析。
１．旅游活动的定性分析
旅游活动的地理分析所采用的定性方法，基本上依赖于对文化差异的观
察，虽然有些研究者（如 Ｄ．皮尔斯 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７９）偶尔也参考历史事件，如
布劳哈姆（Ｂｒａｕｇｈａｍ）在法国的戛纳偶然的停留，在那里留下几个供游人参
观的地方。Ｗ．李特尔（Ｒｉｔｔｅｒ，１９７５）对伊斯兰国家旅游的考察，是地理学
家运用定性方法的范例。他选择了几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将野外研究与对
当地的历史、社会形态和宗教的研究结合起来，以确定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是
否存在，以及它们的相对分布。
李特尔注意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没有海滨胜地。假设海滨胜地实际
上是游泳的代名词，他探讨了影响体育运动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并“发现”
伊斯兰教有这样的戒律：男女不得于同一水域共泳。另外，游泳活动也有明
显的年龄特征。小伙子和男孩是水中的主要成员，老年男子、妇女和女孩常
倾向于在海边观望。即使这样，从英国人将游泳作为一种游憩和健身活动介
绍到埃及，到上述这种对游泳的接受态度，也足足花了 ８０ 年的时间。与此截
然不同的是，自 １９１０ 年前后斯堪的纳维亚人将滑雪介绍到中东后，到 １９３０
年，这项活动就在土耳其和黎巴嫩普及了。
对历史遗迹和纪念地的不同兴趣，也显示了西欧人和中东人之间的悬殊
差异。李特尔指出，欧洲人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古代苏美尔人整个传统智慧
的继承者，而中东地区国家的居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比较
偏爱那些与地方性传统或民族主义意识有关的地方，例如伊朗的阿克美尼安
遗址。正因为这种偏爱，中东地区许多有价值的（但与这种偏爱不一致的—
—译注）历史和建筑遗址在慢慢地受到破坏。
中东人与欧洲人在对自然的态度上，似乎也表现出某种差异。欧洲的思
想文化传统，如文艺复兴运动、文化艺术中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及达尔文主
义等等，蕴育出一种向往天然的、返朴归真的自然观。而中东人的自然观，
按李特尔的说法，则倾向于“着意穿凿、匠工琢磨”的自然。这种偏好导致
人们对野趣游憩缺乏兴趣。在西奈半岛、土耳其或摩洛哥的天然地区，见到
的旅游者常常是欧洲人或北美洲人。李特尔认为，这也是没有一个伊斯兰国
家——土耳其和伊朗（前国王统治下）除外——建立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
的原因。
度假和旅行位址的偏爱，也常与宗教和社会传统相关。朝觐在中东仍然
是一种重要的旅行动机。水的缺乏使人们高度集中在池塘、溪流或瀑布附近
活动。如果考虑到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人们对此就不会感到惊诧。然而，李
特尔认为，对水的向往另有其涵义。大概出自古代苏美尔人的传说，他们相
信有两个海——大洋与地下海——会为人带来永生，因此，在《古兰经》和
《犹太教法典》中，流水具有很深的含义。
最后，李特尔认为，中东人对山区避暑地和山麓胜地的偏好，可能与其
游牧的历史根源有关。就像当年春夏之际，部落将羊群赶到山上一样，至今

仍有许多家庭——有时甚至整个村落——在每年的炎热季节，搬到山上作季
节性居留。
２．旅游活动的定量分析
在探讨旅游活动为什么集中在某个特定区位的原因时，最基本的定量方
法，就是调查旅游者的动机，找出影响游客决策行为的基本原因。我们可以
通过实地调查，或某种形式的家庭访问，来进行上述研究。这两种方法各有
长短，每一种方法也可用于不同的情况。表 ３．１ 归纳了两种方法的相对优缺
点。
实地调查与家庭访问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需要挑选一批与研究人员的
兴趣有关的被试群体。例如调查一群持旅行信用卡的人为被试者，或订阅某
种杂志的人群，或是某个特别俱乐部的成员，参与过某项特别活动或使用过
某 项 特 殊 设 施 的 人 们 。Ｐ．Ａ． 福 庭 （ Ｆｏｒｔｉｎ ） 、 里 奇 和 Ｊ． 阿 塞 瑙 尔 特
（Ａｒｓｅｎａｕｌｔ）在研究北美洲的有关协会关于会议地点选择的决策过程时，使
用了这一方法（１９７８）。通过调查有关会议中心、宾馆、旅店和其他为会议
服务的设施部门，他们获得了过去五年内，加拿大所有举行过会议的协会的
名称和地点。在这些协会中，他们选择了一批样本，将问卷发给各协会的职
员、公务人员、以及其他会员，以确定影响
表 ３．１ 实地调查与家庭访问的比较
实地调查

家庭访问

优点：
１．被试者无须进行回忆
２．有时有少量样本即可
３．只与游客接触

优点：
１．抽样设计更为简单
２．可与非游客和潜在的游客接触
３．可通过邮寄、专人收发或个人
随访进行

缺点：
１．进入调查地前的期望可能会受经验
的歪曲影响
２．在管理与选择样本方面存在困难
３．忽视了非游客
４．回答问题耽搁了被试者一定的娱乐
时间
５．小规模样本限制了普遍性

缺点：
１．需大量样本
２．问卷的邮寄回收率可能很低
３．被试者对许多活动的回试者对
许多活动的回忆常限于三个月
左右

会议地点区位和作出与会决定的因素。另外，还讨论了每类被试群体在
位址选择的不同阶段所起的相对作用，以及个人和协会特征的影响。
另外一条探讨人们寻找游憩或度假地的区位决策的途径，在于确定这种
决策的步骤，然后分析人们如何评价潜在的区位。Ｍ．Ｊ．罗森堡（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６５）、Ｍ．费什拜因（Ｆｉｓｈｂｅｉｎ，１９６３）和 Ｄ．Ｅ．杜拉尼（Ｄｕｌａｎｅｙ，１９６８）
的研究，得出一个两个步骤的消费者行为决策过程模式。实际上，这一模式
也适用于选择游憩地的决策。
每个消费者都以其对某消费品的质量所抱的各种愿望为基础，来作决
策。对某一度假区来说，这可能包括有吸引力的风景、低廉的价格、友善的
居民，以及舒适的气候。一旦对这些质量逐一考虑，并对其相对重要性作出

估计，就可以对所有商品（或目的地），按其拥有上述质量的程度进行评价，
以便作出决策。
Ａ．Ｓ．伍德塞得（Ｗｏｏｄｓｉｄｅ）和 Ｒ．Ｊ．克洛基（Ｃｌｏｋｅｙ）指出，该模式意味
着下述假设：对某一牌子商品的选择，是与其他牌子的商品毫不相干的、相
互独立的（１９７４）——这一假设常常不可靠。另外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模式
是：对每一种商品的评价，决定于与所有其他商品相比，该商品所拥有的、
事先已被确定的质量。
即使这样的阐述也失于简单。它假设某一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了解水平
是等同的。斯科特、谢尤和弗雷得里克在接受伍德塞得和克洛基的基本阐述
的前提下，又增加了一个变量，即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相对了解程度（１９７８）。
这样，某商品虽然可能拥有许多惹人喜爱的特征，但不为某消费者所熟悉，
就会因为该消费者对另外一种质量较次但比较熟悉的商品，而受到冷落。
斯科特、谢尤和弗雷德里克还将此理论应用于度假区域的相对引力的评
价。他们将问卷发给作为调查样本的从外州驾车进入马萨诸塞州（美国）的
人。每个驾车者都领到一份问卷，并请他们将问卷寄回。问卷要求被试者用
语义差别尺度，表示马萨诸塞州和相邻三州拥有 １８ 种不同质量的程度。然
后，要求被试者指出四个州中他们最喜欢哪一州。将有关数据整理之后，证
明了两个看法：（１）偏爱访问某州的旅游者，用上述给定的指标对该州进行的
评价，明显不同于偏爱另外某州的旅游者的评价；（２）住处离某州较近的旅游
者，评价该州时所用的指标，亦不同于住得较远的旅游者所用的指标。
结果证实了州际决策模型的实用性，并指出了马萨诸塞州尚需改良的某
些映象。但作者没有将这一模型扩展为预测工具来使用。尤其是，如果研究
中涉及到的马萨诸塞州的映象，在某些指标上发生了变化，可想而知，旅行
的客流量也会发生变化，而作者对此未加预测。而且，由于他们使用的是封
闭式结尾的问卷，因而可能疏忽影响区位选择的其他更加重要的特征和因
素，其中包括：以前到过该州访问的情况、是否在该州有亲友、特别设施或
活动的赋存情况（如会议、运动会和特殊类型的胜地）。这些改进将是未来
需加研究和发展的领域。
另外一种对决策行为（通常是指个人决策）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探讨人
口或群体与活动和位址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相对较简单
易懂，在前述公共设施的区位和使用的研究中，也被运用过。其中的两个例
子是 Ｆ．克里巴厄（Ｃｒｉｂｉｅｒ，１９６９）和戈德史密斯（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３）的著
述。
戈德史密斯通过比较达尼丁（新西兰）居民的度假目的地的区位与收入
的关系，发现存在明显的空间模式。与高收入的家庭相比，中等收入的家庭
度假行程要远——但是多住在亲友家里。而收入较高的家庭，旅行的距离则
不太远，却偏爱去商业性胜地。克里巴厄对法国夏季游憩模式的分析，则得
出相反的结论。在作出不同类型度假或假日旅行目的地地图，并描述了每个
城市中心的腹地后，她发现那些离家较近的旅行者，一般是住在亲友家，而
较远的目的地则常常是商业性接待设施或旅游胜地。
３．旅游活动的理论模型
地理学家对建立旅游活动的理论模型建树不多。已有的解决区位问题的
方法，要么是对观察到的模型进行概括，要么是引用其他产业部门中已有的
理论。中心地理论之父 Ｗ．克里斯泰勒（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１９６４）曾经探讨过旅

游区位问题，但他的分析并不以中心地理论为宗旨，而是以逆中心地理论为
基础。他的分析是经验的和行为的，包括对目的地类型、游客在何处过夜、
旅店、旅游胜地和其他设施的区位等的分析。这一分析为他推测可能的动机
提供了材料。他的结论是：旅游就是避开中心地的活动。旅游者——另外克
里斯泰勒还增加了艺术家、作家和领养老金者——追求“以气候和景观而出
名的地方……高大的山脉、童山秃岭、岩石崚嶒的景观、石楠丛生，荒无人
烟的沙丘”。对克里斯泰勒来说，在欧洲，城市是无足轻重的旅游目的地。
“当然，外国人也常常光顾一些城镇。但这类访问大部分是商务旅行和教育
旅行”。通过在法国、贝格施特拉瑟和奥登林山（德国）、日德兰半岛、瓦
利斯（瑞士）和西西里岛等地搜集第二手资料，得到了一系列地图，说明上
述结论是可信的。
Ｎ．约克诺（Ｙｏｋｅｎｏ，１９７４）和 Ｍ．米奥塞克（Ｍｉｏｓｓｅｃ，１９７７）详细描述
了另外两个旅游区位的理论模型。他们的两个模型皆以冯·杜能（ Ｖｏｎ
Ｔｈｕｎｅｎ）的土地利用模型为基础，因此互相之间差异不大。他们都假设，随
着与人口中心的距离增大，旅游客流量逐渐衰减。模型的基本形式是，随着
游客逐渐向郊外远行，旅行成本逐渐上升，因此会在城市周围一系列的同心
圆环带内，发现旅游开发程度逐渐降低。Ｃ．Ａ．冈恩（Ｇｕｎｎ，１９７２）也将围绕
人口中心的旅游景观概念化为一系列同心圆地带，不过他不是强调旅行的强
度，而是强调旅游活动的类型及其质量的差异。
约克诺和米奥塞克假设，某些因素会使这一理想模型产生变形。就区域
水平而言，具有独立腹地的其他城市的存在，由于交通网的差异产生的腹地
内不同地方的可达性的差异，以及城市与腹地内某些地方的历史或文化联
系，都会使同心圆形式复杂化。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气候差异、资源（尤其
是海岸和山地）分布的差异，以及政治争端或国际紧张局势，也会引起模型
的改变。例如，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以来，古巴为卡斯特罗政权接管，处于与
周围世界相对孤立的地位，不仅损害了古巴的旅游业，而且促进了波多黎各
及其他加勒比海区诸岛旅游业的发展。
４．度假别墅的使用
一些对度假别墅使用的阐释是一望而知的。这些阐释以对人们寻求度假
地的动机进行简单的心理分析，以及游憩行为的随意观察为基础。有许多事
例证明这些阐释的合理性，因此它们一直受到承认。虽然如此，正像沃尔夫
指出的那样，一望而知的结论比人们能觉察到的更为明了（１９７８）。
度假别墅的屋主宣称，他们寻求乡村的僻静和自由，希望摆脱城市的车
水马龙和大型旅游胜地的摩肩接踵。虽然如此，每逢周五和周日晚上的赶路
途中，在乡村别墅附近，他们仍然免不了处于比大多数城市的混乱交通更糟
的拥挤不堪之中。还有些屋主则说，他们购买别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但是
谁都会明白，带着孩子在一个小小的村舍度过漫长的周末，没有电视、朋友
和自己常常落脚的游憩场所，是多么地枯燥乏味。还有的人想找个地方去垂
钓或滑雪，结果却被困在条件低劣的场所，没有办法去好一点的地方换换口
味。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人们占有土地的欲望，但赁屋者往往认为占有地
产并无长处，自然也不大可能占有度假地了。当然，经济选择在此起了作用
——如果人们连常住房屋都尚且不能拥有，就更甭说度假别墅了。虽然如此，
在较大的城市里，大多数假期用房要比住宅用房便宜得多。

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理论阐释或检验，未免困难重重，许多地理学家乃
避难就易，另从特定目的地区域总体社会经济规律角度进行探讨。例如 Ｌ．Ｗ．
汤姆伯格（Ｔｏｍｂａｕｇｈ，１９７０）对密歇根州（美国）度假别墅区位选择的研究。
他的工作并不侧重个人的偏好或影响供给的要素，而把重点放在与度假别墅
的需求有关的事物上。
通过对度假别墅主人（他们都住在密歇根州）的调查，获得下列资料：
年龄、收入、户主的职业、住宅区规模、子女人数、将别墅改成退休后住地
的打算，购置前考虑的候选位址数、以及原住宅的类别等。所列各项皆以购
置该别墅的时间为准，对以前的地产权和活动偏好不加考虑。
度假别墅的位址被分成以下三类：（１）大湖区（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劳伦
琴湖群中的某一湖区）；（２）“内陆”湖区；（３）其余地区。将各独立变量分
为若干独立类别，例如，将收入分为 ８ 个层次。已知各区屋主百分比，就可
对所有地区的各收入层的屋主的百分比进行对比，看看是否有哪一地区在某
种收入层有集中或缺少现象。这样，得到对收入在 ３ 万美元以上的屋主的平
均分布（即期望分布）的修正偏差，分别是：大湖区 ０．１８，内陆湖区－０．１４，
其余地区－０．０４。这一结果表明，在大湖区高收入层相对集中，也就是说，高
收入阶层对大湖区有相对较大的需求。
区位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汤姆伯格的定义主要依据景观特色
（湖泊）。这种方式相当普遍。游憩研究中也注意城市／乡村的差异。另外一
种不太普遍的方法，是用与住宅相隔的距离来描述区位。这里关心的不是某
个特定区域内，度假别墅的需求问题，而是主要考虑在距住宅一定的距离范
围内，对选择第二住宅的决策来说，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换言之，问题的
关键是人们旅行一定距离的意愿。Ｐ．Ａ．墨菲（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７７）用这一方法，
考察了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度假别墅的分布。他从社会－经济因素的角
度，用原住宅与第二住宅间的距离为尺度，阐释第二住宅发展的不同模式。
分析中所用的数据，来自对纽卡斯尔北部沿海地区第二住宅屋主进行的
问卷调查。距离用公路实际距离来测定。虽然 Ｈ．Ｄ．克劳特（Ｃｌｏｕｔ，１９６９）
曾建议，时间是研究度假别墅区位最恰当的指标，但因为时间与更容易获得
的公路距离之间的相关系数非常高，墨菲还是选择了后者。
被选来作为阐释区位（以旅行的距离表示）的变量，与汤姆伯格所用的
变量相似：购置者的年龄、职业、收入、购置原因、以前的租赁方式、第二
住宅间数及价格、买主对第二住宅所在社区规模的感知、拥有期的长短及使
用频率等。用一种被称为自交作用检验（ ＡＩ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的多元分析方法，将这些相互独立的变量，与非独立变量进行相
关分析（Ｊ．Ａ．桑奎斯特 Ｓｏｎｑｕｉｓｔ 和 Ｊ．Ｎ．摩根 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７０）。在这里，ＡＩＤ
将第二住宅的屋主分为彼此之间相似，但与根据各独立变量划分的其他类群
迥然有异的类群。相似性通过旅行距离来测定。ＡＩＤ 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对各
变量进行非线性组合，有助于找出各对变量间的相互作用。
墨菲将第二住宅屋主区分为 ９ 种基本类群。显示相对区位最重要的变量
是购置原因和使用频率。购置房产进行房地产投机和将此作为退休后住所的
人，与那些仅用于游憩的购置者相比，更倾向于购置离家较远的地产。而那
些经常使用第二住宅的人，比那些偶尔使用的人，更愿意选择离家较近的地
产。

四、私人设施的区位
阐释私人设施或游憩企业的发展，常以某一区位是否可让投资者或所有
者有利可图为基础。经济条件和市场条件不断变化，使某些行业在一定年份
处于盈亏两均甚至亏损状态，但私营行业的区位最终必须是常年利润高于常
年成本。这里关键问题是：影响盈利的区位特点是什么。
在零售市场流行这样一句格言：“成功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是：区位、区
位和区位。”这句话虽也适用于游憩业的地理研究，但未免过于简单了。好
的区位优势会因糟糕的经营、无能的市场营销、或不当的投资而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不利的区位未必就注定了企业的失败。Ｍ．Ｉ．贝文斯（Ｂｅｖｉｎｓ，１９７４）
等观察到，美国东北部地区许多私营营地，恰恰就放在那些会被呆板、客观
的可行性研究认为不适合的地方。大胆的、富于想象力的市场营销，与杰出
的经营能力相结合，有时能雄辩地驳斥可行性研究令人沮丧的结论。假如投
资者是在自己已经占有的土地上图谋发展，因为只需较少的资金投入，较低
的抵押利率，还可能有较低的税收，所有这些将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优势。
除了为数不多的使用预测（ｕｓ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模型外，在分析哪些因素
影响私人企业和设施的成功区位方面，旅游地理学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现有
的方法，涉及到消费者的偏好（主要是旅行的意愿，以及对位址或设施引力
的感应），以及尚需进一步探讨的可称为区位力的一系列要素，其中包括区
域的经济要素。这些方法都与中心地体系和立法的影响等方面有关。
１．消费者偏好
区位的差异，意味着消费者必须旅行的距离的差异。通常可以观察到这
样的事实：人们到某个商业点要走的路程越远，他光顾那个点的可能性就越
小。然而，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距离对生意兴旺水平的影响可能是微弱的，
以至于由于其他原因的影响，比如地价，会将商业点“迁移”到边缘的但却
是成功的区位上去。为作出这一“迁移”决策，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就是
对人们为某一特别服务而去旅行的愿望进行评估。Ａ．阿贝尔（Ａｒｂ－ｅｌ）和 Ａ．
皮扎姆（Ｐｉｚａｍ）在特拉维夫的本格里机场，调查了在该地区停留一夜以上的
３００ 名讲英语的外国旅游者，总结出一种评估方法（１９７７）。
触发他们的研究兴趣的楔机是，他们观察到，针对游客想住在城市景色
中心的心理，在许多大城市的市中心，涌现出许多宾馆，从而带来不少社会
成本的问题。在中心城区修建宾馆引起地租上涨，导致投资商建造豪华宾馆
以获取高额房租（来抵消地租的上涨），这一措施造成的结果是：失去了一
大批在中心城区投宿的游客。大量游客蜂拥而至，也势必导致城市基本设施
如街道、停车场地、供水、电话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压力。这一结果要么引起
城市引力下降，要么引起当地税率上涨。
为估计宾馆及其顾客移出主要商业区的可能性，针对离开城市中心多远
距离（以时间计），旅游者照样前去投宿的意愿，研究人员对旅行者进行了
调查。将旅行者的意愿跟私人及公共交通使用率、旅行者旅行的实际距离、
以及在旅行者情愿投宿于次级中心区位而要求的宾馆价格费用的降低量等要
素加以对比。通过比较分析，他们得出结论说，只要公共交通方便，私人汽
车对游客选择宾馆位址的影响就不大；而宾馆房租相对较小的降低，就会引
起旅游者投宿意愿很大的改变。
游憩地理学家提出了许多种位址引力的测定方法，其中重要的方法在本

书都有讨论。Ｃ．Ｅ．吉尔琳（Ｇｅａｒｉｎｇ）、Ｗ．Ｗ．斯沃特（Ｓｗａｒｔ）和 Ｔ．沃尔（Ｖａｒ）
提出了一种测定并阐释旅游区开发的相对引力的方法（１９７４）。虽然这一工
作是在土耳其进行的，但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实际上，后来沃尔、Ｒ．Ａ．Ｄ．贝
克（Ｂｅｃｋ）和 Ｐ．洛夫特斯（Ｌｏｆｔｕｓ）又将这一方法用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的研究（１９７７）。
这一方法开列 １７ 个区位指标，这些指标能够描述旅游区的引力，将它们
归为五大类：（１）自然因素；（２）社会因素；（３）历史因素；（４）游憩和购物机
会；（５）基础设施、饮食和住宿。然后，要求由研究人员、旅行代理商、企业
经理等旅游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将指标按重要性大小加以排列，并用分数
（０ 到 １０）表示其相对重要性；然后将这些分数标准化，用 ０ 到 １ 表示其大
小。重复这一过程，将每一大类都进行标准化，将各大类本身也进行排列，
并且也对之打分和标准化。每一指标的标准化值乘以其所属大类的标准化
值，得到 １７ 个权重。最后，将所有专家的各指标权重相加，求出其平均值。
为对旅游区进行比较，要求熟悉所有旅游区情况的专门小组（同一个小
组或另外一个小组），用 ０—１ 的标度给出每个区域各指标的评分。将该评分
值与上面已经得到的权重相乘，再将这一乘积也即所有指标的分数进行加
和，得到某旅游区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越高，该区域的引力就越大。
这一方法包含着几个理论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评价这些区域的专家
小组必须对所有区域有着同等的、专业方面的了解。而且，他们必须对各个
指标及各类别有同样的了解。当某些引力是季节性活动或短暂的自然现象
时，——例如节日或与气候有关的活动（冬季体育活动、秋季赏景等），这
一点尤其成问题。各个指标应相互独立，对旅游区引力的综合影响，也应是
线性的和可加的，而不是倍增的或曲线的。
作者还假设，各项指标的权值在各旅游区是保持不变的，这也许不符合
实际。例如，“自然美”具有相当高的权值 ０．１３２，而“节日”仅有 ０．０２９。
对于两个地区来说，如果它们除了自然美与节日外，所有方面皆有可比性，
其中一个自然美的评分为 １．０，节日为 ０．０；另一个自然美为 ０．０，节日为 １．０，
但以上述观点评价，前者的引力总是比后者的引力大三倍（０．１３２／０．０２９）。
考虑到安大略的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节、法国戛纳的电影节、或者美国“超
级杯”橄榄球赛之类的引力，它们使数以万计的旅游者短期内云集一地，因
而权重不变的假设再怎么说也是有问题的。
最后，该方法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作者并未讨论他们的引力测定与开
发水平、来访人数、房租或其他任何旅游活动测定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提到
了上述因素的密切关系，但他们并未作阐述。
真 正 将 引 力 模 型 与 开 发 程 度 测 定 联 系 起 来 的 方 法 ， 是 Ｒ．Ｊ． 伯 比
（Ｂｕｒｂｙ）、Ｔ．Ｇ．唐纳利（Ｄｏｎｎｅｌｌｙ）和 Ｓ．Ｆ．韦斯（Ｗｅｉｓｓ）在分析水库周围
建立度假别墅的影响因素时提出来的（１９７２）。他们的目的，是最终建立一
个度假别墅发展的模拟模型，这一过程中，他们运用了最初由 Ｆ．Ｓ．蔡平
（Ｃｈａｐｉｎ）和韦斯提出的方法。
他们先将美国东南部两个水库周围的私有土地的航片，分成每边长 １０００
英尺（３０５ 米）、面积约 ２３ 英亩（９．３ 公顷）大小的单元。每一单元又分成
九个相等的小单元。每个单元内，有度假别墅发展的小单元的总数，代表了
该单元的发展水平，并作为多元回归方程的相关变量。通过访问土地所有者
和投资商，确定了 ３０ 个影响开发的位址引力的变量。各个变量在航片上面或

其他第二手资料里面，都是可测定的。
对每一单无，将 ３０ 个独立变量与发展水平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
的模型，只能解释 ２０％左右的总方差。这种不理想结果，可能是疏漏了重要
变量、错误地假设所有私有土地都适宜开发、或者是运用了线性回归方程（即
假设变量是独立的且为加性关系）所造成。虽然伯比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弱点，
但作者仍然相信，分析的结果足以证明：在建立更为精确的模拟模型方面，
多元回归方程是可行的。但是，在探讨开发与位址质量之间的关系方面，还
需做更多的工作。
２．区位力（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米切尔在研究城市公园区位的理论时，使用了门槛人口这一概念。这个
概念直接来源于零售区位的地理分析。某些行业，如公共住宅、快餐店、赌
场等，提供比较便宜的服务，常常只需数量不大的投资，并且有高频次的重
复营业。因此，它们并不需要有大量的人口就能营利，无论人口疏密，在各
种街区都可以见到。另外一些行业，则需要大量投资，需很高的运行成本，
并且不是一直都有持续的、高频次的重复营业。例如，歌剧院、剧院行业、
动物园、豪华宾馆，以及“五星”饭店等等。这些行业为数不多，只能在大
城市内及其附近见到。
与门槛人口相联系的另一概念，是设施的吸引范围或腹地。门槛人口较
高的设施，常常有较大的腹地。支持行业运行的腹地有时必须较大，而且是
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消费者为获得较高质量的或极其渴望得到的服务和商
品，是愿意旅行较远距离的。某类特别设施，例如电影院或运动设施，随着
它们引力的变化，人们前往这些设施的旅行意愿也有很大变化，从中可以清
楚地看到上述效应。Ｐ．托恩（Ｔｏｙｎｅ，１９７４）曾用地图方法，比较了为观看爱
克塞特（英国）足球队与高水平对手和低水平对手比赛两种不同的情况，人
们愿意旅行的距离。对手水平越高，吸引球迷的距离越远，是低水平赛的两
倍以上。托恩比较了一部“普通”电影（《少年狼孩》）和一部“精彩”电
影（詹姆斯·邦德的《生与死》）的情况，也观察到类似变化。另外一种表
示高门槛设施和低门槛设施差别的方法，是比较旅程中花掉的平均时间和在
设施地花掉的平均时间。拿托恩观察的足球赛的案例来说，如果观看低水平
比赛的平均旅行时间为 ２０ 分钟，高水平比赛的为 ４０ 分钟，而在赛场的时间
约为 ２ 小时，则上述比率即为：低水平赛为 １∶６，高水平赛为 １∶３。换言之，
如果现场时间的质量越高，人们就愿意旅行更多的时间（接受较高的旅行－
时间比）。Ｓ．劳（Ｌａｗ，１９６７）认为，游憩设施可划分为地方性、亚区性、区
域性和全国性四个等级，其可接受的时间比分别为 １∶３，１∶１．５，１∶１ 和
１．０７∶１。
在娱乐业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旅行时间与旅行终点的引力之间的密
切关系。１９ 世纪中叶，美国的运输（电车）公司为吸引人们在周末乘坐他们
的电车，在运行线路的终点，首先修建了游乐园（Ｊ．Ｌ．克朗姆普顿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和范多伦，１９７６）。今天，人们把游乐园布置在离其主要客源地 １—１．５ 小时
的车行时间的地方，以增强游乐园的神秘感和放松感。
在旅游城市的游憩业区（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ＲＢＤ）的发
展过程与形态结构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系列不同的区位力。Ｃ．Ａ．斯坦斯菲
尔德（Ｓｔａｎｓｆｉｅｌｄ）和 Ｊ．Ｅ．里克特（Ｒｉｃｋｅｒｔ）曾经定义，所谓 ＲＢＤ 就是为
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城市内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

品商店的街区（１９７０）。通过地图方法，作者研究了三个案例城市（美国新
泽西州的两个海滨城镇，以及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城）上述行业的分布，
得到一个模型，他们解释说，这一模型是重要人口路径区位和旅游特色中心
（海滩或瀑布）的相对区位相结合的结果。ＲＢＤ 的形状为长条形地带，以来
访的游人汇聚点和观光点为中心（这两个点在上述三个城市中都较一致）。
这些街区是“异心的”，介于旅游点中心和该市居民经常光顾的中心商业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ＢＤ）之间。作者还观察了 ＲＢＤ 区域内，在
畅销热点附近经营的商店的类型和质量、以及本地地方“色彩”的变化。
Ｖ．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５）通过对南非的东伦敦的实例分析，将 ＲＢＤ 用宾
馆及其他旅游接待设施、咖啡店、古董店、剧院、服务站、游乐园、饭店、
公共浴室和公共水族馆的分布来加以定义。他把上述设施建筑面积占街区建
筑面积 ５０％以上的城市街区，在地图上表示出来，观察得到的模式也是一个
长条形地带，游憩活动主要集中在海滨，在其后的边缘区，主要为旅游接待
设施，特别是提供餐饮服务的寄宿处。与 ＣＢＤ 相比，ＲＢＤ 的直线性，以及 ＲＢＤ
中并无一个地价的峰值地段（对中心区位人为竞争的产物），使 得泰勒认为，
旅游点，例如海滨，是影响 ＲＢＤ 区位的最重要的力量。下列事实进一步证明
上述结论是可信的：在东伦敦，位于海滨的或能观赏到海景的宾馆，与那些
区位条件较差的宾馆相比，能获得更高的房租。
区位力还包括立法对游憩行业区位的影响。地理学家要对某行业的区位
模式有足够的了解，就必须首先了解该地的地区法规和其他立法。Ｖ．斯帕特
福拉（Ｓｐａｔａｆｏｒａ，１９７３）曾经描述过从 １９２７ 年到本世纪 ７０ 年代期间，随着
酒法的变化，安大略地区酒类零售商店的空间模式和市场策略的变化。Ｒ．西
曼斯基（Ｓｙｍａ－ｎｓｋｉ，１９７４）对内华达州卖淫业的地理分析，是研究立法对游
憩业影响的又一案例。内华达在白人殖民的早期，妓院是被公开允许的，并
受不正式的但却有效的社会仲裁的制约（西曼斯基，１９７４，３５８ 页）。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佛吉尼亚城的妓女有她们自己的坡形 Ｄ 街区。该街区
的上部是两排漆成白色的房子，其下是较便宜的简陋小屋，再往下是华人妓
女，街底是印度人的窑子……在当时的边疆，最下等的妓院被称为“猪圈”，
即是最便宜的窑子。军队允许这些妓院在军营的 ５ 英里外营业。
最后，所谓的文明、斯文和正经，对妓院区位作出了法律上的限制。现
行法律禁止任何人口在 ２０ 万及以上的县设立妓院。实际上，这一限制只对克
拉克县，包括拉斯韦加斯市有效。从妓院设立地点的限制来说，各州法律皆
禁止妓院在离学校、宗教建筑或主要商业街 ４００ 码（３６６ 米）的范围内营业。

五、本章小结
阐释游憩活动和游憩设施的区位，有许多种方法。方法的多样性，反映
了游憩地的使用与开发这一课题的广泛性。本章叙述的诸种方法来源于四种
分析传统：（１）相关法；（２）经验模型；（３）理论模型；（４）定性阐释。
相关方法用于比较位址或设施特征的参与水平，或比较区位选择与社会－
经济特征的关系。这些方法的主要缺点是，它们在使用中往往缺乏理论基础。
在可得到资料的水平下，它们只反映各变量间的统计关系。结果，这些方法
往往得出缺乏说服力的结论。赫科克对海滨使用的研究，伯比、唐纳利和韦
斯对度假别墅开发的探讨，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包括：
疏漏变量；假设变量间为线性关系，而实际上它们是曲线关系；对现象的理
解不深，从而运用了一些不重要的变量等。另一方面，相关方法可用于检验
由理论得出的假设关系。使用相关方法也许可以得到可能的关系，可供进一
步探讨，以图建立新的理论。大多数相关方法使用简单，其结果也易于解释。
总之，相关方法是有用的方法，但仅这些方法本身用来阐释区位模式却是不
够的。
经验模型与相关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某些客观的确定（或假设）
关系为基础。吉尔琳、斯沃特和沃尔提出了一个评价区域引力的经验模型。
斯科特、谢尤和弗雷得里克则对度假选择进行了类似工作。这些模型比简单
的相关方法，在理论上更为合理，因此它们取得的结论也更为现实和精确。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将模型推广应用，就会出现较大失误。上述区域
评价模型以“专家”意见和若干假设为基础，这种做法值得质疑。在描述影
响旅游开发的内在因素时，用这一模型来描述旅游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比
用来检验旅游的起因与效应，要更为有效。本书还对度假选择模型作了同样
类型的分析。这些模型比其他较为简单的方法应用得更多。它们也引起人们
的注意，还有许多工作有待进一步努力。
其他经验模型包括 ＲＢＤ 的开发中，可达性与资源的相互作用（斯坦斯菲
尔德和里克特；泰勒），以及包含于维持游憩业的腹地和门槛人口中的经济
作用（托恩）。这些模型都是实际情形的简化——一种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
做法。简化使人们可以在复杂的细节中分析为数不多的关系，但只能在忽略
许多其他事实的情况下这样做。
抽象的理论模型则是对现实更多的简化。这些模型是用来阐释一般的游
憩或景观系统，常常并不参考任何真实的景观。约克诺的旅游模型和克劳斯
纳的活动／区位类型学就属这类研究。它们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广泛适用性，但
却是以难于在特殊情况下加以检验和应用为代价的。原因在于它们仅强调某
些重要因素，而忽略了局部性和暂时性条件。因此，理论模型虽然不能完全
解决某个特殊的问题，却揭示了一些观察透视许多不同问题的原则或规律。
理论上说，用这些模型可以产生理论假设，而用前述的相关方法对某个具体
地区的问题加以检验。
定性方法强调文化传统和社会政策。像西曼斯基对卖淫业的研究一样，
李特尔也应用了定性方法研究了伊斯兰国家的旅游业。定性方法常常要求具
备强烈的“地方意识”。研究人员必须在地理区域的意义下，对风俗习惯、
法律和价值观因素等深有理解。定性方法常常导致独特的结论，它们不具备
普遍意义。然而曾提到的国家公园边界的研究，或者坎托和哈瑟利的中世纪

公园区位的分析却是两个例外。它们表明，非定量方法也能使人们对许多不
同地方的模式有更好的理解。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结合起来，可以丰富人们
对只由一种方法得到的结论的理解。
未来对区位阐释的研究，需在两方面取得进步。现有的方法应加以完善，
并应用于更多不同的游憩问题。目前，我们对影响游憩行业，尤其是城市内
的行业的效应的区位因素的理解，还是非常薄弱的。但要在这些方面取得更
大的进展，地理学家首先需要在区位决策和旅行决策方面，提出更好的理论。
这些理论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产生新的进展：一类是阐释群体行为或某类设
施的区位模式的、一般的宏观模型；另一类是阐释个体行为或特定设施的区
位模式的微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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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旅行的阐释研究

旅行是推力和引力作用的结果。推力包括心理动机以及性别、收入、教
育和其他形成旅行模式的个体变量的影响。引力则与吸引旅行者的目的地或
路径的特征有关，这些特征既可包括有形的资源，也可包括旅行者的感应与
期望。
如果不考虑推力和引力对路径和特定交通方式的选择的影响，对旅行模
式的阐释就不全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作用力如何综合起来产生实际的旅
行模式，也为了更好地理解无特定目的地情况下的乐趣旅行，地理学家建立
了意境地图的感应概念和空间搜寻模式。在有关供给指向型旅行——其中包
括很多游憩性旅行——的阐释中，空间、距离、以及资源分布的感应，是尤
为重要的内容。
本章将着重探讨上述问题——客源地的推力；目的地的引力；以及二者
相结合产生的实际旅行活动——的研究中，所运用的各种方法。

一、推力
１．心理动机
常见的一种阐释乐趣旅行的方法，是所谓的见解反射法（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它以研究者的个人经验、与旅行者的对话、以及对文献的综述
为基础，从而建立旅行动机的“理论”。Ａ．格林斯坦（Ｇｒ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５５）的
心理分析推测法即是一例。他认为，假日旅行的目的“在于直接地或象征性
地增强人们超现实的满足感”，从而使这些人“扩大他们的自我境界”。另
一方面，Ｄ．Ｅ．兰德伯格（Ｌａｎｄｂｅｒｇ，１９７２）则认为，旅行动机取决于下列需
要：变换环境、异国情调、教育、对力与美、以及好奇心的感受、自我的强
化或情欲的放纵、休养身心或寻求刺激。Ｈ．Ｐ．格雷（Ｇｒａｙ，１９７０）指出，旅
行仅有两个原因，即漫游欲（找寻新鲜、异样事物的向往）和日光欲（到比
住处气候更宜人的地方去的向往）。上述作者所用术语的含义，常常失之于
模糊不清和过于一般。而且，与大多数推测法所得结论一样，它们很少以经
验分析为基础。然而，推测法和见解反射法常常是进一步研究、发掘新的问
题和观点的良好起点，也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研究课题。
另外一个阐释旅行动机的更为客观的方法，是调查人们为何旅行。然后，
研究人员主观地或运用某些较客观的聚类分析，对搜集到的回答加以分类，
以确定旅行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例子，有 Ｌ．Ｌ．塔皮亚（Ｔａｐｉａ，１９６７）
对墨西哥旅游者所描述的旅行动机的研究。从旅行者那里获得一长串旅行的
原因后，他们将这些回答主观地分为四类“动机”：（１）自然动机，如寻求温
和气候；（２）文化动机，如对他乡异国的好奇心或对文化活动的兴趣；（３）人
际关系动机，如结交新朋友的愿望；（４）地位和声望动机，如希望引起邻里朋
友注意的愿望。
塔皮亚注意到，这些动机并不是独立起作用。它们受经验以及由动机引
起的满意程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因素是所谓的“强化体”。如果某
人受文化兴趣驱使，并选择了这样一个目的地来满足其兴趣，那么文化景点
的丰度将会对这个人是否会再次造访该目的地的可能性，有很大的影响。在
某种意义上，强化体也可通过广告起作用。如果某目的地的广告一味强调其
自然特色，从而排斥其文化景观，那么一个对文化有兴趣的旅行者就不大会
选择这样一个目的地——因为它不能“强化”此人旅行的基本兴趣。
塔皮亚假定，可以将强化体分成同动机一样的类型，他要求被试人员确
定出不同目的地能满足他们的期望的程度。目的地的各类动机和各类强化体
的强弱的相关程度分析，反映了相同类型的动机与强化体之间，存在很强的
正相关。例如，自然动机强度与自然强化体出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２。反
之，自然强化体与文化动机（作为动机与强化体之间不匹配之一例）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０．３８，这一结果说明，对文化感兴趣的旅行者，一般不会为只强
调非文化景点的目的地所吸引。
比较起直接向旅行者打听他们的动机的方法，心理描述法就要严密一
些。心理描述法实际上是个性素描，即通过对潜在旅行者的活动、兴趣和见
解（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ＩＯｓ）的仔细分析，从而对他们的
心理状态有深入的了解。通常请被试人指出他们对一系列陈述——如“每逢
假期我总喜欢远离拥挤的人群”或“人们不应该借钱度假”——的赞同水平，
就可得到关于 ＡＩＯｓ 的资料。

一旦拥有大量个性素描资料，就可以把各单个心理描述归纳为具有相似
个性的组群，形成相对同质的市场组份。心理描述背后的含义，是对潜在市
场加以区分和描述，以便设计更为有效的广告宣传。同时，这一方法还可提
供某些不同个体的动机方面的信息，这类信息对那些研究人们为何进行某些
旅行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Ｗ．Ｄ．韦尔斯（Ｗｅｌｌｓ，１９７５）曾对心
理描述法的运用及其不足作了评论性的综述。
谢尤和 Ｒ．Ｊ．卡兰顿（Ｃａｌａｎｔｏｎｅ，１９７８）曾用心理描述法分析了马萨诸
塞州（美国）的旅游市场。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某个收税关卡的入口处，随
机地选择乘车进入该州、使用外州车牌的驾车旅行者，交给驾车人一张调查
问卷，向他们简要解释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并请他们在旅行结束后把调查表
寄回。调查表中包括 １００ 个问题，陈述了一般的游憩活动、生活方式的兴趣
与见解，以及旅行偏好等内容。被试人可用一个六分制的指标来表明其赞同
水平，此外，还请他们指出其旅行的目的和打算去的目的地。
收回调查表以后，按旅行的目的（商务、探亲访友、游憩和旅游）加以
分类。其中属于“游憩和旅游”目的的调查表，再按打算去的目的地（城市、
海滩、山地）分类。根据对不同陈述的赞同水平，可以定义不同的市场组分，
确定各市场组分有什么样的 ＡＩＯｓ 特征（其中部分结果见诸表 ４．１）。
表 ４．１ 偏好不同目的地的游憩者对各种陈述的赞同水平（百分比）
陈

述

科德用被估计过高
内陆湖泊比海滨更有趣
当今过份强调性的意义
我宁愿住在市区而不愿住在郊外
我比大多数人自由自在
我们的家庭负债累累

山 地

城 市

海 滩

６３
７６
５６
５６
５３
１９

７３
６１
５５
３２
４１
２６

４２
４６
７３
３３
６０
２１

据谢尤和卡兰顿的材料归纳
根据上述结果和其他陈述，作者建立了马萨诸塞州各个目的地地区的市
场营销方针。例如，打算到科德角去的游客，可能为过份强调性吸引力的有
关科德角的广告倒了胃口，而转到其他景点。还有资料说明（未在表 ４．１ 中
列出），偏好三种目的地的游客，都不在乎借钱度假；到科德角观光的游客，
比到其他目的地去的游客，更愿意阅读新闻杂志。
尽管心理描述法非常有效，但光靠它并不能解决所有有关旅行决策的问
题。我们还需知道旅行者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特征等方面的情况。收入、年
龄、以前的经历、教育和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与 ＡＩＯｓ 一样，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２．社会－经济变量
社会－经济变量和旅行变量的相关分析与交互列表分析，是个体旅行研究
中，阐释其特征的最常用的方法。虽然有时可用某种总体测定方法，例如人
口的平均收入，来阐释国民的旅行模式（比如 Ａ．Ｊ．伯卡特 Ｂｕｒｋａｒｔ 和 Ｓ．梅德
里克 Ｍｅｄｌｉｋ 所作的研究，１９７４），大多数的旅行研究却是针对个体和小型群
体的。
旅行的社会－经济分析，首先是选择一些社会－经济变量，这些变量必须

能作出客观的测定，并与旅行行为存在理论上的或者统计学上的关系。常用
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等。当然，
还需要一些旅行行为指标，可能包括旅行的发生率（旅行是否发生）、旅行
频率、旅行的距离、旅行目的、以及其他指标。将社会－经济特征与一个或数
个旅行变量进行交互列表分析，找出所有有意义的规律。运用这一方法的典
型案例，是 Ｏ．邓特（Ｄｅｎｔ，１９７４）对堪培拉（澳大利亚）的居民去海滨旅行
的模式的研究，以及 Ｇ．Ａ．希尔（ｈｉｌｌ，１９７４）对纽约州（美国）雪上运动的
研究。Ｐ．汉森（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７７）则提供了一个详细研究两个不同人口亚群的
旅行摸式的例子。在他的研究中，汉森探讨了乌普沙拉（瑞典）的老年人和
非老年人的相对旅行模式和社会－经济特征。他用旅行目的、交通方式、旅行
的距离、每一时段内旅行的次数，以及每次旅行停留点数等变量，定义他的
模行模式。
比较各客源地或各目的地的旅行行为的差异，有时别有涵义。有两种方
法可用于这一研究。其中一个就是简单地将各客源地或各目的地的社会－经济
变量与旅行变量加以交互列表分析。例如，地理学家可以对西方国家和伊斯
兰国家男性居民的旅行频率和女性居民的旅行频率进行比较。在这样做的时
候，可以分别设计不同的表格，显示各类型国家中性别与旅行次数的关系（表
４．２）。然后，可以用 Ｘ２ 法或其他统计方法，对某一类型国家不同性别间的
差异、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另外一个不大常用的描述区域间或人群间差异的方法，是所谓的三角图
解法。这种方法原来是自然地理学中用来表示土壤类
表 ４．２ 比较性别与旅行频率关系的表格格式
旅

行

频

率

男

０
ｎ１

１—３
ｎ２

４—６
ｎ３

７—９
ｎ４

１０＋
ｎ５

女

ｎ６

ｎ７

ｎ８

ｎ９

ｎ１０

其中，ｎｉ 表示某给定时段内，旅行过特定次数的个体人数
型的组成的图示法（斯特拉勒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１９６９， ２９７），后来 Ｃ．Ｋ．坎培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６７）、伦特奈克、范多伦和特雷尔（１９６９）把它们引申到游
憩性旅行中来。坎培尔用三角图解法来表示旅游者在特定目的地的集聚，而
伦特奈克、范多伦和特雷尔则用它来划分开展划船活动的湖泊的类型。
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可以作为由三种不同特征组成的混合体，用三角图来
分析它就很适当。该混合体可用百分比来表达，并且总体需为 １００％。例如，
图 ４．１ 即为各边表示不同教育水平的三角形，表达出若干种不同目的的旅
行。可以以任何一边为参照阅读此图。表示该三角形某条边上的刻度的刻度
线，起于右侧、向左侧增大。图内经过某一点的刻度线表示某特定情形下的
混合百分比。其他各边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在点 Ａ（所有为探亲访友而
旅行的被试人），２０％的人有大学文凭，５０％的人为初中文凭及部分高中文
凭，３０％的人持有高中文凭及部分大学文凭。就该方法的优点而言，这一方
法可以很快地对可能的聚类作出直观的判断。例如，从受教育情况来看，教

育旅行和商务旅行具有相对一致的旅行类型，即二者都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占优势。家庭游憩旅行与购物旅行也比较相似，这两种类型旅行的参与者，
在三类教育群中占有近似的百分比。
人们还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旅行行为的影响，即多目
的 、 多 步 骤 旅 行 的 模 式 。 在 这 类 旅 行 中 ， 旅 行 者 在

途中要停留两个以至更多的地方，在每个停留地又有不同的目的。Ｇ．Ｃ．赫门
兹（Ｈｅｍｍｅｎｓ，１９６６，１９７０），Ｇ．吉尔伯特（Ｇｉｌ－ｂｅｒｔ）、Ｇ．Ｌ．彼特森（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Ｊ．Ｌ．谢弗（Ｓｃｈａｆｅｒ，１９７２），以及 Ｐ．Ｍ．琼斯（Ｊｏｎｅｓ）等曾经强调，在阐
释市内旅行模式时，要重视时间、空间和活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
最近，Ｇ．Ａ．本特利（Ｂｅｎｔｌｅｙ）、Ａ．布鲁斯（Ｂｒｕｃｅ）和琼斯（１９７７）在一项
对沃特福德（英国）居民的研究中，对市内旅行和活动联系进行了经验分析。
在这一研究中，他们随机地选择一批成年游客，请他们填写逐日旅行记录。
然后，将资料按星期几和“主妇”与“其他成人”加以汇总；下一步，按旅
行目的和停留点数列表统计出旅行人数。结果反映出最普遍的旅行目的。在
最初停留购物之后，再次停留的原因，最常见的就是再买些东西、然后是娱
乐。另外还统计出不同社会－经济类群（年龄、性别、社会阶层、汽车数、子
女数）的单目的地旅行数和多目的地旅行数。旅行者在进行多目的、多步骤
旅行的决策时，受各种要素的影响。针对这些要素，作者总结出各种模式，
得到各种结论。
照传统眼光看来，燃料的价格及其保证程度并不属社会－经济变量，但在
发达国家里，不管是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作为政策问题，其重要性越来越
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系列的“燃料危机”。如果从历史的眼光
来观察这一问题，人们对燃料危机的后果的理解，就会更深刻。我们可以比
较一下，一次燃料危机，例如 １９７３ 年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ＯＰＥＣ）提出的石
油禁运，在危机之前、危机当中和危机之后，不同类群的旅行者的特征，看
看燃料危机对他们到底有何影响。在这类研究中，我们还可看到旅行人数、
旅行的距离、旅期长度、多目的、多步骤旅行的取舍、以及态度的变化等，
都可能受到燃料事件的影响。Ｐ．Ｊ．所罗门（Ｓｏｌｏｍｏｎ）和 Ｗ．Ｒ．乔治（Ｇｅｏｒｇｅ）
的研究便是其中一例（１９７６）。
另外一种稍有不同的方法，一种不强调真实或假想的燃料危机的方法，

是请旅行者预先报告他们对另一次燃料涨价，或对假设燃料紧张情况下的定
额配给，他们可能作出的反应。Ｂ．Ｄ．坎普（Ｃａｍｐ）、Ｊ．Ｌ． 克朗普顿（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和 Ｄ．亨撒林（Ｈｅｎｓａｒ－ｌｉｎｇ，１９７９）在其得克萨斯州（美国）的一个州境公
路入口处的驾车者的研究中，应用了这一方法。他们请驾车者针对假定的不
同幅度的汽油涨价，以及不同的汽油供应水平，推测他们的旅行行为的变化
（取消旅行、改变旅行方式、改变旅期长度）。然后，按车辆类型、旅行目
的，以及旅行者是否在乎他们旅行的必要性等指标，将被试人的回答加以归
类。Ｔ．Ｍ．科西（Ｃｏｒｓｉ）和 Ｍ．Ｅ．哈维（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０）在其全美旅行行为和
旅行者对燃料供给水平的反应的研究中，运用了类似的方法。
上述两类研究的结论，都是以个人的见解，而不是以实际的行为为基础。
这样一来，当某些因素对个体行为产生可能的影响时，这一方法就会出现问
题。例如，在对得克萨斯的研究中，４０％的被试人回答说，如果汽油价格升
至一加仑一美元，那他们就将取消假日旅行。可是，时隔一年半之后，汽油
价格真的涨到一美元一加仑了，而汽车旅行并没出现明显的下降。上述预测
为何不灵，这里有两个原因。
人们在真实情况发生变化之前，并不总能知道他们对环境的变化作出何
种反应。在必须作出旅行决策的时候，许多人会发现，所谓无足轻重的旅行，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觉必不可少。随着乐趣旅行的限制性增加，人们对乐趣
旅行的愿望也许同样增加。这一说法也许同样能够解释沃尔夫（１９８０）在法
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到的模式。在比北美油价更高、燃料更稀缺的情况下，
许多车主正在想办法用其他交通方式，代替用私人汽车上班和上学，省下汽
油用于乐趣旅行。
这些研究不能准确预告在油价上涨期间，驾车者将作何种反应的第二个
原因，是大多数研究不能确定油价将要上涨的时段。１９７９ 年，加拿大政府在
几天内，就要实现油价上涨 ２２％，这一措施导致了这届政府在议会内的失
败。如果同样的上涨幅度，在三、四年内慢慢增加，恐怕就不会造成民声鼎
沸的局面。比实际价格水平更有效的测定方法，或许是所谓的年增率（％）。
另外一个改正方法是，在询问被试人时，应该在问卷上增加某个时段条件，
不是问旅行者，“如果油价涨到每加仑三美元，你是否取消旅行？”，而是
问他们，“如果下个月油价上涨到每加仑三美元，你是否取消旅行？”
若将燃料价格上涨同工资、物价的上涨结合起来看，我们的分析就会更
接近实际。分析一下 １９７４—７８ 年间，美国油价每加仑涨了七美分之后，给美
国人的旅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会了解这样做的意义。虽然由 ＯＰＥＣ
的制裁产生的涨价，是一次相当大的上涨，但比较起整个通货膨胀率来，这
一上涨却并不算大。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的油价实际上反而有下降，
当然，这一时期游憩车辆的畅销、乐趣旅行的盛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上述整个课题，只不过是游憩研究中常常碰到的更为广泛的概念——支
付意愿——中的一部分。在游憩消费分析中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游
憩资源和游憩活动有政府财政补贴，而有一些则完全是免费的。因此，用传
统的市场－区位经济学的方法，就不能解决这类资源的消费决策问题。实际价
值既不能反映这些受补贴的资源的成本，也不一定能反映它们在消费者眼中
的真正价值。为了能够用传统的市场－区位方法，来分析这种情况下的消费决
策，研究者们有时并不去观察实际的、受到扭曲的支付模式，而采取询问潜
在消费者对不同资源的支付意愿的方法。

但是，这里运用的支付意愿的概念，存在几个问题。因为这里不存在真
正的货币流通，被调查的人可能会试图猜测有关支付问题背后所包含的意
义，按照他们想象的研究人员的“真正”意图，给研究人员一个偏执的回答。
例如，假若被试人怀疑，某个支付意愿问题的调查是用来决定实际价格的，
他就可能朝偏低的数字倾斜，以图将来的价格保持低水平。反之，如果被试
人猜测研究人员所问的问题，是用来反映某资源的价值的——这就有可能决
定该资源是否可继续被享用（以受补贴价）——因此被试人就会夸大他“愿
意”支付的价格。
还有一种方法是询问消费者在什么样的补偿条件下，他们才愿意不再利
用某一特定资源，或停止使用某特定设施。但因为这里同样是一种假定的情
形，不存在金钱交易，被试人也可能故意夸大他们愿意接受的“贿赂”的价
码。Ｊ．Ｆ．德怀尔（Ｄｗｙｅｒ）、Ｊ．Ｒ．凯利（Ｋｅｌｌｙ）和 Ｍ．Ｄ．鲍斯（Ｂｏｗｅｓ，１９７７）
曾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支付意愿问题。Ｄ．Ｗ．塞克勒（Ｓｅｃｋｌｅｒ，１９６６）纂文指出，
在公共户外游憩规划中，对支付意愿这一概念可能有某些滥用之处。
另外，还有一类变量常遭忽视，不被当作“社会－经济”变量的，就是生
理和心理残疾现象。少数研究残疾现象对乐趣旅行的影响的文章中，有一篇
就是 Ａ．Ｇ．伍得塞德（Ｗｏｏｄｓｉｄｅ）和 Ｍ．Ｊ．埃策尔（Ｅｔｚｅｌ，１９８０）对南卡罗来
纳州（美国）居民旅行模式的研究。虽然有关个体残废人或助残设施的案例
研究为数不少，但在他们研究这一问题时，对残疾人旅行模式的总体研究尚
没有出现。他们的工作十分简单，对游憩地理学也没作出方法论方面的贡献，
而仅在其有限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意义。
生理障碍和心理障碍，是自身限制性的，包括暂时的限制，比如怀孕期，
也包括永久性条件，比如四肢残缺。另外还包括行走方面的限制，比如行动
必须依赖轮椅，以及活动量方面的限制，比如心脏病的限制。由于残疾现象
包括颇广，当人们听说有 １０％的被试人报告说，他们最近参加的旅行团队中
就有一名身心不健全的旅伴，影响旅行的进行时，就不会感到惊诧。目前的
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归纳分析残疾类型和出现频率；比较下列两种
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设旅行团队中不存在残疾队员，第二种情况则存在
残疾队员，在两种情况下旅行计划有什么改变。根据对旅行团队的调查可以
进行上述比较。比较的项目包括：目的地类型、旅行的目的、在外住宿天数、
旅行的方式、旅行成本、以及对旅程满意程度的自我评价。
上述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对残疾类型的模糊、简单的划分。作者既没
有对事先计划，比如建筑物障碍的确定——而这一点对有残疾人参加的旅行
团队来说十分必要——的重要性加以讨论，也没有对完成这种计划后，旅行
就变得相对轻松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在这里，作者抽样的样本规模只有 ５９０
人，其中只有 ６０ 人报告有残疾旅行者。这样小的样本数必然会限制统计分析
的类型，也会限制可能包含的经历的多样性。只要有更大、更多的被试人样
本，我们就可以对特殊的残疾类型进行更详尽的研究，扩大分析的范围，这
样，就可以把旅行中的身心限制因素，作为另外一种可与本章其他段落里提
及的变量相比较的变量。

二、引力
为什么人们会被吸引到目的地去？因为目的地可以为旅行者提供某些他
们在自己住处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游憩性旅行模式的不同，反映了资源分布
的不同，以及旅行者的趣味和偏好的不同。要理解不同目的地的引力，就必
须从资源和旅行者对资源的感应两方面，加以深入的分析。
１．资源
传统地理学分析资源对旅行动机、旅行方向的影响采用的方法，是区分
并讨论旅行者的目的地，对那些决定不同类型旅行者和目的地特征的资源进
行分析。Ａ．Ｃ．塞尔克（Ｓｅｌｋｅ，１９３６）将这类假日旅行系统研究，追溯至 １９２７
—２８ 年马里奥提（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的对意大利旅游业的探讨 （Ｌｅｚｉｏｎｉ ｄ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Ｔｕｒｉｓｔｉ－ｃａ①）。不过，塞尔克本人的工作，却更接近现代地理学
家的传统。作为他对本世纪 ２０ 年代与 ３０ 年代德国旅行业分析的一部分，他
从空间意义或时间意义上，区分出若干种与游憩性旅行有关的资源，这些资
源已成为度假模式的地理分析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季节性，尤其是温度，白
昼长度，降雪量与雪被厚度；地形；地下水赋存情况，尤其是矿泉分布；流
水特征；冰川现象；海滨；火山现象；地壳运动现象；动植物，以及博物馆，
建筑物和工厂旅游之类的“人文要素”。对每一种资源都分别从其分布、规
模和集聚程度三方面加以描述，并绘制地图。另外，还给出每种资源的来访
人数、有关接待设施和活动的类型、简要历史和其他背景材料。所有这些，
构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关于德国国内和国际旅游的环境条件的百科全书，
为分析该国旅游发展的经济效应，提供了丰富资料。
另外一种全面记述的方法，是记述旅行者的类型，而不是资源的类型。
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者从不同的客源地出发，随着旅行者的大流（“随大
流”），到特定的目的地，以确定在一般的目的地区域内，对路径和特定位
址的选择有影响的那些变量。Ｇ．Ｆ．迪西（Ｄｅａｓｙ，１９４９）对密歇根州（美国）
北部的一个森林县的旅游业的分析，是其中一个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例子。
根据以前的经验，迪西把访问者分成五类：１）夏季宿营者和垂钓者；２）秋
季狩鹿者；３）观光者；４）过境者；５）花粉热患者、红腿鸡狩猎者、艺术家
和“其他人”等组成的“杂牌军”。对每一类型的人都分别加以讨论。讨论
的内容包括：客源地空间分布、进入目的地区以及该区内的旅行路径、所偏
好的住宿与活动类型、保证上述活动得以进行的资源的类型与分布，以及估
计的访问者总数。
当然，全面叙述的方法并不局限于早期的旅游业的研究。１．马 特 勒
（Ｍａｔｌｅｙ，１９７６）曾将该方法用之于本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国际旅游流的
形成因素的分析，取得良好效果。研究的时限提到目前、研究的范围也更广
泛，但只需换汤不需换药，使用的方法仍与塞尔克和迪西的方法别无二致。
一系列的资源和目的地区域，为旅行模式、国际旅行和接待设施的发展、以
及影响这些现象的要素等的探讨，提供了研究纲领。尽管塞尔克和马特勒之
间，已相隔 ４０ 余年，但在主要的游憩资源的选择方面，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
变化，所谓资源仍然不外乎以下几方面，即气候；水；地形；景观；动植物；
矿泉，以及人为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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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勒更为细致地将人为景点划分为几种类型。克里斯泰勒曾认为欧洲
的城市相对来讲，是些不重要的资源，而马特勒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城市是
非常重要的，并把城市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类特殊的景点。宗教朝觐地，尤
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朝觐地，也被看成是重要的国际意义的景点。作为
古代遗迹一类的位址，包括古战场、庄园、城堡、农场等，则是常见的乡村
景点。某些近代“遗址”，比如二次大战时期的集中营，也是颇有意义的旅
游点。
其他具有重要旅游意义的人工景点包括奥运会、英联邦运动会、国际足
球比赛，以及稍低一级的世界网球锦标赛和世界高尔夫球冠军赛。全国性或
地区性的赛事活动，可能是国内游憩旅行的触发因素。另外，像迪斯尼世界
（美国）一类的游乐园，丹麦的趣伏里（Ｔｉｖｏｌｉ）公园一类的大型城市公园，
格林菲尔德乡村（美国）和瑞典的斯堪森一类的“露天”博物馆，以及国际
性的展览会、世界博览会等等，都是一些能引致国际、国内乐趣旅行的人为
景点。
还有一类常被忽视的旅游性旅行资源是边境城镇。在这里，香烟、汽油
或酒的价格低廉，这里处于不同政治单元的交界处，一般情况下受到取缔的
事物，例如卖淫，在这里却明目张胆地出现，这些因素可能会产生地区性旅
行流量。
要理解某些因素对旅行的影响，还有一种不同的方法，就是比较实际的
旅游性旅行和运用某种方法预测的旅行，看看二者之间有何不同。若果真存
在差异，就可以找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反过来，这一原因可以使我们能
对影响旅行决策的因素有更好的理解。Ａ．Ｖ．威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 Ｗ．泽林斯
基（Ｚｅｌ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０）在其国际旅行流的研究中，就运用了这一研究思路。
威 廉 斯 和 泽 林 斯 基 运 用 了 Ｌ．Ａ． 古 德 曼 （ Ｇｏｏｄｍａｎ ） 的 无 差 异 假 说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古德曼，１９６３），估计任意两个国家之间
游客的期望数。例如，某国接纳了整个国际旅行中 １０％的客流，根据无差异
假说，这个国家应接纳所有客源国 １０％的游客。在得到 １４ 个国家的期望客
流量后，他们发现有许多地方观察到的数字与预测得到的数字，存在显著不
同。然后他们尝试提出几种假说，以解释这些旅行模式。
①地理意义上两个国家靠得越近，它们之间的旅行量越有可能超过其预
测值。同样地，国家间的历史、文化、商业贸易的联系越强，同预测的数量
相比，实际的旅行流量越大。换言之，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将使实际的
旅行流量减低，少于预测的数字。
②具有吸引力的资源，尤其是温和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会在某些国家
之间造成不均衡的旅行流。人们的向往阳光、讨厌阴暗的心理（威廉斯和泽
林斯基语），或谓之日光欲（格雷语），能够非常有力地解释加拿大人、斯
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居住于寒冷地带的人，乐于到南方旅行的现象。
③价格差异和包租旅游的廉价性，会给某些目的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大量
客流。
④最后，世界博览会之类的特殊事件，可以用来吸引短期旅游性旅行客
流。
作者找到了许多独立的例子，证明每个假说都可解释观察到的不同差
异：并下结论说，根据现有的资料，这些假说是行之有效的。
迪西和 Ｐ．Ｒ．格里斯（Ｇｒｉｅｓｓ，１９６６）也应用了这一差异论方法（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对旅游点周围的腹地的规模、形状和
范围进行了预测。迪西和格里斯推论道，在理想条件下，旅行到孤立旅游点
的旅行者，应来自一个圆形腹地。如果两个相似的、互相竞争的旅游点，具
有重叠的腹地，将会在二者之间，沿等旅行成本线，形成一条边界，这条边
界就象分水岭一样，形成一条分游岭（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ｈｅｄ）。居住在分游岭一侧
的旅行者，只到同一侧的旅游点去旅行。这一假设与 Ｗ．Ｊ．赖利（（Ｒｅｉｌｌｙ）
的零售引力律，也与零售地理学的假设如出一辙，但在实际中很少见到这样
理想的模式。迪西和格里斯在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两个相互竞争的旅
游点，先驱者坑道矿区和罕见峡谷矿区时，首先用地图表示出两个旅游点的
游客的客源地，并发现，有许多游客放过较近的旅游点，而宁愿选择较远的
旅游点作为目的地。而且，腹地的总体形状也非常不规则。他们提出了几个
假说，来解释这些旅行模式。
第一个假设涉及到“区域一致性”问题。作者认为，包括罕见峡谷矿区
在内的西宾夕法尼亚，属低湖区，这个地区以接受外来旅行者较多，而向区
外的客流很少为特征。而对先驱者坑道矿区所在的东宾夕法尼亚来说，则属
中大西洋沿岸区①，具有不同的特征。要确定区域一致性是否存在，或者它们
有多大影响，并不容易。但可用下述方法求得其大致情况。
根据人口调查资料，将 １９５５ 年居住于两座矿区周围各县，但到 １９６０ 年
时已移往他乡的居民情况摘录出来，用地图表示出他们移居的新的县份。假
设住地迁移或多或少与游憩性迁移在范围与方向上具有相似性，那么，住地
变化的模式就可用来反映区域一致性的地域感。实际上，住地迁移的模式确
实存在，而且也与两个矿区的游憩旅行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作者还提出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即潜在的来访者对两个矿区的产品的熟
悉度，并对其进行了检验。广告媒介突出宣传罕见峡谷矿区的煤炭，煤炭这
个概念是广为人知的。而先驱者坑道矿区在宣传媒介上，则被宣称为无烟煤
的产区，无烟煤这一概念并不为大众所熟悉。作者估计出无烟煤在东北大西
洋沿岸区、中大西洋沿岸区的销售量，并观察到，在各地区无烟煤的销售量，
和单位人口内访问该矿区的人数之间，存在相当强度的相关关系。而在罕见
峡谷矿区的烟煤销售量与到该矿区访问的人数之间，没有观察到特别的关
系。
作者下一步扩大“熟悉度”的概念，检验了广告对到两个矿区去旅行的
现象所施加的影响。他们用地图表示出刊登付费广告的报纸的区位和广告的
成本，结果表明，广告分布的模式，与来访者的客源地的模式间，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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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性（图 ４．２）。因此作者
下结论说，广告也许是形成某些设施的腹地的非常重要的决定性要素。但是，
作者没有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因素左右着广告的分布范围的决策。上述旅行模
式或许在广告之前就业已存在，而广告不过是马后炮，照葫芦画瓢，去迎合
已经形成的模式罢了。
在旅行阐释的研究中，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运用旅游点的一般化的理论效
用模型。Ｒ．Ｄ．鲁斯（Ｌｕｃｅ，１９５９）在阐释个体选择行为时，首先提出该基本
模型，其后 Ｄ．Ｌ．赫夫（Ｈ■ｆｆ，１９６３）将其扩展到消费者决策的研究，最后，
Ｅ．Ｂ．温纳格伦（Ｗｅｎｎｅｒ－ｇｒｅｎ）和 Ｄ．Ｂ．尼尔森（Ｎｉｅｌｓｅｎ，１９６８）把该模型应
用到游憩性旅行的研究。该模型把旅行者从一批候选目的地中选择某一特定
目的地的行为，解释成为在比较其他目的地的情况下，被选目的地的感应效
用的函数。说得更清楚些，任何目的地被选择的可能性，或概率，取决于它
的效用与所有其他目的地总效用的比。在温纳格伦和尼尔森的工作中，目的
地是一些用于划船的水库。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怎样客观地测定水库用于划
船的效用。他们的办法是，综合两项容易测定的指标：即水库水面面积，与
八个客源地区与每个水库间的距离。第一个指标（面积）与效用呈正相关，
而第二个指标（距离）则与效用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水库面积越大，或距
离越近，其效用越大。
水库的面积除以该水库到特定客源地的距离，得到该水库的效用。计算
出所有水库针对各个客源地的效用。将个别效用加总，得到的总体效用，可
以用来表示对于某特定目的地的旅行者来说，水库的综合划船效用。某水库
的效用除以所有水库的效用，得到的商值就是旅行者决定到该水库旅行的概
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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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ｉｊ ＝客源地 ｉ 的游客选择水库 ｊ 的概率
Ｓｊ ＝水库 ｊ 的水面面积
Ｓｋ ＝所有水库 ｋ 的水面面积

Ｄｉｊ ＝ｉ 与 ｊ 间的距离
Ｄｉｋ ＝ｉ 与 ｋ 间的距离
ｎ＝水库数
ａ，ｂ＝经验估计参数
Ｐｉｊ 值乘以任一客源地的划船人数，其积可表示每一对客源地－目的地之
间的以划船为目的的旅行人数。将这一估计值与实际统计数相比，二者之间
非常接近。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一种方法，即旅行模式与实地调查得到的社会－经济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即，把对旅行者个体的实地观察，与其他一些变量，
比如客源地单位人口旅行率、旅行的距离、位址质量等的观察联系起来。Ｄ．Ｃ．
默塞尔（Ｍｅｒｃｅｒ，１９７２）在研究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的海滩旅行时，运用了
这一方法。
默塞尔首先从一系列的海滩调查中，收集到有关资料，并加以整理，将
墨尔本地区的市域区划，作为分析的单元，对变量“到最近海滩的距离”与
“每千人中的游客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证实了默塞尔的观点，
即作为一个阐释变量，距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距离与出游率间的相关关
系并不完美。分析一下观察到的出游率与回归分析预测到的出游率之间的差
异，就会发现新的内容。即使考虑到沿海岸走向的市郊到海滩的近便性，这
些地区的出游率仍然大大超过预测数。而其他一些邻海地区的出游率却又低
于预测值。在某些内地社区，也存在着同样的差异。默塞尔进一步分析这些
异常现象后，解释道，具有意外高的出游率的社区，常与这一地区居民的平
均收入较高、子女或青少年较多这一情况有关；而出游率较低的地区，常常
是一些收入低、老年人和新近移民高度集中的地区。
默塞尔为了更详细地分析他的研究对象，不厌其烦地一一作出每个海滩
上的各被试人的客源地地图，画出每个海滩的距离衰减曲线，以及它们的腹
地大小。分析这些衰减曲线和腹地地图，可以发现，公路可达性、对距离的
不同感应等因素，对旅行有一定影响；中心商业区的存在，阻碍了一部分人
的旅行，也可作为一个附加的可能的影响要素。
２．感应
对不同目的地的潜在旅行者的感应的分析，与对“真实目的地”的分析
同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资源只存在于那些使用该资源
的人们心中。对某一资源的了解和偏好评价，是利用该资源的钥匙盘——没
有它，资源利用这道程序就打不开。Ｍ．费什拜因（Ｆｉｓｈｂｅｉｎ，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的费氏选择模式，是阐释资源感应和旅行行为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方法。费
什拜因认为，人们是否选择某一特殊商品，比如某一度假目的地，取决于该
目的地所具有的特色与人们偏好的一组特色相比较的结果。人们总是选择那
些与他们的理想最相符合的商品。费氏模式包括两个步骤：（１）确定人们所期
望的特征；（２）测定各目的地具备这些特征的程度。这里，特征决定了目的地
的效用，故费氏模式与上文提及的温纳格仑－尼尔森模式颇为相似。二者主要
的不同在于，费氏模式采用的是主观真实，而温－尼模式采用的则是客观真
实。
运用费氏模式，选择某一目的地的具体方法，包括下列几个步骤：
１．开列一组可能受游客青睐的目的地特征明细表，并分开列出可能被选

择的目的地名单。
２．在研究范围内的人口中，随机抽样挑选一批被试人，请他们根据合适
的标度，指出每个特征的相对重要性。
３．根据上述步骤得到的结果，求得每一特征的平均相对重要性。
４．请同样一批被试人，根据合适的标度，指出每一目的地具有每一特征
的程度。
５．根据上述步骤得到的结果，求得每一目的地具有每一特征的平均程
度。
６．根据第 ３ 步和第 ５ 步求得的平均值，将其相乘，得到每一目的地的平
均感应效用。
比较所有目的地的感应效用，就可将不同的目的地进行排序。Ｊ．Ｎ．古德
里奇（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１９７８）曾应用这一方法，比较了西半球的九个名胜区：佛
罗里达、墨西哥、加里福尼亚、牙买加、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巴哈马群
岛、巴巴多斯和夏威夷。得到这些地区的相对排序之后，古德里奇又将它与
同一批被试人所称的旅行偏好的排序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用费氏选择模
式估计到的感应效用，同旅行者表达的旅行偏好所反映的效用，二者非常近
似。
经常使用的另外一种阐释旅行方面的感应问题的方法，是所谓的多维比
照法。象费氏模式一样，多维比照法也需开列出潜在重要目的地特征明细表，
以及被试人对一系列目的地具备这些特征的程度的评价。资料分析的实际工
作更为复杂，常常借助于计算机数据处理程序来完成。Ｐ．Ｅ．格林（Ｇｒｅｅｎ）和
Ｆ．Ｊ．卡蒙（Ｃａｒｍｏｎｅ，１９７０）曾经对这一方法作过很好的总结。
多维比照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将不同的目的地置于为数不多的标度
或线度位置上，这些标度反映了所有目的地的总体变化。每一目的地的相对
位置反映了该目的地的特定特征。两个目的地在标度上靠得越近，它们彼此
越为相似。它还说明了目的地之间的可能替代或竞争的情况。
Ｅ．梅奥（Ｍａｙｏ，１９７５）曾用多维比照法，分析了美国的八个旅游区，及
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地区”）、印第安人保留地（也作为一个“地区”），
以及一个假设的理想目的地。他从被试人对这些不同地区的质量评价，得到
一个三维标度：相对拥挤水平、风景质量、气候。他从这三个一般质量角度
出发，测定出每个目的地的相对引力，确定出五个相似目的地聚类类型。另
外还观察并测定了各实际地区与理想地区间的距离（即相似性）。
然后，梅奥请被试人用一个七分制的尺度，根据各理想地区的相对引力，
排出它们的次序。排出各地区的次序后，将其值与 ８５ 个心理调查式的陈述的
一致程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 ８５ 种陈述中，有 １８ 种与感应引力
显著相关。然后，对这 １８ 种陈述进行因子分析，确定出 ７ 种个性特征，这 ７
种旅行者个性特征，综括了偏好于各种类型目的地的不同类型的个性情况。
多维比照法和上文提及的费氏模式，都以几个共同的假设为基础。首先，
研究者假定他们已区分出所有有关的区位特征。很显然，如果任何特征遭到
忽视，这些特征便不可能在结论中反映出来。更基本的问题是，两种方法都
假设，被试者都能对不同的目的地形成合理的、连续的映象；或者反过来，
所有的地区都能在潜在的旅游者心目中形成简单的、可确定的映象。这在某
些“地区”，比如整个美国的国家公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通过将其一映
象的质量与该地区特征的感应进行相关分析，可以使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得

到部分证实。这就是说，研究人员（比如古德里奇）有时可以通过询问潜在
旅行者，Ｘ 地区在什么程度上具有一个理想度假区应该具有的特征，来检验
他们的模型的可靠性。然后，将潜在旅行者的回答，与真实旅行者报告的 Ｘ
地区的引力相比较。结果常常是，该“检验”与真实情况颇为匹配。很少会
有人说，在某一度假目的地内，会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特征，并还声称他们
不准备到那里去。因此，上述“检验”与其说是针对模型本身，不如说是针
对被试人的心理。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一种测定目的地及其质量的感应的方法。这
一方法以认知不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的概念为基础（Ｊ．Ｗ．布雷姆
Ｂｒｅｈｍ，Ｅ．柯恩 Ｃｏｈｅｎ， １９６２；Ｌ．费斯廷格 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 １９６４）。所谓认知
不调，乃是一种承认自相矛盾的“事实”，并且认识到这一不惬意的心理状
态。下列说明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Ｒ．Ｌ．Ａ．亚当斯（Ａｄａｍｓ，１９７３）曾研究过旅行者决定是否到海滩去旅行时，
天气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他的问题是：如果某旅行者决定到海滩去，然后听
说天气将会不怎么好，这时他就处于一种认知不调的状态了。解决这一不协
调的办法，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将旅行计划取消，这样就使他的行为
与他接收到的信息相协调，但这样做必导致失望心情。另一种办法，是改变
他对信息的感应或解释，按计划进行他的旅行。如果他的新的解释被事实证
明是不正确的，他会仍然感到失望，但至少他摆脱了认知不调感。亚当斯试
图确定，某些海滩旅行者，事实上是否曲解了含糊的天气预报中的信息，为
进行他们所偏好的活动而自圆其说。为做到这一点，亚当斯在其研究中通过
八个步骤来回答这一问题：
１．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系列海滩，随机抽取海滩旅游者样本，并将该
样本随机地分为两半。
２．询问前一半被试样本，如果头天晚上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有 ６０％的可
能性要下雨，他们是否还决定要去海滩旅行。将“是”或“否”的答案，称
为被试者的行为许诺。
３．请同样的被试人用一定性指标，从“不大可能”到“非常肯定”，表
达一下 ６０％所代表的下雨的可能性。
４．请前、后两半被试群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天气预报说，有 ５０％
的可能是好天气，有 ５０％的可能是坏天气时，他们是否要到海滩去。将这一
答案称为被试者的含糊许诺。那些声称会去海滩的人，定义为具有强含糊许
诺者，而那些声称不会去的人，称为具有弱含糊许诺者（见表 ４．３）。
表 ４．３ 行为许诺与含糊许诺强度的对比
天气预报

含糊许诺的强度

下雨可能性为 ６０％

强
弱

行 为 许 诺
到海滩去（％）

取消旅行（％）

６０
１９

４０
８１

Ｘ２ ＝１０．６５ 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１
据亚当斯
５．将每一被试者的含糊许诺的强度与他们的行为许诺进行相关比较，得
到的模式证明，人们具有强烈的认知协调（认知不调的对立面）的愿望。换

句话说，那些具有强烈外出旅游许诺的人，总对在 ６０％可能要下雨的条件
下，对好天气的出现抱乐观态度；而那些具有弱许诺的人，总是有前提地取
消旅行（表 ４．４）。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起因是什么、有什么影响。是
对好天气的乐观态度产生了强许诺呢？还是强许诺导致对天气预报的乐观的
解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做以下三步工作。
表 ４．４ 下雨的感应可能性与行为许诺的对比
感应可能性
天气预报
下雨可能
性为 60%

行为许诺
到海滩去
取消旅行

非常肯定

很可能

有可能

不大可能

(%)

(%)

(%)

(%)

16

30

40

14

46

40

12

2

Ｘ２ ＝２１．８４ 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０１
据亚当斯
６．将第二部分被试群作为参照组。询问他们，在不考虑是否到海滩去的
情况下，下雨可能性为 ６０％意味着什么。他们回答问题时采用的定性指标同
步骤 ３。
７．将参照组的感应同第一组弱含糊许诺和强含糊许诺的被试者的感应进
行比较。结果发现，参照组的人要比强许诺的人悲观，而比弱许诺的人乐观，
这一结论巩固了下列假说，即为了强化自己的愿望，海滩旅行者中有一些人
故意曲解了天气预报的内容（见表 ４．５）。
表 ４．５ 下雨的感应可能性：参照组与测试组的对比
感应可能性
天气预报

行为许诺

非常肯定
（％）

很可能
（％）

有可能
（％）

不大可能
（％）

下雨可能
性为 ６０％

到海滩去
参照组
取消旅行

１６
３１
４６

３０
３２
４０

４０
２７
１２

１４
１０
２

Ｘ２ ＝１６．３８ 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１
据亚当斯
８．最后，将参照组的含糊许诺强度与天气预报说下雨可能性为 ６０％时，
参照组对下雨的感应可能性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强许诺的人和弱许诺的人
之间，二者的感应可能性没有什么差别（见表 ４．６）。
表 ４．６ 下雨的感应可能性：依许诺强度分类的参照组内的对比

感应可能性
天气预报

含糊许诺
强度

非常肯定
（％）

很可能
（％）

有可能
（％）

不大可能
（％）

下雨可能
性为 ６０％

强许诺
弱许诺

３１
３２

３１
３６

２８
２５

１０
７

Ｘ２ ＝０．２５，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５ 时无效
据亚当斯
根据上述结果，亚当斯总结道，潜在旅行者对旅行的愿望，会导致他对
天气预报的感应的歪曲。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这项研究说明，人们的主观
倾向，有时会导致对环境信息的曲解。当人们面对可能要发生的洪水、飓风、
暴风雪，或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险情时，有时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来。这
些唐突行为看似不合情理，上述研究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部分答案。在一定
程度上，人们为了使自己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为使自己感到心理平衡，
在事先就打定主意，并曲解新的信息。

三、旅行行为
推力与引力结合，产生的结果常常是使人们外出旅行。这一行为在两个
方面具有地理意义：１）交通方式的选择（交通工具类型的选择）；２）路径
与目的地的选择。
１．交通方式选择
为阐释旅行者怎样从一系列交通方式中，选择某一种交通工具，已建立
了一些复杂的模型（Ｐ．Ｌ．沃森 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７４），但对实际的与偏好的交通方
式、旅行者表达的选择该类方式的理由、以及旅行者的特征等进行基本的相
关分析，仍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
有三个变量影响交通方式的选择：１）选择的范围，包括终点站的区位和
旅程安排，２）旅行者的财力，包括旅行费用标准和收入；３）个人偏好，包
括不同交通方式的等次，以及对新鲜事物的向往。我们既可以从旅行者的角
度，也可以从提供交通服务的公司的角度，逐一分析这些变量对选择交通方
式的影响。
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大众交通运输业种种形式中，为
何某投资者选择某一特殊形式的大众交通方式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研究者
还可以讨论一下，某大众运输公司或某旅行社，怎样把不同的交通方式联合
起来，实行一条龙服务，以一揽子旅游项目吸引不同的游客市场。其他值得
重视的问题还有：竞争性的、保持盈利的收费标准、旅行计划、终点区位等
的形成；可提供的服务与豪华享受的水平；以及定期路径的选择等。目前为
止，游憩地理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多。Ｊ．Ｂ．兰辛（Ｌａｎｓｉｎｇ）和 Ｄ．Ｍ．
布拉德（Ｂｌｏｏｄ，１９６４）曾对有关交通方式选择的研究方法，作过一次很不错
的综述（尽管有些过时）。
从旅行者的角度对交通方式选择加以研究的例子，要推 Ｊ．Ｈ． 厄 普
（Ｅａｒｐ）、Ｒ．Ｄ．霍尔（Ｈａｌｌ）和 Ｍ．麦克唐纳（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１９７６）的工作。他
们对在旅游旺季高峰交通期间，经过索伦特（英国）到怀特岛去的旅行者进
行了调查，以分析旅行者选择穿越该地的交通方式的原因、对不同交通方式
的了解、在不能利用某些交通方式时的反应、以及旅行者的收入等不同变量。
可供旅行者选择的交通方式，包括在两条不同交通线路上运行的高速高
价（气垫船和水翼艇）和低速低价（普通渡船）两种方式。作者比较了被试
人针对交通方式选择，对上述变量的回答，以确定这些变量对每一种交通方
式的选择，所具有的可能影响。另外，作者还就两种交通方式之间，通过比
较花费的钱和花费的时间，对省下的时间的价值进行了估计。但是，这一推
论过程存在几个严重缺陷。大多数旅行者对旅费和时间的差异并不很了解，
甚至对有哪几种交通方式都不甚了解。而且，有些比较慢的交通方式，对许
多旅行者来说，具有更为方便的旅行时间安排，这进一步使时间与金钱之间
的互相转化的意义更为复杂化了。
２．路径选择：意境地图
有关路径和目的地的选择的决策，常常是难以解释的。当一个单个旅行
者旅行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他会利用导游图和常见的资料为自己做向导（Ｓ．Ｄ．
诺兰 Ｎｏｌａｎ 曾讨论过各种旅行资料的利用和评价问题，１９７６），他还相信“嘴
巴就是路”的古训，摸着石头过河，无图也能索骥。虽然有时不免他不走运，
走了冤枉路，但有的旅行者竟也能将路径和目的地猜个八九不离十，说不定

交了好运气，偶然还能发现些什么。这些收获能使人产生满足感，增加人们
的阅历，长了人们的见识，进一步使人们更多地获得成功。另外一个收获是，
使人增益的旅行行为，会变得更为普遍化。
这种描述旅行的“教育”过程的方法，对重要的、经常性的旅行来说很
灵验。但有几个因素使之在游憩性旅行的应用中失去作用。那些每年要到一
个不同地方度一次较长假期的旅行者，不会形成一个习惯性的度假模式。许
多旅行者追求新异和变化，因此避免走同一条老路。另外，在所有游憩旅行
中，有很大一部分事先并没有对目的地作出计划，也没有对路径加以选择。
Ｒ．Ｊ．柯尔内特（Ｃｏｌｅｎｕｔｔ，１９６９）在英国德安森林区的研究中，默塞尔（１９７１ｂ）
在澳大利亚羊齿植物溪谷国家公园的研究中，发现有大约 ４０％左右的游客，
事先并没有计划在该位址逗留。
为更好地理解人们怎样选择路径，他们是否在心目中有自己的目的地，
也为了更多地了解人们怎样认识他们周围的空间，地理学家建立了意境地
图、行为空间、活动空间和空间搜寻行为等几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一般而言，
这些概念指出了描述、解释人们解译环境和空间信息、作出关于路径和目的
地决策的过程的一个系统方法。
所谓意境地图（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ｐ），是描述人对其周围世界看法的心理构筑。
其内容包括距离、空间关系、旅行时间与舒适感、不同设施与障碍之有无、
以及对不同目的地的用处的衡量等要素。这些要素纯粹是从个人感应角度而
言，因此与客观真实并不一定一致，与其他人的感应也不一定相同。有些地
理学家，如 Ｋ．卢因（Ｌｅｗｉｎ，１９６３）和 Ｂ．古迪（Ｇｏｏｄｅｙ，１９７０），更喜欢用
“行为空间”的概念来描述人们周围世界的意境观念。弃“意境地图”而取
“行为空间”的原因，在于“行为空间”这一概念，包含着对人们行为可能
发生的潜在区域的强调，对这些地理学家来说，意境地图还包括人们对从未
去过的地方的感应。
行为空间由一系列的上班、上学、购物、走访亲友和空间探索等旅行活
动所形成，它还受广告、阅图、读书和与他人交谈等因素的影响。在这许多
因素的作用下，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对可获得的游憩服务和旅行景观的
了解水平，是很不均匀的。有些地方和路径使用频繁，名闻遐迩；而有的地
方则冷冷落落，名不见经传。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只出现在人们的传闻中。Ｈ．
奥尔德斯凯基思（Ａｌｄｓｋｏｇｉｕｓ，１９６７）对到瑞典锡利延湖区度假别墅的旅行
的研究，Ｒ．莫（Ｍａｗ，１９６９）对去伦敦游泳池旅行的研究，使人们第一次认识
到，在游憩规划中，旅行者对不同的空间关系的认知差异的重要意义。
重要的不仅是旅行者对空间关系的认知的质量上的差异，而且还包括他
们对空间关系的质量的认知上的差异。实际上，个体的行为空间由两个部分
所组成：一是区位的区间范围（既可为连续空间，亦可为不连续空间）；二
是每一地方与路径的主观效用。行为空间内，有一系列的实际使用的区位和
路径。这部分内容构成所谓的活动空间，它显示出人们的偏好。从人们对不
同路径和区位的使用频率，可以推论出其效用的相对水平。而且，当在实际
工作中不能够确定出人们的空间认知范围时，有时就可以用活动空间来替代
行为空间的方向和范围。
许多地理学家都采用了如下方法，即以客观确定的活动空间为基础，推
论出主观的行为空间。对这一概念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早期地理学家有：
Ｄ．Ｆ．马布尔（Ｍａｒｂｌｅ １９６７），Ｊ．Ｓ．亚当斯（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９），Ｌ．Ａ．布朗（Ｂｒｏｗｎ）

和 Ｅ．Ｇ．摩尔（Ｍｏ－ｏｒｅ，１９７０），Ｒ．戈里奇（Ｇｏｌｌｅｄｇｅ，１９７０），Ｒ．Ｊ．约翰斯
顿（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１９７１），以及 Ｆ．Ｅ．霍顿和 Ｄ．Ｒ．雷诺兹（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１９７１）
等。默塞尔（１９７１ａ）对这方面的游憩性旅行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很多对城市居民活动空间的早期研究，都发现该空间呈典型的楔形，楔
形的尖角指向中心商业区，以人们的住处为中心。楔形空间之外的其他城市
部分，人们如果不是一点也不了解的话，也是非常模糊。这一楔形空间乃由
沿尽可能直接的路径，上班、购物、社交、上学等常见旅行模式所形成。默
塞尔认为，在城市游憩旅行的范畴内，同样可以找出同一形式的空间图式。
为了检验他的说法，默塞尔在墨尔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家庭访问和实地调
查。通过研究每对客源地－目的地的关系，默塞尔证实，确实存在楔形活动空
间。此外，沃尔夫（１９６６）、Ｊ．Ｒ．达菲尔（Ｄｕｆｆｅｉｌ）和 Ｇ．Ｒ．古德尔（Ｇｏｏｄａｌｌ，
１９６９）在英国伯明翰，也观察到类似模式。
为了进一步证实城市游憩活动空间①的存在及其形状，默塞尔从旅行者中
筛选出那些与上述模式不一致的旅行者。其中第一部分人，是一些新近才刚
搬到墨尔本来住的居民，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熟悉新社区的环境的旅行
上了。第二部分人是墨尔本市的老居民，他们最近移到小城镇去住了，但仍
然到他们原来的行为空间里的游憩设施去游乐。另外还有一小批人断断续续
地作扩散型游憩旅行，这一小批人是汽车旅行俱乐部和参加汽车大赛的成
员。
Ｐ．Ｅ．墨菲（Ｍｕｒｐｈｙ）和 Ｌ．罗森布莱德（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ｄ，１９７４）在对初次造
访温哥华岛（加拿大）的旅行者的研究中，更为深入地讨论了活动空间形成
过程和空间搜寻模式问题。墨菲和罗森布莱德尤其注意到，摸着石头过河的
空间学习（亦称刺激－反应式学习）相对于有意识的旅行计划的重要性。他们
在从大陆到温哥华岛去的轮渡上，对一群旅行者样本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到
了有关 ２４ 个个体变量的情况，并把它们归为五大类：个体特征、活动偏好、
事先的计划、与该岛的空间关系以及干扰性变量，如到达时的天气条件等。
他们还发给每个被试人一份旅程日志，请他们在岛上旅行期间，记下所经过
的路径和参加过的活动。
将各被试人的旅程日志收回后，用一种称作“最小空间分析”（见 Ｌ．格
特曼 Ｇｕｔｔｍａｎ，１９６８；Ｍ．布卢姆鲍姆 Ｂｌｏｏｍｂａ－ｕｍ，１９７０）的方法加以分析。
最小空间分析方法与上文提及的多维比照法颇为相似，因为它用少量维度描
述一组事物的结构，在由这些维度规定的空间内，确定出每个变量的位置。
这使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旅行者特征加以聚类，确定它们对旅行行为的重要影
响。在多维空间内，用一个点表示一个变量，点之间的距离与变量间的相关
强度成正比。墨菲和罗森布莱德发现，两维空间便可足够解释所有变量中的
很大部分，而且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在这个二维空间内，可以发现四种活
动与相关变量的聚类：１）计划特征；２）购物活动；３）观光活动；４）旅行
者简况。进一步分析这些聚类类型、以及该聚类分析中尚未涉及的变量，并
分析所有这些变量的相对位置，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在解释旅行行为和活动
空间的形成时，旅行计划、信息搜寻、以及对这类信息的评价，比所谓的刺
激－反应式学习，来得更为重要。
墨菲和罗森布莱德的研究对象，在形成活动空间方面，受到时间的限制，
①

原文为行为空间，似为活动空间之误。——译注

这一现象部分地影响了作者所使用的方法。如果研究的对象不是到某名胜区
去的短时期的旅行者，而是长期的居民，就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方法。在这
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可以研究一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旅行者的目的地的变
化，以确定活动空间究竟是怎样演化的。Ｍ．Ｊ．埃尔森（Ｅｌｓｏｎ，１９７６）用这一
思想方法，对东萨塞克斯（英国）的路易斯镇的居民的旅行，进行了研究。
运用随机抽样方法，埃尔森对拥有汽车的、从英国其他地方移居路易斯
的户主进行了家庭调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在调查之先，他把东萨塞克斯
分成十六个不正规的游憩区，以此测定活动空间的范围和方向。他向被试人
提的问题是，你是否访问过上述地区中的某个游憩区？如果去过，那么自从
你移居路易斯后，是哪一年首次前去的？
首先，在每个目的地填写相当于被试人造访率的百分点数，以计算、勾
画出路易斯居民的活动空间的形式。然后，以上述数字作为参考点，画出等
值线。最后的曲线面图（图 ４．３）显示出从海滨向内陆持续衰减的趋势。
为了更好地了解，随着时间的变化，对某个居民来说，活动空间是怎样
演变的，埃尔森把人们移居路易斯的最初四年内，每一

年的造访位址分别出来。其中将第四年的访问位址分布情况作为最后一
年来研究，因为从第四年起，大多数居民已形成稳定的游憩旅行模式。
将位址分成“沿海型”、“丘陵草原型”和“其他内地型”三类。计算
出移居路易斯的头四年内，每一年内到每一类位址首次访问的百分比并列
表，求得其 Ｘ２ 统计，以比较各年被访的位址类型。观察到的统计显著性差异
表明，游客的空间搜寻模式，最初是造访沿海型位址，然后移至丘陵草原型
位址，最后才去剩下的其他内地型位址。
然后，埃尔森试图确定，在移居路易斯最初几年内，居民的旅行模式中
是否存在某种空间倾向。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采用了最初由 Ｗ． 沃 恩 兹
（Ｗａｒｎｔｚ）和 Ｄ．Ｓ．内夫特（Ｎｅｆｔ，１９６０）提出的，计算点分布的平均中心的
方法。在这里，点即游憩位址。根据一定居住期内，人们对某位址的造访率
百分比，给出每一位址的权重。用下列公式，可计算各居住年份的平均中心：
∑ Pi X i , ∑ Pi Yi
△=
( 4.2)
∑ Pi
∑ Pi
式中△＝平均中心的坐标
Ｐｉ ＝某居住年份内首次造访 ｉ 位址的总数
Ｘｉ ＝ｉ 位址的横坐标
Ｙｉ ＝ｉ 位址的纵坐标

然后，将各平均中心，与在所有点的权重相同的条件下的假想平均中心
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位于南方的位址比其他地方的位址更受旅行者的
偏好，那么，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造访率，它们就应具有较大的权重，其结
果是将平均中心拉向南方。如果所有地区的位址都受到较一致程度的使用，
那么，实际平均中心应与假想平均中心较为接近。事实上，埃尔森观察到，
在移居的最初三年内，有代表性的旅行者具有向南的空间倾向，但在第四年
时，实际的平均中心和假想的平均中心就非常靠近了。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一下，制作意境地图时必须依靠的几个假设条件。首
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客观行为，并能推知主观
态度。更干脆地说，没有证据证明意境地图、行为空间和活动空间的存在（Ｄ．
斯迪 Ｓｔｅａ，１９６８）。要说它们存在，恐怕也只是相信它们存在的地理学家的
研究方法的人为产物。从人们的行为推知他们的态度和感应，当然是一种常
见的事情，这样做的并不仅限于社会科学家。但不管是谁，在这样做时都应
谨慎为妙，不可轻信。尤其对测定大众的旅行模式，并以此来提出关于个体
的意境地图形式的研究来说，上述告诫更是殷切。
意境地图的构绘方法，至少在默塞尔研究的问题中，还以假设游憩设施
与公路在景观中均衡分布为基础，它还进一步假设，参与游憩性旅行的愿望
与能力，也同样地是均匀分布的。从这样的假设出发，产生的旅行模式，作
为一种意境地图，很可能导致错误的解释。但只要牢记上述告诫，在未来的
研究中，意境地图方法仍不失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具有潜在意义的领域。

四、本章小结
在地理学阐释中，存在着一种虽未言明但却是事实的两难局面。这种两
难局面，存在于希望对可观察事实的传统的、客观的、科学的、可证实的、
但可能是繁琐的阐释，与对人类感应的较难证明的、推测的、主观的、但却
可能更有意义的阐释之间。这一尴尬局面，没有比在游憩地理学领域内，解
释人们为何旅行、为何游憩的尝试里，来得更强烈的了。实际上，好疑心的
人也许可以争辩说，本章所讨论的方法和概念，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这
些方法和概念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去旅行；它们至多说明了，某些变量与
某些旅行模式的描述间，存在统计学关系，并对这一解释有些用处。地理学
研究，至今尚未回答，为什么这些特定变量是重要变量、为什么它们会起它
们所起的作用，等等问题。
这也许是真的，但若果真如此，那或许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都是
如此。要给“为什么”一个确定的答案，最终也许超越我们所知的任何客观
的科学所能及。只要将这个答案拿到另一个“为什么”前面，任何解释都可
能被指责为“苍白无力的描述”。因此，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只要能寻求
并提供一种关于不同现象怎样互相联系、怎样活动的最好的、最合时宜的描
述，也就足够了。
更为现实的做法是，我们在从地理学角度阐释旅行时，可以引入一系列
的推力、引力的概念，并由此描述在人们通过某一景观时的旅行行为。要想
做到这一点，光靠一种阐释方法是不行的。每一种方法只反映出一定的事实
和关系，同时必然忽略其他事实和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在任何一项研究中，
应当结合使用几种不同方法。
将旅行者从客源地推向目的地的因素有许多种，用来确定这些因素的基
本方法却只有两种：即心理动机的确认和影响旅行的社会－经济特征的确认。
通过三个方法来确定心理动机：见解反射法最为简单，但比较常见，研究人
员运用这一方法，与旅行者交谈，分析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并思考对某一
特殊类型的旅行来说，足够的动机可能是什么。不用说，这样的方法存在很
多缺点，但它确实具有激发人们的见解，发现新的有待研究的问题等作用。
对见解反射法的一个改进是，向旅行者本人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旅行。然
后对原因进行列表、排序和分析。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１）对任何同一课题
的同一问题，任何人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从这一意义来说，其结果是“客
观的”；（２）研究人员可得到研究对象的想法方面的信息。但另一方面，旅行
者也许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讲出其深层情感问题和个人需要。为了得到
这方面材料，还需更先进的方法来解决。旅行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所谓
心理描述法。
心理描述法最初是为帮助广告商获得更理想的促销运动的效果发展而来
的，但由此而得到的材料，在解释某些要素对人类决策的影响方面，同样也
有其作用。该方法使用一系列表面上不偏不倚的陈述，请被试人回答，指出
他们对此类陈述的赞同水平。这些回答可能共同构成对旅行者个体、或某些
个体群的个性素描。所使用的陈述往往与潜在旅行者的活动、兴趣和见解有
关。这些精确的陈述，是以某特定研究课题为基础的，这些特殊陈述涉及到
在广告中应该避免的提法，不同类型的限制性条件的作用，人们喜欢参与的
活动，以及一个人对自己及其周围人的看法等方面。

两个描述推力作用的基本方法中，第二种方法即是社会－经济变量的分
析。可用相关分析法研究所测定的客观的个性特征，如年龄、性别和职业，
与旅行行为的客观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最近所做的有关推力变量的社会－
经济分析，主要是一些新变量，比如燃料价格或个人残疾情况的确定与测定。
最近取得较大进展的另一项研究，是复杂旅行行为的分析。许多旅行包
括各种目的和多个停留点，而早期的旅行模型却只针对单一目的、单一停留
点的旅行。现在已取得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对更为复杂的旅行进行建模分
析，当然，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引力则与某潜在目的地的吸引力有关。引力问题既可当作客观现象来研
究，也可当作主观现象来研究。资源描述的传统做法，以全面叙述为基础。
研究人员主要依靠定性方法，对一组资源或一群旅行者加以确定，然后描述
其分布，以及资源、路径和旅行者间的关系。
使用较多定量手段来研究引力的一个方法是，首先建立一个模型，预测
旅行的水平。比较预测值与观察值，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差
异。对这些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常可导致可能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发现。
或者，研究人员可以在特定游憩位址，对旅行者中的社会－经济变量进行
调查分析，并将这些差异同这些位址本身的差异进行相关分析。这里的前提
假设是，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可以造成对不同目的地的感应引力的差异。
确定与特定旅行者群体有关的位址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辅助性的材
料。旅行者心理描述法已使我们对旅行问题有了初步了解，而上述材料则加
深了我们的了解。
从更抽象的意义来说，研究人员可以用客观的测定方法，如位址总面积，
建立不同目的地的效用模型。这是对赫夫消费者行为模型的改进，这一方法
主要是用客观方法对某资源的效用进行测定。
但是，效用问题并不完全是客观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几个试图确定主观
效用的效用模型和旅行决策模型。其中两个最为常见的是费什拜因模型和多
维比照法。费氏模型以两个步骤来描述旅行目的地的选择，第一步，确定旅
行者所期望的位址特征，第二步，将每一实际位址的特征与上述理想状况进
行对比。多维比照法亦以一系列位址特征为基础，用为数不多的几个维度，
归纳大量的位址特征。这样，就可以用这几个新的维度，描述各个潜在目的
地，使我们能够对相似的或互相竞争的目的地，以及它们的相对引力，进行
聚类分析。
游憩地理学在旅行者对环境信息的解释方面，做过一定数量的工作。这
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旅行者为了给他们希望作出的行为寻找借口，可
能会曲解包含某种程度不确定性的实际信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所谓
的认知不调造成的。认知不调是指面对不应做某事的证据，人们仍希望做某
事。对旅行者将认知不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机制，还没有很好的结论，
需要做更多的探索。
推力与引力互相作用的结果，常常是产生某种类型的旅行行为。事实上，
旅行行为意味着旅行方式和旅行路径的选择。旅行方式选择是交通工程学中
广泛研究的问题，有些基本方法与游憩地理学也密切相关。其中基本方法是
确定旅行者群体所选择的交通方式，并将他们的交通方式选择与不同的个体
特征和其他与旅行有关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路径选择问题，常常用意境地图、行为空间和空间搜寻等一套概念进行

研究。其基本思想是，人们选择他们的旅行路径时，并不是根据客观的距离
和模式，而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关于距离、路径、旅行时间的信息，根据他
们所知道的各候选地点的质量和其他要素的信息。这种方法听起来像人皆知
之，但行为空间的确定、测定和分析，却并不那么容易。根据观察到的旅行
行为，推论人们对使用的和未使用的路径的态度和感应；根据群体调查，推
论某个旅行者的旅行特征；根据预测均一、理想景观的理论模式，推论真实
世界……所有这些，向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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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２４，５０－９

第五章 区位的预测研究
有人问，游憩地理学有什么用？回答这个问题，往往要涉及地理学家为
企业或公共服务中心选择最佳位址（ｓｉｔｅ）的能力。本书有两章的主题是阐
述位址选择问题的方法的。本章要讨论的是，私营游憩业的位址选择方法。
在第七章“区位的规范研究”中，将讨论公共设施的位址选择方法。在某种
程度上，私营与公共设施位址的选择，都包含预测与规范两个方面，但这两
个方面在公、私两类不同设施中，各有侧重，也就是说，对私营行业的位址
选择而言，预测模型显得更为重要；而对于公共服务业的位址选择而言，规
范模型显得更为重要。
私营行业的区位预测方法，来源于两种思想流派：（１）区位理论；（２）位
址选择方法。前者往往是抽象的，以简化复杂现实的假定为基础。人们提出
了完善的区位模型，这些模型对分析那些影响企业成功和中心地活力的因
素，十分有用。但这些抽象模型在实际的新企业最佳区位选址方面，却很少
有什么用。另一方面，位址选择方法则是一些以“常识（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和经验为基础的方法。建立这些方法，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但它们是否
行之有效，往往更取决于研究者的直觉，而不是它们的理论基础。
游憩地理学家面临一个挑战性问题，即从综合的角度，研究游憩位址选
择的区位理论与实际方法。但这方面的探讨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因此我们
言归正传，来探讨一下上述两种流派已取得的成就。

一、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随三次浪潮而来。与真实的波浪一样，其波峰十分明显，但一
波未落，一波又起，没有明显的交接点。第一股浪潮是以“运输成本”为核
心的区位研究。它发轫于冯·杜能对一个孤立的市场中心周围的农业土地利
用的研究（１８７５）。杜能的假设与问题，成为其后一个世纪的研究的共同特
征。杜能模型建立在运输成本与土地价格这一对概念的基础之上，并假定土
地价格是运输成本的反函数。换言之，一块土地的价格与该土地和市场中心
间的距离成反比例关系。在某一特定的土地上，种植何种作物最为合理？从
上述假设出发，杜能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杜能把景观特征、资源和经济要素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简化为一个均质平原，在这个均质平原上，资金与劳动
力流动自如，运输成本相同，肥力均等，只有一个中心市场。他推论，将出
现一系列作物生产的同心圆地带。根据耕作的集约化程度、该类作物的市场
价格、以及把作物送到市场的运输成本，各地带内种植的作物有其特定的价
格。例如，供应市场的蔬菜，单位重量的价格较高，种植的集约化程度也高，
就应该在邻近市场的地带种植；而薪柴体积大、单位重量价格相对较低，因
为薪柴生产者在地价较高、靠近中心区的土地上，竞争不过其他生产者，所
以只能在较远的地区进行生产。
从冯·杜能的简单农业模型，已引出若干其他行业的区位模型。在游憩
业中，约克诺（Ｙｏｋｅｎｏ，１９７４）和米奥塞克（Ｍｉｏｓｓｅｃ，１９７７）将杜能的模型，
用于城市周围旅游业发展的研究。Ｒ．Ｗ．维克曼（Ｖｉ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７５）则用它来
预测城市游憩业的区位。
Ａ．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０９）同样采用运输成本方法，扩大了问题的分析范围，
与杜能的出发点相反，他不是预测在指定区位生产什么，而是希望为指定的
行业预测最佳区位。他通过引入劳动力成本与资源分布的变化，放宽了完全
均质的平原的假定。他也认识到，某些行业趋于集中，而某些行业趋于分散。
比较近期的关于运输成本方法的论述，是由 Ｅ．Ｍ．胡佛（Ｈｏｏｖｅｒ，１９４８）
完成的。与对区位问题的讨论相比，胡佛曾精辟分析了行业的聚集力与扩散
力，后者的贡献更大。他在把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作为聚集力与扩散力的分
析中，比前人走得更远。胡佛还强调了公用事业、保险、劳动力补给、以及
用于区位决策的资金来源等的重要性。
区位理论的第二股浪潮，是所谓的“区位相互依赖”的区位研究。１９１１
年，韦伯批评与他一块工作的经济学家忽略了产业间商业活动的空间影响；
１９２９ 年，Ｈ．Ｈ．霍特林（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又一次提出了这种指责。到 １９３５ 年，Ｂ．
奥林（Ｏｈｌｉｎ）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把产业间贸易与区域间贸易的概念扩
展为区位问题。他采用了修正后的杜能孤立国模型，并用中心资源取代了中
心市场。然后，对资源周围将要产生的区位和不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作了预
测。
但是，对区位的相互依赖作出最重要、全完善的阐述的人，并不是奥林，
而是克里斯泰勒（１９３３）和 Ａ．廖什（Ｌöｓｃｈ，１９４４）。克里斯泰勒提出了城
镇间的等级区位与联系的原理，为廖什和以后的地理学家和区域学家对产业
的分析，提供了基础。这些原理包括：
１．存在一个最低的门槛人口，低于这个门槛人口将不能产生或提供某种
可供销售的商品或服务。

２．这一门槛值取决于要生产的商品类型。人们为得到某商品而旅行的意
愿，也随商品的类型而变化。这两种影响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不同规模的
市场区，该市场区是每种商品的函数。一般地，那些门槛较高的商品，比那
些门槛较低的商品，更能吸引较远距离的顾客。
３．以市场区的规模为基础，中心地（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地）形成不同的
等级。小城镇仅提供当地所需的商品；大城市既提供当地所需的商品，也提
供那些门槛值较大的商品。较高级别的中心地都可提供较低级别的中心地所
提供的商品。
４．企业的自由进入使竞争者增多，并使市场区的规模缩小。
５．均一的运输与资源分布，使竞争者彼此尽可能远地分开，并在竞争允
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扩大他们的市场区。
６．产业间的依赖性，以及考虑到须把商业点布置在使顾客的运输成本最
低的地方，造成了补充性或非竞争性行业的集中。
７．原理 ４、５、６ 中描述的各种力的相互作用，导致中心地周围形成六边
形腹地。中心地的等级产生了腹地的等级。
廖什在他的理论中，假设消费者不均匀地分散在腹地内，这一假设使中
心地理论更具普遍意义。他假定销售商有同样的生产成本，但运输成本不同，
他们可以借其区位的优势，对特定的消费者施以经济上的控制。廖什还提出
了经济区的概念，这些经济区形成于生产者周围，在运输成本（该成本会引
起区域边界的缩小）的影响下，经济区的规模平衡于足够的市场（该市场会
引起区域边界的扩大）需求。在一个具有均一运输成本与资源分布的均质平
原上，这些区域应呈六边形，并且填满整个空间。但在真实的景观中，这些
区域将很少会趋向六边形，其形状的变化，反映了道路网、资源赋存、劳动
力、以及市场等的变化。
赖利（Ｒｅｉｌｌｙ，１９３１）的零售引力律可以看成是一种区位相互依赖理论。
当然，该“定律”仅是一个模拟，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定律。赖利指出，“两
个市场中心对其间地（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ｌａｃｅ）的贸易引力，与市场中心的规模
成正比，而与两个市场中心到间地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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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ａ，ｂ ＝两个市场中心 ａ、ｂ 的贸易区面积。

Ｄａ，ｂ ＝ａ、ｂ 与某间地的距离。
Ｐａ，ｂ ＝ａ、ｂ 的人口数
以上述形式表达的零售引力律，在用来预测成功的区位方面，效果并不
太好。更有意义的是，两个中心之间的市场边界（面积）的确定，即 Ｔａ ／Ｔｂ ＝１．０
的点。此点位置可由下式确定：
D ab
D′
b =
1 + ( Pa / Pb )

(5.2)

式中D ′
b = 中心b至市场边缘的距离。
Ｄａｂ ＝ａ、ｂ 间的距离。

式（５．２）可用于确定城市腹地的边界，并估计这些城市的潜在市场规模。
如果各企业点在空间上相隔很近而有一些重叠的话，那么也可将该式用于确

定个别企业点的腹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测定出企业点的引力，并用它代
替两个城市的人口。人们常用零售建筑面积来表示其引力。Ｍ．Ｆ．古德柴尔德
（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和罗斯曾讨论过其他零售引力的测定方法（１９７１）。
区位理论的第三股浪潮，产生于所谓的“普适市场”的研究。其中有两
个 人 尤 为 突 出 ， 他 们 就 是 Ｗ． 艾 萨 德 （Ｉｓａｒｄ ，１９５６ ） 和 Ｍ．Ｌ． 格 林 赫 特
（Ｇｒｅｅｎｈｕｔ，１９５６）。虽然他们在同一时间从事同一方面的研究，但他们的
研究思路是迥然不同的。艾萨德综合了杜能、韦伯、廖什和克里斯泰勒等人
的工作，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模型。他把前人的模型看成是自己理论中的
某些特例，从而使自己的模型更具普适性。艾萨德的工作并未明显地离弃前
人的研究，相反，他把前人的工作结合并展宽了，使之适合土地利用与经济
活动的所有形式。
另一方面，格林赫特认识到，仅仅把几个优点结合起来，并不能克服前
人工作的某些缺陷。其中一个不足，就是假定某单个企业一经建立，就在其
有限市场区内，成为一个垄断商。格林赫特提出的模型认为，在有限市场区
内，可以有数量不多的几个企业相互竞争，从而形成少数制造商对空间的垄
断。以前的模型还假定，各生产者对其他竞争者和替代区位有很全面的了解。
格林赫特则引入了风险与不确定性（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作为位址选择的要素。
以前的区位理论只考虑金钱意义上的成本和利润。而格林赫特则认为，位址
选择不仅取决于金钱因素，而且还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按他的话说，如果我
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区位决策的过程的话，我们就不能只考虑金钱收入，还要
考虑到心理收入。
所有这些理论，确实能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影响区域发展与区位选择的因
素。但是，由于获得这些认识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简化与抽象实现的，因此，
这些理论不易用来解决实际游憩业的特定区位问题。它们的主要应用，在于
确定某些在任何位址选择问题中都应考虑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有：
１．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市场面积相对较大的企业，将比运输成本较高、
市场面积较小的企业，具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２．在运输成本、生产成本、地租与市场规模之间，可以互相替换。
３．运输成本包括将原料运到企业点的成本，以及将产品送到顾客手中的
成本。运输原料与产品的相对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点的位址：原
料运输成本高，会使企业接近原料产地；产品运输成本高，会使企业接近市
场。
４．某些类型的企业力求集中布局；某些企业则互无关联；某些企业则彼
此排斥。
５．不同的区位吸引不同类型的企业。区位的引力由资源，市场区位，运
输服务，资金，劳动力，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决策者个人的偏好等来
确定。
６．任何特定产业的企业，都会通过选择不同的区位，控制市场的不同空
间，从而达到分割可占据的市场的目的。
７．市场的规模、竞争者的数量与区位，将会限制潜在的发展规模。
所有这些因素，都需从各企业的不同情况加以评价。如果不根据特定的
情况，由上述因素可能会引出自相矛盾的结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与实
际作用，应该从具体产业的情况加以评估。目前，这是通过一系列所谓的位
址选择方法来实现的。

二、位址选择方法
位址选择即为位址预测。为任何一种游憩业选择位址，无论是茶室，还
是重要的棒球协会的场地，都是一种预测，预测该地点将是一个成功的位址。
要作出这一预测，研究人员不仅要依赖于抽象的区位理论，而且要依赖于其
他研究者、规划者和投资商的经验。通过可行性研究，可以做到这一点。可
行性研究中运用的基本思想，有许多已被整理发表。与游憩有关的一般原理，
可见 Ｊ．Ｅ．尼尔（Ｎｅａｌ）和 Ｊ．Ｋ．特罗克（Ｔｒｏｃｋｅ，１９７１）、Ｒ．科特斯（Ｋｏｔａｓ，
１９７５）和 Ｊ．Ｄ．米尔斯（Ｍｉｌｌｓ，１９７７）等人的文章。
可行性研究与效益－成本比率的计算在形式上类似。如果某位址的效益
（收益）比投入的成本高，那么该位址即为企业似乎合理的选择。投资商可
能仅对特定位址是否有利可图感兴趣，或者可能对在几个候选位址中选出获
利最多的位址感兴趣。
在规范的效益－成本分析与可行性研究之间，存在两个主要区别。一个位
址上的投资商仅对该位址可得的纯效益、而不是对投入与产出的金钱比率感
兴趣。投资商也仅对各类明细表中所开列的成本与效益感兴趣。在效益－成本
分析中，决策者试图尽可能多地确定成本与效益，包括间接的和无形的成本
与效益。但是从社会角度对问题加以全面考虑，却与投资商面临的决策问题
没有多少关系。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政府部门已开始要求对重要新资源的开
发进行影响评价。这一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一项决策对社会、自然环境和经
济所产生的可能影响。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只讨论游憩发展的经济影响，其
他更多的讨论，将放在第九章阐述。
全面的可行性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可选择的资金来源、经营策
略、促销活动、开发时序，以及建筑设计等，都必须考虑在内。这些已超出
本书范围，也是地理学家通常并不擅长的问题。另一方面，地理学家至少在
五个方面对可行性研究有所作为：１）投资商的销售策略；２）市场区的社会
特征；３）市场区的经济特征；４）市场区的交通设施；５）所选择位址的自然
适宜性。
１．销售策略
对某投资商选择什么样的位址，有三个策略在发生影响。人们总是企图
把握最佳的市场机会，这意味着必须寻找能产生最大纯效益的产品与区位。
虽然这个策略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与成功的可能性，但为比较所有区位与产
品的可能组合所必需的计算，却非常浩繁，以致不可能对此作出客观的、合
理的分析。
或者，某决策者已经作出了关于产品的决策，而仅需对区位进行选择。
这样，可能有的选择性减少了，决策过程也即简化。或者，某决策者已占有
一块地产，仅需确定一项销路好的产品。同样，因为要考虑的选择和组合减
少，决策过程也就简化了。不管选择何种策略，决策者都需对下述某些因素
加以考虑。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意义，当然取决于人们所采取的特殊
策略。
２．社会特征
游憩业的成功依赖于人。这些人必须有钱，并且愿意把其中部分钱花在
游憩上。然而，人口财力的测定，如平均收入，用来表示人口的社会特征，
是不够的。人口统计与 ＡＩＯｓ 等方面的内容也很重要。

（１）人口统计：对可行性研究来说，基本的人口统计因子是一个地区的人
口。总人口应按性别组、年龄组和婚姻状况进行分析。平均家庭规模往往也
是有用的。根据人口调查，通常便可获得这些资料。应通过对可能变化的预
测，对这些资料加以补充。
（２）ＡＩＯｓ：目前人们的游憩活动与兴趣，是可行性研究中社区情况的重要
组成部分。教育水平、职业、宗教，以及其他社会特征，在确定人们对某些
类型的产品或推销运动的偏好或反感程度时，也许非常有用。汽车、船舶和
机动车的注册情况，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体育设备，以及其他游憩产
品的拥有率，以及不同的游憩与社会俱乐部的成员情况，都可作为某些产品
的潜在市场的指标。
社区态度也影响到企业经营的成败。如果社区具有守旧情绪，热衷于历
史悠久的地方性企业，这么一来，那些投追求时髦者之好的全国连锁企业在
当地的门市，必将门庭冷落车马稀。换句话说，对一个居民移居率较高、对
地方性企业并不崇拜的社区来说，对有一所大学、或有若干雇佣年轻的、正
逐步进入社会上层的职员的大企业的社区来说，那些专门经营最新款式的游
憩用品、体育用品和时装的商店，必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了。
３．经济特征
前面已提到平均收入的重要性。另外有关收入的情况，譬如购买习惯、
区域经济、企业关系等，也有助于我们对可能位址周围的市场区经济环境的
基本情况的了解。
（１）收入：有两个成人工作的家庭数目在日益增加。许多青少年也为家庭
带来了辅助财源。潜在市场中，多收入家庭的出现频率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可作为潜在销售额的一种很有意义的指标。夫妇双方就业不仅改变了家庭的
收入，而且反映出对餐馆、提供日常服务的游憩设施、以及其他迎合双收入
家庭的趣味与需要的企业的需求，将高出平均水平以上。
平均收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如果社区中一部分人收入很高，而
另一部分人收入很低，那么平均收入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某平均收入可
能代表高收入与低收入的平均状况，或者反映较均一的收入水平。因此，有
必要对社区内财富的分配，用其他方法测定，如用收入水平的平均或频率的
标准偏差来测定。另外，任何大小的收入，都有可能被高额的债务所抵销。
因此，对个人债务和可支配收入情况加以分析，就比粗略的收入情况更有价
值。
（２）购买习惯：市场区内有多少人持信用卡购物？一般来说，一个位址周
围潜在的持卡顾客越多，新开张的企业获得成功的可能越大。持卡顾客一般
购物较频繁，且花费较多。冲动型的购物者人数也很有价值，尤其在与谨慎
型购物者人数相比较时。多种多样的企业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风格的顾客的
需要。
了解顾客购物的时间安排也是有用的。当地是否具有只在周末出去吃饭
的传统？或是人们每天都在餐馆就餐？当当地居民想游憩一下的时候，他们
是去当地日常设施聊以消遣，还是等到假日离开城镇寻求放松？该社区是不
是一个“单项产业”的城镇？在这样的城镇里，主要企业主都为他们的员工
提供公司所属的商店，对当地零售商店有很大的竞争力。这种情况我们可以
在军事基地或边远矿区里看到。
（３）区域经济：反映商业环境的经济情况，与关于当地居民的资料一样重

要。需要确定土地、劳动力、资金的可得性与成本等情况。是否能得到设立
新企业所需的空地与投机资本，各地会有实质性的差别。绝大多数游憩行业
都趋于劳动密集型，而当地劳动力补给水平与职业技能是个关键。如果当地
没有足够数量的就业人员，可以从外部输入一些吗？对当地是否有符合需要
的银行、保险、会计、服务业，也应加以调查研究。
（４）企业关系：某些游憩企业因彼此靠近而获益，而另外一些则因此而亏
损。两个网球俱乐部最好要互相分离，尽量减少空间竞争；另一方面，放在
一起的两个旅馆可能会增加彼此的引力，对过往车辆来说，它们共同构成一
个更为醒目的目的地。如果其中一家客满，还可彼此提供客源。它们可以联
合经营，以吸引更多的客人，而这一点仅靠一家旅馆单枪匹马地干是无法做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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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测游憩企业中哪一类是互补的，哪一类是竞争的，尚无完善的理论。
有限的预测也是根据观察与经验做出的。图 ５．１ 是 Ｒ．Ｌ．纳尔逊（Ｎｅｌｓｏｎ，
１９５８）在企业关系的研究中，对市中心购物区内，在零售点上不同类型的购
物行为进行观察的总结。根据购物者报告的，在同一次旅行中造访两类企业
的百分比，可区分出五种不同水平的兼容性（互补性）。
４．交通特征
（１）流量：在特定位址过境的人数，既反映了该位址的可达性，也反映了
它周围地区的人口数量。尽管如此，我们在解释交通统计数字的时候，还须
谨慎从事。一条复式车道、封闭式的、时速限制为 １００ 公里／小时的公路，每
天可以通行很高流量的车辆。但若只进不出，那么这么大的流量也就没有什
么意义。交通流量的日变化、周变化和月变化，也应加以测定。通勤线路也

许有相对较大的交通流量，但如果绝大部分流量出现在早、晚高峰时间，那
么光有总交通流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某条街道的日流量可能并不大，
但全天有较均匀的流量，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较好的位址。某些乡村公路只
有在周末与假日期间，才有较大的流量。这一模式对季节性游憩企业，如名
胜区中的百货店而言，还可维持营业，但对其他商店来说，可能意味着关门
大吉。
（２）公路设计：过去和现在的公路设计特点，对旅行者在公路沿线的企业
点停留的影响非常之大。复式车道、高时速限制、限定转向、立式隔栏，以
及单向交通等等，对于车辆进入游憩区内的停车场，起着严重的障碍。车辆
停放，包括沿街停放和街外停放，以及停车场处的拥挤程度，也会影响旅行
者成为顾客的机会。
（３）交通方式：研究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各种旅行方式的组合。一条繁忙的
交通线，却以卡车和商业交通为主，因此其中只有少量可能的游憩顾客。相
反，某街道交通流量虽然不大，但绝大部分流量为私人汽车、步行者、以及
购物者乘坐的公共汽车，那么它仍可能有大量的游憩顾客光顾。
（４）位址类型：一些研究者业已提出，可根据各位址与交通网的关系，将
潜在的位址加以分类。这些分类将有助于确定潜在的位址，并且有助于对企
业的性质、以及企业所吸引的顾客类型，作出更为明晰的分析。Ｈ．Ｇ．卡诺耶
（Ｃａｎｏｙｅｒ，１９４６）首先提出了一个已为研究者所接受的五种类型的分类方
案：
①中心购物区：城市商业中心；
②次中心区：边缘或郊区；购物中心；
③线形街道：沿主要交通干线的区位；
④街区：当地购物中心与集市；
⑤孤立位址：住宅区、工业区或商业区内的孤立店家。
卡诺耶的分类是建立在可观察的交通网的基础上的。另一种方法是从旅
行者与他们使用的位址间的主观关系出发，加以分类。例如，纳尔逊将各种
位址分成名牌吸引型（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和诱发冲动型（ｓｕｓｃｉｐｉｅｎｔ）两种（１９５８）。
名牌吸引型位址，是指那些把顾客直接从家中吸引出来，以达到商业经营目
的的位址。最好的名牌吸引型位址，是那些其周围潜在顾客数量最大的位址。
另一方面，诱发冲动型位址，是指那些能诱发人们的冲动购物行为的位址。
因此，它们通常位于主要街道上或者其他车流、人流密集的地区。这类诱发
冲动型的企业，包括设在机场内的一些快餐厅、花卉礼品商店，以及设在购
物大道上的嘉年华会①。
Ｂ．Ｊ．Ｌ．贝里（Ｂｅｒｒｙ，１９６７）从中心地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城市
内零售点的等级序列。经过修正，这些等级序列也可适用于非中心地，如专
为公路服务的商业点（加油站），以及某些特别地区（剧院区）。
５．自然特征
潜在位址的社会、经济与交通特征，对这些位址本身而言，是一些外在
因素。诚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光靠这些因素，还不能保证一个位址的成
①

嘉年华会，carnival 的音译，是指西方国家每年四旬节前举行的持续半周或一周的狂欢节。届时有彩车、

假面游行活动，参加的人非常多。在举行嘉年华会的地方，常常形成季节性的游憩区，吸引大批游客前往。
——译注

功，还必须考虑到自然条件的好坏。对于不同的特定企业、产品、以及打算
投放的市场来说，它们所需要的自然特征及实际属性也就不同。对绝大多数
游憩企业来说，有六个普遍重要的位址特征：１）面积；２）地形；３）土壤；
４）水；５）气候；６）动植物。
（１）面积：一个位址的面积必须足够大，以适应目前以及将来的企业水
平，另一方面也不能太大，应以企业的承受力为宜。该规模应保证企业的实
际楼面建筑空间，以及用于仓储、办公与设备存放的有效空间。规划时还要
考虑好顾客停车、排队、休息与周转等的用地。位址的面积还应从使用者密
度和自然面积角度来估计，因为使用者密度的期望水平是有很大不同的。如
果在很小的空间内，有大量顾客蜂涌而至，那么像高尔夫球场与跑马场这样
的设施就无法运转了。相反，某些场所如剧院、夜总会与影片首映式电影院
等处，则以人群的涌涨为特征。
位址规划人员还应对设施使用在时间上的分布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以
便能够就最佳发展水平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某些快餐厅在午餐时候，往
往有很多人排队，顾客须等候十五分钟以至更多的时间。当然，我们可以通
过增加售货人数和柜台面积，使顾客的等候时间减到一分钟以下，但这样做
成本很高，并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柜台空间闲置，无利可图。教堂并不是为
复活节而设计的，公路也不是为周末的高峰时间设计的，而对绝大多数游憩
企业来说，也不能仅按其营业的高峰时的负荷进行设计。
（２）地形：只要地面比较平整，能够满足建立设施的要求，许多游憩企业
对地形并无特别要求。实际上连这点要求也不苛刻，有时在不太陡的坡地上，
也可摆布设施。若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大型推土设备，来改造数百公顷范
围内的地形。但是，一些企业对地形确有特殊的要求，例如机场需要广阔的
完全平坦的地面，而滑雪胜地则需要至少几百米的地势高差才行。
（３）土壤：所有需大型建筑的游憩企业都需要排水良好、性能稳定的土
壤，此外，并不需要考虑土壤的类型和组成。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游客自
耕”农场，就要求土壤适合于作物的耕种。宿营地和其他户外游憩点，使用
化粪池或坑式厕所，需要土壤有适当的孔隙度和合适的地下水位。
（４）水：几乎所有的游憩活动都离不开水，而不同的企业类型对水的赋存
情况要求也不同。宿营地与度假别墅总是靠近适于游泳和划船的大片水域附
近；旅游点的宾馆常常位于海滨；矿泉疗养地位于温泉附近；狩猎场要求有
良好的野生动物生境，其中包括湿地；如果餐厅窗外，放眼望去便是风景如
画的流泉水车或訇然瀑帘，那么该饭店迎宾于千里之外，也便在情理之中；
滑雪胜地可能需要地下水以供造雪。投资商不仅要确定所需水的赋存方式，
而且还要确定其数量、质量和成本。
（５）气候：对旅游业和户外游憩业来说，气候变化与季节变化特别重要。
其中日照与全年温和的气温，对一个旅游区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资源。但天
气较凉或寒冷，并不总是个不利条件。例如，冬季运动场地就需要一定的低
温和足够的降雪。某些社区，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城，则利用寒冷、黑暗与降
雪，举行大型的隆冬狂欢活动。对旅游投资商来说，春天或秋天换季时，景
色别具一格，可为他们提供许多机会。春花秋实、候鸟迁飞、金秋烂漫与酿
酒时节，可为许多国家的交易会与旅游提供良机。
尽管气候具有暂时性，但对位址投资商来说，气候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估计可能的雨量与气温外，还需确定洪水、由高大建筑物、或局部地形

造成的阵风、常发浓雾、冬季吹雪、沙暴的可能性，以及遭受陆龙卷和飓风
袭击的可能性，还有焚风和密斯脱拉风①的发生情况。
（６）动植物：在所有的位址特征中，动植物的特征可能最容易改变。观赏
植物和遮荫植物，常种植在游憩区内，而无用的杂草则可刈除。若有必要，
可捉养许多动物，并迁移到别的区位。危险的昆虫可以杀灭。鸟类，特别是
欧椋鸟和鸽子，往往难以控制，但它们除了带来一些保养方面的麻烦外，对
该地区的开发，并不构成什么大的问题。
也可将某动物移入游憩区。当然，动物园和水族馆是主要的饲养展览的
场所。如果当地某些科属的生物已濒灭绝，而这将不利于某些游憩企业的发
展，比如影响乡村俱乐部、度假别墅、宿营地、狩猎钓鱼俱乐部、以及其他
乡村游憩企业的发展。这就有必要经过仔细选择，放养一些有助于游憩区发
展的动物。
６．分析方法
要分析有关以上特征的资料，可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其中比较普遍的
方法有：１）比照法（ｓｃａ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多元回归估计；３）赫夫纯利
润估计法；４）格伦顾客行为法。
（１）比照法：比照法是根据前述位址特征，对各位址进行比较和排序。比
照法不能预测整个企业的前景，也无法指示一个位址是否有获利的可能。如
果投资商对若干位址中，至少有一个可能成功较有把握，比照法就可以系统
地确定最合适的位址，排除那些不合适的位址。
比照法的第一步是确定关键性的位址特征，——凭这些特征的出现与
否，不用多考虑，就可立刻决定是否剔除一个位址。那些座落于冲积平原、
活动断层两侧、不稳定土层、以及已规划为公路延伸方向上的位址，都是不
合适的区位。
剔除不合适的区位后，第二步是确定其他相关的位址特征，并据其重要
性加以排序。给每一种特征设计一项权重，以反映其相对重要性。这一步完
成之后，对各位址的每种特征进行评价，并根据各该特征的相对质量高低加
以打分。用前述权重乘以每个得分，再算出每个位址的总得分，总分最高的
位址，即为最合适的位址。Ｊ．Ｃ．布里克（Ｂｒｉｃｋ，１９７８）和 Ｗ．阿普尔鲍姆
（Ａｐｐｌｅ－ｂａｕｍ，１９６８）在零售研究中，提供了运用该方法的例子。
（２）多元回归估计：多元回归是指用统计学方法，把几个独立变量（位址
特征）组合起来，对某个单独的相关变量（销售量）作出预测。这种方法并
不一定假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必须能够假定所观察到的统计关系，在
将来一定时段内是连续存在的。
到目前为止，用多元回归估计来预测游憩业的发展水平，主要集中于旅
行需求的分析。在第六章中将专门作一讨论。Ｐ．Ｅ．格林（Ｇｒｅｅｎ）和 Ｐ．Ｓ．塔
尔（Ｔｕｌｌ）曾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消费者对各种类型的零售服务的偏
好情况（１９７５）。有些赛马场采用前三名赢家分享全部赌金的办法分配赌金，
Ｓ．Ｌ．Ｊ．史密斯曾用多元回归方法，对这类跑马场的赌注与门票销售量的趋势
进行了估计（１９７８）。
（３）赫夫纯利润估计法：赫夫（１９６６）曾提出一个“程序化”方案，以确
①

密斯脱拉风（Mistral）原指地中海西北部，尤其是罗讷河三角洲一带冬季盛行的干冷北风或西北风。这

里泛指北半球冬季干冷的北风。——译注

定零售业的最佳区位。赫夫的方法有两个基本原理：在一系列选择方案中，
各可能位址的区位会影响潜在的销售量；各可能位址具有内在的影响运行成
本和销售量的规模限制。最佳的位址是纯利润最大的位址。从一组选择方案
中，找出一个最佳区位，必须经过六个步骤。
①估计特定区位的特定经营规模到最大规模时的销售状况。
②估计该区位从某特定规模到最大规模时的运行成本。
③在销售额中减去该区位各经营规模的成本，估计其纯利润。
④确定所讨论的区位内，不同规模间纯利润最大的经营规模。
⑤对每一区位重复第①～④步骤。
⑥确定可能区位中最大利润区位。
赫夫还建议，根据人口数与零售建筑面积，用一引力模型的变式，来估
计销售量。
（４）格伦顾客行为法：为确定市场潜力，Ｃ．格伦和 Ｎ．Ｊ．格伦（Ｇｒｕｅｎ）建
立了一个“行为”方法（１９６６）。只要有某行业的典型消费者的资料，就可
以从这一资料以及人口统计、估计出可能的销售量。为此，需完成四项一般
性工作，每项工作又包括几个特定的步骤。
①消费者基本情况怎样？
（ａ）在可能市场区内，调查人口情况，以区分消费者（上一年曾购物的
人）与非消费者。
（ｂ）根据年龄、性别、收入以及其他相关变量，确定标准消费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的特征。
（ｃ）计算下列比值：
符合上述特征并属于消费者的被试者人数
（i）
不管是否属于消费者而符合上述特征的被试者人数
不符合上述特征但属于消费者的被试者人数
（ii ）
不管是否属于消费者而不符合上述特征的被试者人数
②消费者的动机与偏好怎样？
（ａ）对假定的购物类型来说，标准消费者对某区位的哪种特色——车辆
停放、是否为步行街、是否有各种服务和其他商店等——更为偏好。
（ｂ）在标准消费者看来，所考虑的各区位怎样影响零售商的特性？零售
商是否受某特定区位的影响而决定其取舍？
③期望的消费者人数有多少？
（ａ）根据消费者在类似商店与市场区内的旅行型态，勾划出可能的市场
区。不能仅用单一距离指标勾划圆形腹地。
（ｂ）估计市场区内符合上述特征的人数，以及相应地区的总人口。用上
述（ｉ）、（ｉｉ）两式的比值，估计可能的消费者人数。
（ｃ）如果存在竞争性的零售商，可人为确定各零售商和假定位址周围的
彼此独占的市场区。对重叠的地区可一分为二，各部分的人口也转归邻近位
址。
（ｄ）根据上述动机与偏好，估计可能从一市场区旅行到另一市场区的消
费者人数。
（ｅ）求出各市场区内各位址上的来自市场区内的和其他较远市场区的期
望消费者人数的总和。
④由期望消费者人数产生的销售量为多少？

（ａ）根据销售记录，估计赊帐消费者的百分比及其年平均购买量。估计
市场区内赊帐消费者的总人数，并乘以其年平均购买量。
（ｂ）对支付现金的消费者亦以④（ａ）步骤计算。
（ｃ）累加④（ａ）与④（ｂ），求出总销售量。
⑤哪里为最佳位址？
（ａ）对每个位址，都分别进行④（ａ）到④（ｃ）的计算。
（ｂ）如果某一新位址与原有几个商店竞争，因为原有营业额有了转变，
需从其中一个商店的收益中减少部分数额。
（ｃ）估计各区位的期望成本，并计算各区位的纯利润，从中选出纯利润
最大的位址。
值得指出的是，格伦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方法要求事先就有市场
调查，销售记录，并对各可能市场区（或至少是类似市场）有先验认识。很
显然，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就不能采用该方法。该方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凭
空臆断出彼此独占的市场区，这显得很武断，言不符实。如前所述，实际上，
一些企业可因彼此靠近而获益。
尽管可将各等级的经营规模分别视为不同的区位，格伦的方法显然不能
适应经营规模的变化。更为严重的是，对研究者如何估计新设立企业所产生
的竞争影响，该方法语焉不详，未作解释。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自竞争
（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行业间的竞争却被大大忽视
了。对此，需作更多的研究。
最后，怎么确定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必须由研究者自己来决定。有关
开发成本、公用事业与商业服务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空间差异的测定，以及
不同区位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测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现在非常
迫切需求这方面实用的理论与方法。
（５）实例选介：大多数可行性研究，是根据用户需要，按合同作出的，其
方法与结果一般也不公开。对销售量、经营策略、以及其他私人资料加以保
密的需要，比公开这些资料，从而给学者和学生带来好处显得更为重要。尽
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关于位址选择分析和可行性研究的方法在一些书刊上发
表。这些常常是探讨整个产业发展的大课题中的一个部分；有时它们是对大
量资料的综述，并作为一般的指南来使用。在游憩地理学中运用的实例包括：
机场：Ｍ．Ｓ．班比格（Ｂａｍｂｉｇｅｒ）与 Ｈ．Ｌ．范德希本（Ｖａｎ－ｄｅｒｓｙｐｅｎ，１９６９）；
Ｋ．Ｒ．西利（Ｓｅａｌｙ，１９７６）。
饭店：Ｄ．Ｄ．威科夫（Ｗｙｃｋｏｆｆ）与 Ｗ．Ｅ．萨塞（Ｓａｓｓｅｒ，１９７８）。
旅馆、汽车旅馆、旅游胜地：Ｇ．Ｏ．波德（Ｐｏｄｄ）与 Ｊ．Ｄ．莱苏尔（Ｌｅｓｕｒｅ，
１９６４）；Ｊ．Ｎ．霍奇森（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９７３）； Ｗ．肖尔茨（Ｓｃｈｏｌｚ，１９７５）。
旅行社： Ｇ．Ｇ．布劳内尔（Ｂｒｏｗｎｅｌｌ，１９７５）。
宿营地：Ｄ．Ｒ．纳尔森（Ｎｕｌｓｅｎ）与 Ｒ．Ｈ．纳尔森（Ｎｕｌｓｅｎ，１９７１）；Ｒ．Ｔ．
柯尔根（Ｃｏｌｇａｎ，１９７２）；加拿大国家旅游局（ＣＧＯＴ，１９７８）。
运动场地：Ｃ．Ｌ．奥尔迪尼（Ａｌｄｉｎｉ，１９７７）。
运动中心：Ｐ．艾克罗伊德（Ａｃｋｒｏｙｄ，１９７０）；Ａ．Ｅ．吉米（Ｇｉｍｍｙ，１９７８）；
安大略文化与游憩局（ＯＭＣＲ，１９７９）。
冬季运动胜地：Ｗ．Ｊ．卢卡斯（Ｌｕｃａｓ，１９６９）。
度假别墅：Ｒ．Ｌ．拉加茨（Ｒａｇａｔｚ，１９６９）；伯比、唐纳利和韦斯（１９７２）。
加油站：布里克（ １９７８）； Ｒ．Ｊ．克劳斯（ Ｃｌａｕｓ） 与 Ｗ．Ｇ．哈 德 威 克

（Ｈａｒｄｗｉｃｋ，１９７２）。
城市河滨：冈恩、Ｊ．汉纳（Ｈａｎｎａ）、Ａ．帕伦金（Ｐａｒｅｎｚｉｎ）和 Ｆ．布鲁
姆伯格（Ｂｌｕｍｂｅｒｇ，１９７４）。
高尔夫球场：Ｗ·Ｌ·库克（Ｃｏｏｋ）和 Ｒ．霍兰（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７６）； Ｒ．Ｌ．
琼斯（Ｊｏｎｅｓ）和 Ｌ．兰多（Ｒａｎｄｏ，１９７２）。
船坞：Ｄ．Ｗ．艾迪（Ａｄｉｅ，１９７５）。

三、本章小结
对游憩行业的位址选择问题，需从各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已对其
中一些问题和挑战作了阐述，另外还需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１．在区位理论和位址选择中，行业门槛的概念是相似的，但用来计算维
持某一特定企业活动所需的最低人口的实际方法，却并不多，即使有也不尽
人意。由于游憩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兴趣和偏好，因此简单的人口估计
远远不够。我们可以从特殊类型的人口——例如青少年人数或年轻职员人数
——的角度，来定义门槛人口。
对某特定游憩业的潜在需求，也是其他企业存在的函数。一 个有 ２５００００
人口，但只有廖廖数座艺术画廊而没有一座专业剧院的城市，由于当地对文
化活动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很难维持一支交响乐团。另一方面，一座具
有同样规模、具有完备的艺术画廊、若干座业余和专业剧院的、或许还有一
支室内乐团的城市，就会有较多的市民对高层次文化活动感兴趣，也足可以
维持一支小型的交响乐团。实际上，这意味着，首次出现的某新型企业的“门
槛”要比其后出现的该类企业的“门槛”要大。首次出现的和其后出现的企
业所需的消费者人数也许是一样的，但作为产生这些消费者的基础的人口规
模，则是不一样的。为了更好地理解门槛后面所隐藏的机制，需要对不同变
量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影响加以研究。
２．可作为某企业客源的人口数，部分地决定于人们去购买所推销的商品
的旅行意愿。我们还需更多的资料，来说明不同类型商品的吸引力。不仅仅
是类型，而且质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商品的吸引力。专营本地生产的、真
正的手工艺品的礼品店，可能比经营价钱低廉、索然无味的古玩的商店，更
具吸引力。体育锦标赛比两个赛技平平的运动队举行的季度赛，能从更远的
地方吸引观众。毕加索画展比当地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展，能从更远的客源地
吸引参观者。
公司的声誉也会影响它们的吸引力，而它们吸引远方客人的魅力，进一
步扩大了公司的声誉。密歇根州（美国）有一家叫布朗纳的礼品店，专营圣
诞饰品，能吸引周围 ５００ 公里内的顾客。虽然圣诞节期间，布朗纳所售的许
多商品在顾客住所附近也能买到，但由于布朗纳礼品店的商品四季不断、琳
琅满目、加上密集的广告、别出心裁的门面装饰，使它在美国中西部名声大
噪。伦敦有一家叫哈罗德的百货商店，因其商品质量过硬，有专门的销售服
务，品种齐全，在全球范围内声誉很高，从而使自己拥有一批国际主顾。当
然有些顾客喜欢购买哈罗德的商品，是因为他们以能说“这是我在哈罗德买
的”而感到自豪。因而，对能使一个企业具有声誉、扩大竞争范围的因素，
需作系统的研究。
３．人们对某些不同的企业布局在一起，而另一些则彼此排斥的倾向，已
有很清楚的了解，但对为什么会这样还只是一知半解。针对容量、可达性、
市场规模及产品类型对集聚与扩散的影响，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将有助
于我们进行更有效的促销活动，找出更成功的商业区位。
４．与人一样，企业也随时间而变化。把时间作为可行性研究的要素之一
的方法，尚需改进。如在效益－成本分析中使用的现行价格公式，就属于这种
方法，但该方法要依赖于研究人员预测效益与成本变化的能力。这正是许多
效益－成本分析与可行性研究的失败之处。很难找到一种可靠的预测方法。在

市场营销理论中，有种叫产品寿命周期的说法，它描述了一个产品产生、为
人们接受、扩展、继之以衰落的过程。这一说法或许是游憩业预测的一个良
好开端。
游憩业是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形态及其与其他景观特征的关系，随
时间而渐变。大城市中某盛极一时的街区可能会衰败成为破落区，而昔日的
贫民窟也许有朝一日恢复生机，成为时髦的购物与饮食区。这些变化是否可
以预测？如果在大城市区的边缘建筑一座国际机场，那么能否预测土地利用
的变化？另外还可针对水库、由于新近修建了公路而可到达的海岸沿线、游
乐园周围地区的发展，建立预测模型。
５．要加强对行业总销售量的预测方法的研究。这项工作为各类企业所需
要，而对其中某些类型的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某些企业对时尚
特别敏感，深受顾客趣味变化的影响，如特殊的天然游憩设施、健康俱乐部、
夜总会、饭店、游乐园、电影制片厂和发行公司等。
６．与行业总销售量预测有关的问题，是市场的定义与分割。任何单一类
型的企业都可能有不同类型的顾客，而每种顾客又有自己特定的需求、购买
习惯和偏好。对游憩业研究来说，最好的一种做法就是对每种类型的商品和
服务，合理地确定特定的市场区。
７．最后，本章阐述的许多原理，系建立在许多人工作的基础上，而这些
工作最初并不是为游憩业而做的，而是对其他零售业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
确定游憩业与非游憩业之间的相似点，我们对区位因素对游憩业的影响的理
解，就可能进一步加深。例如，影响汽车旅馆区位的因素，可能与影响加油
站区位的因素相似。如果是这样，对汽车旅馆区位有兴趣的地理学家，就应
该首先阅读那些已经发表的、有关加油站区位的文献。同样，对旅馆的研究
可以模仿其他中心商业区的企业；而旅游胜地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参照某些
资源指向型的产业。如果其他产业面临着像某些游憩业一样的问题，我们就
可以从地理学的其他部门借鉴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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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ｈｅｎ，Ｓ．Ｂ．ａｎｄ Ａｐｐｌｅｂａｕｍ，Ｗ． （１９６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ｒｅ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ｓｔｏｒｅ ｒ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６，１－３５
Ｈａｎｄ，Ｈ．Ｈ． （１９７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ｒｅｔａ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７，２８－３５
Ｆｒａｎｃｋｏｗｉａｋ ， Ｅ．Ｎ． （ １９７８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Ｇｏｓｌｉｎｇ ， Ｄ．ａｎｄ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 Ｂ． （ １９７６ ）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Ｐ．（１９５８）‘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ｔｏｒ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４７－５５
Ｒｅｄｉｎｂａｕｇｈ，Ｌ．（１９７６）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

第六章 旅行的预测研究
当我们述及游憩规划的方方面面之后，仍有一件事实尚未触及：即游憩
意味着旅行。不管是穿街过巷，还是周游世界，人们都需通过旅行，以达到
大多数形式的游憩目的。甚至连那些看上去与旅行无关的活动，其背后也隐
藏着某种形式的旅行，例如坐在家里读书，即以到图书馆或书店的旅行为前
提；看电视意味着购买或租赁电视机的旅行，以及电视信号从发射台到接收
机的传播过程。
沃尔夫（１９６４）在其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里，曾用图示方法描绘了旅行
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在主要的游憩因素：人口、财力、城市化、流动性、娱
乐大众化、研究和规划之间，找出其相互关系。只有当他把流动性置于其说
明图的中心时，他才能够将无序的游憩因素、变量、关系、观点和活动等，
井井有条地排列出来（图 ６．１）。
但是，不应该把中心地位与重要性相混淆，游憩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
本书所讨论到的各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与人，与人的欢乐、富裕
程度和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流动性之所以处于中心地位，是因为货源的供给，与使用这些资源的人
所处的区位并不一致的缘故。在游憩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空间不
均衡。为消除这一不均衡，要么是人，要么是资源，必须作出移动。
关于预测人向游憩资源移动的研究，来源于两种学术思潮。一是建立和
使用预测模型，二是对模型分量的研究和评价。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应用”
研究和“纯理论”研究之间的区别一样，并不明显。实际上，往往很难指出，
在
什
么
地
方
经
验
估
计
模

型分量只作为应用模型的一部分，而不会变成纯理论、学术性内容。然而，
虽然它们的区别难以界定，理论上的差别确实是存在的。本章讨论的内容，
属于前一流派，即旅行预测的应用模型的使用。有时我们也离开主题，讨论
一下统计估计和经验定义这类稍偏技术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游憩地理学的实
际应用，要依赖一定的理论和统计知识。
本章讨论的预测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１）趋势分析；（２）引
力模型；（３）介入机会模型。第四类问题，即系统模型的建立，未包括在内。
这是因为，系统模型建模，包括了超出本书范围的计算问题；而且，游憩系
统模型对数据、人力和计算机内存空间等要求过高，所以平时很少使用。本
章讨论了三类模型之后，在结尾还针对建立模型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讨论
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趋势分析
运用趋势分析时，应假设研究人员收集的资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
规律性，也许是由某种控制机制造成的，也许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如果是前
者，就有把握假定，该规律有持续性；如果是后者，研究人员就没有把握。
但是，研究人员对规律性的起因，常常并不明白，所以，他常常假定存在某
种控制机制，但一定要避免作长期（十年或十年以上）预测。
趋势分析的形式非常简单，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便可进行。在纸上
点出若干年内每一年的旅行人数，就可以作出一条线，该线与数据中的长期
趋势颇为近似。该线上下的点呈散布状，可称之为“误差”，它可能是测量
误差，也可能是其他某种原因造成的误差，或者是二者的综合误差。如果误
差不太大，该方法就可用来作出某种情形下的合乎情理的预测。可以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２ 年间西德游客到牙买加的旅行模式（作者不详，１９７４ ｂ ）为例（图 ６．２）。
从 １９６１ 年的 １０００ 人左右，到 １９７２ 年的 ３０００ 人左右，其间有一缓慢的增长。
根据这些数据，作出一条直线，将其延长至 １９７３ 年，其预测结果也在 ３０００
名旅游者左右。这一结果与实际的旅行统计非常接近。
当然，这种方法具有局限性。所作的预测时间越长，预测结

果的可靠性越小。另外，这一特殊方法，常常以趋势为线性的假设为基础。
如果呈曲线关系，那么直线预测就会产生重大误差。下列对英国到加拿大的
旅游人数的预测（作者不详，１９７４ ａ）就是一个例子（图 ６．３）。如果研究
人员以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５ 年的数字为基础，他就可能假设一种直线关系，用线
性预测方法，得到 １９７３ 年的旅行人数为 ９５０００ 人。如果研究人员根据最近的
数据，如 １９６９ 到 １９７１ 年间的数据，预测到的旅行人数将是 ２０００００ 人。这两
个预测值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与实际数字 ３４００００ 人之间，也存在着
同样大的差别。
但趋势分析的假设对该问题依然有效，这里同样存在一个旅
行模式，只不过是非线性的罢了。图 ６．４ 显示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英国到叙利亚的客流），旅行模式显得毫无规律（作者不详，１９７４
ａ）。假如说存在某种规律的话，这种规律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方法来揭示。
趋势外推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用什么方法加

以改进呢？研究人员可以保留外推法的思路，用更多的变量对之进行修正或
扩展。最初的扩展，是考虑到旅行距离的影响。正如第四章所述，距离因素
是解释旅行行为时，非常有用的独立变量。为了把解释变成预测，研究人员
可以根据过去的旅行，建立一个与距离有关的阐释模型，然后，将其应用于
预测特定设施的未来旅行。
Ｅ．Ｌ．乌尔曼（Ｕｌｌｍａｎ）和 Ｄ．Ｊ．沃尔克（Ｖｏｌｋ）曾应用这种方法，来预测
到密苏里州（美国）某些水库区的旅行（１９６２）。在图上绘出各县到某水库
的人均抵达次数的对数，随着距水库距离的变化，显示出很强的线性关系。
这一模式由一条根据上述数据作出的，作者称之为“回归线”的直线，以及
两条反映收入与介入机会等变量影响的平行线所构成。
通过计算各县到指定位址的距离，并指出与该距离有关的期望人均抵达
数，即可预测出某个指定水库的未来抵达人数。只要有了人均比率，就可以
将 它 与 某 县 的 人 口 相 乘 ， 得 到 该 县 总 的 游

客人数。将各县的游客数相加，即可求出该水库的期望年均抵达数。
如乌尔曼和沃尔克所说，只要在某指定位址周围构建一系列的同心圆地
带，即可将上述方法加以简化。因为人均比率是随着距离呈对数递减，因此，
只要参照图 ６．５ 中的回归线，就可估计得到各旅行地带内一系列平均旅行比
率。如果有各地带内人口的数字，研究人员就可象前述一样，作出预测。表
６．１ 是乌尔曼和沃尔克为这类问题给出的某些假想计算的摘要。
他们的方法存在几个不足之处。最明显的一点是，实际上他们只使用了
距离这一种解释变量；用以纠正收入和作为干扰机会的水库间竞争的影响的
平行线，也过于简单，不足以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不过，该方法毕竟是最
早出现的旅行预测模型之一。

把距离定义为直线也成问题。在美国中西部，这种估计也许尚能行得通，
但在很多其他地方，这种做法会导致很大误差。
表 ６．１ 乌尔曼－沃尔克法一例：距圣·路易斯 ５０ 英里的
某假想水库的预测抵达人数

假想水库周围
的距离地带

带内人口（万）

人均
级别

年均访问次数
（次）

全年合计人－天数
（万人－天）

０ — １０
１０ — ２０
２０ — ４０
４０ — ６０
６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２００ — ３００
３００ — ５００
５００ 以上

２
４
９
２００
３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美国其余人口

中
中
高
高
低
中
中
中
估计值

１５＋
１０＋
１０＋
４
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估计值

３０
４０
９０
８００
１２
６
５
３
５

总计

９９１

据乌尔曼和沃尔克
用乌尔曼和沃尔克方法得到的预测结果是“静态”的，它表明的，实际
上是指旅游位址最初使用的情况。当某些水库逐渐为人们所知时，到那里去
的游客会急剧上升。有些水库在开放初期，因为游客皆欲先睹为快，会出现
人流汹涌而来的情况，然后，随着新奇感的消失，使用曲线出现衰落。
乌尔曼和沃尔克指出了一种线性关系，但他们没有对该种关系进行统计
表达，他们的“回归线”不过是目测勾绘出来的。他们对这种勾绘出来的曲
线的可信程度，并未作出测定，也没有对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曲线，提出任
何看法。
美国陆军工程部队（１９７４）认为，该方法存在着某些不足，但也具有一
定的实用意义，在其水库规划项目中，他们采用了这一方法。他们收集了一
大批水库周围各县的人均使用率的资料，作出回归图。不过，他们针对每个
水库，分别作出其距离衰减曲线。运用幂函数形式，根据统计学方法勾绘曲
线，以便进行曲线拟合。距离采用道路里程表示。对每个水库的资源赋存情
况加以调查评价，以使规划人员对设施差异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将上
述资料制成《规划便览》，提供给规划人员。图 ６．６ 和表 ６．２ 给出了某水库
资料的规格范例。有了这类资料，根据下列步骤，规划人员就能对最初的使
用状况作出预测：
１．评价指定项目的特征。
２．将指定项目与现有水库加以比较，选出类似项目。
３．估计类似项目的一日游市场区大小。
４．估计指定项目的一日游市场区大小。

５．选定类似项目的人均使用曲线。
６．根据类似项目与指定项目之间的不同点，对上述使用曲线加以修改。
７．确定项目投入使用年份中，一日游市场区内各县的人口，通过测定各
县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到某水库的道路距离，求得各县的人均使用率。
８．用人均使用率乘以该县人口数，得到各县全年一日游人数。
９．将各县游客数相加，得到该项目最初使用时的游客数。
１０．确定前述得到的总体使用人数的百分比。若该百分比为 １００％，则可
一如既往；若少于 １００％，可适当增加宿营地使用
表 ６．２ 美国陆军工程部队预测水库使用时所用的资料格式

水库名称： Ｔｅｎｋｉｌｌｅｒ 水库
该项目位于伊里诺斯河上，距俄克拉荷马州的戈尔东北 ５ 英里（ ８ 公里），同州马斯科
１．

吉东南 ２２ 英里（ ３５．４ 公里），阿肯色州史密斯堡西北 ４０ 英里（ ６４．４ 公里）。库区地

水

形为丘陵至半高山，以长满树木的溪谷为特，许多地方有陡峭悬崖。除了少数高地为牧

库

场外，大部分地区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森林的树木虽不具商业价值，却使水库周围的

概

自然景色增色不少。除了 １２５００ 英亩（ ５０５０ 公顷）水面外，政府还拥有湖畔 １８２７８ 英

况

亩（ ７３８４ 公顷）土地，两者相加，可用于游憩活动的土地共达 ３０７７８ 英亩（ １２４３４ 公
顷）。
进入该区的通道，主要有国立 ６２ 号、 ６４ 号公路，俄克拉荷马州立 ８２ 号、 １００ 号和 １０Ａ

２．

号公路。沿主要公路还有许多县级公路，分支通向库区各个角落。库区气候，冬季温和，

水

夏季较长。从钓鱼者的眼光看，该水库是本州内最受欢迎、最重要的渔场之一。滨岸地

库

区除了许多村舍和住屋外，还有五处半公营的宿营点，五个私营俱乐部和三处度假别墅。

资

规划区内还有六处可供游客租用的旅游接待设施。半径为 １００ 英里（ １６１ 公里）的范围

源

内，估计总人口在 １２５ 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城市人口。

３．
名

竞

称

距离带

规模

（英里）

（英亩）

每年抵达人数

公营

私营

１０２０００

是

是

２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６７）

０－２５

１９０００

是

是

２１１１７００（１９６７）

格林兰州立公园

０－２５

９３０

是

是

／

马克姆·费里水库

２５－５０

／

是

是

／

威斯特水库

２５－５０

４０００

是

是

５６５７００（１９６７）

名

滕基勒

区域

争

向

性

型

尤福拉水库

２５－５０

水

游

吉布森堡水库

资

憩

源

区

指

游憩设施

４．

称

其
他

区

相

位

关

州

俄克拉荷马

县

塞克雅、切罗基

河流
进入公路

资

项目目的

防洪、发电

料

启用年份

１９５２

伊里诺斯河
ＵＳ６２ 和 ６４ ；州 １００ ， ８２ 和 １０Ａ

塔尔萨

水库名称： Ｔｅｎｋｉｌｌｅｒ 水库

４．
他
相

蓄

最大库容（英亩－英尺①）

１２３００００

水

最大水面积（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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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美国陆军工程部队 ＩＷＲ 研究报告 ７４－Ｒ１ 率，以达到 １００％
的使用率。
陆军工程部队的方法，是对乌尔曼－沃尔克方法的系统改进，但仍有一些
步骤不如人们要求的那样客观，如类似项目的选定，以及根据项目间的差异
对现有使用曲线的改正等。各区域在需求方面的差异，以及其他一些变量，
也需要规划人员作出明智的判断。
沃尔克（１９６５）在其后来的研究中，考虑到上述变量的影响，从一些已
发表的文献当中，归纳出几种可能对旅行有一定作用的变量，扩展了其早期
的分析。这些变量包括：中等家庭的收入、城市人口百分比、人均拥有汽车
率等。按州收集上述资料，然后比较各州到国家公园的旅行情况。
沃尔克为各公园求得的回归方程，可解释 ７５％以上的总体方差，某些方
程甚至高达 ９５％。在所有情况下，距离变量可解释 ６０％以上，而另外三个新
增加的变量仅在 ３％到 ２０％左右。
上述结果表明，规划人员不知道其他情况，只知道某指定国家公园到各
主要人口中心的距离，就可以作出相当有效的预测。实际上，事实也是这样。
不过，这样的结果只局限于高度集中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只对为数不多
的客源地、非常普通的旅行目的，预测才有效。随着客源地数量的增加，或
者预测对象变成更为特殊的游客群、游憩活动或旅行目的，预测的精确性就
会降低。如果沃尔克只收集那些已造访过国家公园的游客的资料，以此来了
解游客个体的行为特征，那么他的预测结果或许就要差得多。研究人员常常
要在实用价值不大、针对较普遍的问题、更为精确的模型，和实用价值较大、

只针对某一特殊问题、精确性稍低的模型之间，作出两难的选择。Ｃ．Ｗ．扬
（Ｙｏｕｎｇ）和 Ｒ．Ｊ．史密斯（ｓｍｉｔｈ）在其俄亥俄（美国）全州户外游憩规划的
预测研究中，对这种左右为难的僵局作了更为详尽的探讨（１９７９）。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选择，研究者们采取了两种策略：１）在多元回归模
型中使用更多复杂的变量；２）建立新的模型。
理论上讲，可以用到的变量不下数百种，要在这么多变量中选出最佳的
变量，首先应对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了解。例如，研究人员可以进行如下推理：
社会学家早已指出，游憩活动随年龄而变化，那么，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
他对年轻人使用的设施和户外活动的兴趣就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许多年
纪较大的人，对社区内的各种设施情况要比年轻人更熟悉，当然就比年轻人
更容易在不同类型的设施间，作出更多的旅行选择。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单身汉（女郎）和无子女夫妇，
就会比为家小所累的人更为自由，选择的活动更多，外出旅行也更勤。较高
的收入也使某些人作较多的旅行。在国外出生的人，尤其是新近迁移进来的
移民，比起本国居民来，常常收入较低，也就不大可能经常旅行了。
实际上，这也是 Ｏ．邓特（Ｄｅｎｔ，１９７４）在对堪培拉（澳大利亚）居民的
一日游游憩活动的研究中，悉心思索过的问题。邓特收集了过去旅行的资料，
以及那些可能对旅行行为有影响的个人特征方面的资料。这些变量包括：出
生地所在国、子女数、最大孩子的年龄、被试人在家里的地位、居住类型、
经常使用的车辆数、年龄、以及户主的职业等。另外，还收集了对不同设施
的偏好情况。
邓特试图对每个人都能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１）至少作一次旅行的决策
的影响因素是什么？２）影响一年内旅行次数的因素是什么？３）影响一年内
访问过的地方数量的因素是什么？当大多数研究者研究集中性问题的时候，
邓特却对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的解释深感兴趣。
邓特将每个独立变量与另外三个相关变量——１）是否旅行过；２）已旅
行次数；３）到过的地方数——进行交互列表分析，从中选出最重要的变量。
然后，用这些重要变量，建立三个多元回归模型。作为预测模型，这些回归
模型并不理想，只有年龄与职业有一定的影响，但其能解释的方差非常小（还
不足 １０％），因此这些模型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这类
非集中性问题进行研究时，得到的结果同样也很令人失望。
地理学家为何不能成功地解释个体行为，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变量
的选择在理论上也许是正确的，但所研究的人口（例如堪培拉市的居民）却
往往是同质的，各独立变量的值变化范围太小，不足以从统计学角度解释旅
行形式的变化。
第二个原因更有说服力。人类的移动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短距离、短期
限的旅行，比如游憩性一日游，就受供给、时间和距离的限制，但相对而言，
受其他条件的限制还不多。长途长时限的旅行，对距离和时间倒不怎么敏感，
但要受其他因素的局限。例如，要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居住地，就要受到教育
程度、收入、职业、家庭联系、以及对目的地的熟悉程度等的影响。摆在游
憩地理学家面前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他们所要研究的旅行的限制性变量。
由趋势分析得到的模型有时也称为独特模型。独特模型系为专门的问题
所设计，没有更多的用途，通常也缺乏理论基础。多元回归模型是常见的一
种独特模型。与此不同的是，引力模型则代表着一类可用于不同情况的预测

模型。趋势分析模型建立在举手可得的变量的基础上，而引力模型则不然，
它是建立在对重要变量和可能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的。因此，引力模型
不仅因为具有基本结构而显得更为“规范”，而且因为可用各种方式对该结
构重新定义而显得更为“灵活”。

二、引力模型
在第二章我们就已讨论过引力模型，它以牛顿经典力学的万有引力公式
为基础：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的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
离的平方成反比。
尽管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学术研究中（Ｇ．Ａ．Ｐ．卡罗瑟斯 Ｃａｒｒｏｔｈｅｒｓ，
１９５６，对这一概念的发展，作过很好的综述），就已出现对引力模型公式模
糊的应用，但真正的引力模型公式的出现，还得从 Ｊ．Ｑ．斯图尔特（ｓｔｅｗａｒｔ，
１９４８）和 Ｇ．Ｋ．齐夫（Ｚｉｐｆ，１９４６）算起，他们两人独立同时提出了这一公式。
齐夫致力于对两个城市之间，空间相互作用（运算上用铁路运输量、电话通
话量，以及相似的社会或经济交流形式的数量来定义）水平的研究。他提出
的特别有用的公式是（Ｐ１ Ｐ２ ）／Ｄ，即两个城市人口的积，除以其间的距离。
他研究了研究区内所有“城市对”的该比率，在双对数纸上画出两个城市间
的相互作用水平随着距离的变化，发现了一种线性关系。
斯图尔特尝试模仿物理学的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物
理学家建立的模型，都是针对大量粒子（如电子），而不是针对个别粒子的。
因此，斯图尔特分析道，地理学家建立的行为模型，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
他们企图预测个体，而不是群体的行为。他争辩说，如果物理学家试图解释
个体粒子的行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发现任何一条物理定律。
模拟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可以建立阐释“人口场力”——两个地区间
的潜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公式。在建立游憩模型时，只要用客源地的人口
代替牛顿公式中的一个质量，用目的地的吸引力代替式中的另一个质量，就
可以得到类似的引力公式。
客源地的人口，既可以定义为某城市的人口，也可以定义为某县或某区
域的人口。另外，还可用过去若干年内，作过某种类型的旅行的人数来表示，
或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可能外出旅行的人数来表示。同时，它还可以是若
干变量的组合。Ｆ．Ｊ．塞扎里奥（Ｃｅｓａｒｉｏ，１９７６）在其引力模型的论文中，把
客源地分量定义为“出游能力”（ｅｍｉ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所谓出游能力，是指由
若干与旅行嗜好有关的社会－经济变量定义的性质。
目的地分量可以由某公园的美学价值、音乐厅座位、停车场地大小，或
者由某旅游胜地的知名度、以及若干变量的组合因子来决定。
距离的表示方法，像上述两种分量一样也很多。例如直线距离、道路距
离、旅行时间、换机次数、稀缺燃料的价格、穿越繁闹街道的条数等等。
各分量确定之后，还必须确定其权重。如果分量的权重不是 １．０，那么
应该是多少？是否需用几种权重？例如，可按收入情况将人口分量分为几
类，按其对某一特定游憩形式的不同需求，给每类人口确定不同的权重。也
有可能采用指数而不是权重形式，同样地，研究人员需要确定，什么是最佳
的指数，怎样估计该指数。例如，Ｈ．Ｋ．切恩（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７２）曾用三个指数，
估计距离对到萨斯喀彻温公园（加拿大）旅行的影响。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众说不一，并无定论。本章末尾所列的补充读物中，
包括几篇权重的实际意义和怎样估计最佳权重或指数的文章。到底采用何种
权重或指数，要根据工作中使用的理论基础、研究人员的统计学修养和资料、
数据的可得性等情况来决定。
引力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基本形式保持不变。只要对参数和分

量的定义作出适当的改变，就可将引力模型应用于不同的问题。研究人员可
以从基本模型着手，估计其参数：
PiAj
Tij = G b
( 61
.)
D ij
式中 Ｔｉｊ＝某时段内客源地 ｉ 与目的地 ｊ 之间的旅行人数
Ｐｉ ＝ｉ 处的人口的某种表达
Ａｊ ＝ｊ 处的吸引力的某种表达
Ｄｉｊ ＝ｉ 与 ｊ 之间距离的某种表达
Ｇ，ｂ＝经验估计的参数
为计算 Ｇ 与 ｂ 的值，可以假定这样的情况，即 ｉ 与 ｊ 之间的旅行不费时，
不费力：距离的影响为零。因此，从 ｉ 到 ｊ 的旅行人数与 ｊ 的吸引力成正比。
所有 ｊ 的综合吸引力为 Ａ，例如，它可以是各体育场座位相加，得到的座位
总数。假定从 ｉ 到 ｊ 的相对旅行人数与 Ａｊ ／Ａ 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某区域内
所有体育场的总座位数为 ５００００，其中 ｊ 体育场占 ５０００，那么，从 ｉ 到所有
体育场的旅行人数中，将有 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或 １０％的人到 ｊ 体育场去。
如果总的旅行人数为 Ｐ，总的旅行次数为 Ｔ，那么，每个旅行者的平均旅
行次数为 Ｔ／Ｐ，以 ｋ 表示。因此，某旅行者从 ｉ 到 ｊ 的旅行次数即为 ｋ（Ａｊ ／Ａ）。
例如，每位旅行者的平均旅行次数为 １５ 次，那么该旅行者每年从 ｉ 出发的旅
行中，就有 １０％，或 １．５ 次的旅行，是到 ｊ 处去的。
求得某位旅行者从特定客源地到特定目的地的旅行次数后，就可用 Ｐｉ 与
ｋ（Ａｊ ／Ａ）的积，表示所有从 ｉ 到 ｊ 的旅行者的旅行次数 Ｖｉｊ ：
Pi A j
Vij = k
( 6.2)
A
现在，取消距离对旅行没有影响的假定。如果从 ｉ 到 ｊ 的实际旅行次数
为 Ｔｉｊ ，则实际数与期望数之间的比值为 Ｔｉｊ ／Ｖｉｊ 。如果距离确实没有影响，
该比率保持不变；但如果距离是有影响的，则该比率变化于一定的数字之间。
齐夫、乌尔曼、沃尔克，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所做的工作都说明，距
离的对数可能与旅行次数的对数成正比。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则可假设下式
存在：
Tij
log
= log a − b log D ij
( 6.3)
Vij
从式（６．３）消除对数得：
Tij
Vij

=

a
D bij

( 6.4)

将式（６．２）代入式（６．４），且令 Ｇ＝ａｋ／Ａ：
Pi A j
Tij = G b
( 65
.)
D ij
该式与原式相同。
应注明推导引力模型时对所用数据的要求。引力模型常以一段不明确的
时段，即收集资料时的时段，通常为一年或某个季度为标准，作为建模的基
础，随着时段的变化，预测的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模型是根据历史资料

推导出来的，那就必须有过去旅行的记录，该记录必须包括人口、吸引力及
各“客源地－目的地对”间的旅行次数和旅行距离的情况。需要计算的客源地
和目的地的数目，是二者数目的乘积。也就是说，某地区若有 ５０ 个目的地，
８０ 个客源地，那么，需要分别进行的计算高达 ５０×８０＝４０００ 个。将这些数字
适当累加，即可得到从所有客源地到各目的地的旅行的总次数。
对到密歇根州（美国）各公园宿营的旅行流的分析，后来成为引力模型
分析的典范。范多伦运用方程（６．１），预测了从该州 ７７ 个县到 ５５ 个州立公
园中各公园宿营的旅行人数。他用各县的宿营者人数定义人口分量，而距离
分量则用旅行时间（用一小时为“起算”时间，以修正过高预测短途旅行的
情况）表示。用式（６．１）到（６．４）所述的步骤，求得参数。公园吸引力分
量，是运用加权方法，综合植被、气候、地形等自然特征，划船设施和海滩
设施等人文特征，以及描述公园是否位于大湖区内的区位变量等各要素，最
后加总求得的。该模型的标准误差在 ３２％左右，与某公园从某一年到下一年
的抵达人数的明显“随机”波动相比较，有一定的可比性，因而可用该模型
预测宿营旅行人数。
有人曾用该模型的修正式预测多塞特郡（英国）游憩交通量的增长。Ｊ．Ｊ．
怀特黑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６５）对各种目的的旅行都感兴趣，并希望预测出二
十年（他认为二十年是比较可信的人口增长的最长时期）内，而不是短短的
一两年内的旅行增长。他将这一增长同未来的交通容量进行了对比，看看道
路建设工程能否与未来的需求保持均衡。
在怀特黑德进行他的研究时，政府已经宣布未来国内交通量的年增长率
在 ５％左右，这一计划已被广泛接受。不过，这一增长率是针对各类旅行、
各类车辆和所有地区而言的。这时，怀特黑德面临着我们以前提到过的两难
局面——要么接受虽然精确但却缺乏针对性的预测，要么建立精确性可能稍
小，但却更能反映当地条件、更为有效的预测模型。他认为，局部地区的情
况与全国平均水平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选择了后者。
怀特黑德的工作，采纳了另一位地理学家 Ｊ．Ｃ．坦纳（Ｔａｎｎ－ｅｒ）关于模
型建立的建议。坦纳（１９５７）认为，如果用幂函数代替距离分量中的简单指
数，得到的预测值就会更为精确。这样一来，就可以考虑到距离对旅行偏好
的各种影响。这一修正得到如下模型：
 Pi Pj e − λ Dij 
T = G∑ 

( 6.6)
b
 Dij

式中 Ｐｉ ，Ｐｊ ＝两个城市 ｉ 和 ｊ 的人口。
ｅ＝自然对数的底。
λ＝某个参数。
其他符号意义如前。
怀特黑德还作了另外三处修正。像范多伦一样，他也用旅行时间表示距
离。第二处修正，反映了该模型内部潜在弱点。每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一倍后，
对旅行的预测就会变为原来的 ４ 倍。为了改正这种可能过大的预测，他提出
下列公式：
 ( PiP j′ + Pi Pi′ )e − λD ij 

T = G∑ 
( 6.7 )
D bij



式中Pi′ ，Pj′ = 未来某时间点上的估计人口。
最后，为了尽量减小对非常短促的旅行的过大预测，怀特黑德在距离分量中
加进一个指数，其大小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 PiP j′ + Pj Pi′ ) e − λDij 

T = G∑ 
(6.8)
Dij (1+1/D ij )


在使用该模型预测交通量的增长时，怀特黑德首先将“本地交通量”（由
当地居民产生）和“假日交通量”（由旅游者产生）分开。假日交通量是季
节性的，一般比本地交通量增长更快，并引起当地交通拥挤。为预测而收集
的资料，包括距多塞特 ８０ 公里以内，从作为客源地分量的各城镇开出的汽车
数。为何采用 ８０ 公里作为半径，是因为其他研究说明，在此范围内包括了
９０％左右的娱乐旅行客源地。估计出各参数大小，并得到反映经过当地城镇
的交通量占总量的百分数的流量转移率后，即可进行预测。对未来交通水平
的预测表明，大大超过规划的道路容量，这意味着，交通拥挤问题还会加剧。
怀特黑德和范多伦都发现，他们的模型对短途旅行的预测偏高，必须对
此加以调整。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这一现象，有的人还发现，引力模型对
长途旅行的预测却又偏低。人们的实际旅行行为，与理论上的行为相比，往
往呈现某种“惯性”因素的作用。某些个体的“启动”惯性非常大，他们根
本不作任何旅行，而另外一些个体，乐于旅行而不疲，一旦旅行，便一直游
而忘返。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可以避免重蹈怀特黑德和范多伦的覆辙，任
意地对其模型作出修改。鉴于此，沃尔夫（１９７２）对引力模型作了系统订正，
提出了一个惯性模型，在该模型中，对距离的反应是距离的函数：
 log D ij/ m 
Pi A j
Tij = G b D ij  n 
( 6.9)
D ij
式中 ｍ 和 ｎ 为经验估计参数，其他符号意义如前。
尽管该模型没有理论基础，但与原来的引力模型相比，它对观察到的旅
行模式的模拟更好。
上述所讨论的各例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模型的预测结果都是明确可得
的。只要有一定的人口和过去某时期内的旅行频度和距离情况，就能从数学
上确定未来的旅行水平。但是，旅行现象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
一种好象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估计某旅行者将会作某类旅行的可能性或
概率的大小。用某特定类型旅行的概率，乘以实际旅行总数，就可得到对未
来旅行次数的预测。温纳格伦和尼尔森（１９６８）在其对游憩性划船者的研究
中，就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将从某指定客源地到某指定目的地的旅行的概
率，定义为该目的地的“效用”与所有目的地效用之间的比率。而将“效用”
定义为某水库的规模与客源地至该水库间的距离之间的比率。因此，该概率
模型具有下列形式：
S aj / Dijb
Pij = n
( 610
. )
a
b
∑ (S k / D ik )
k =1

式中 Ｐｉｊ ＝客源地 ｉ 的某划船者选择水库 ｊ 的概率（０＜Ｐｋ ＜１）。
Ｓｊ ＝水库 ｊ 的水面面积。
ｎ＝水库总数。

ａ，ｂ＝经验估计参数。
通过计算，得到 ８ 个不同城市内的划船者，到 ２２ 个不同水库中的每一个
去旅行的概率。与以往的模型使用历史资料不同的是，这些概率的计算，以
对某项资源的效用的理论陈述为基础。但在运用该方法预测旅行水平时，研
究人员仍然必须依靠历史资料。这里有两种方法。如果预测者假定，过去旅
行总数的增长为零，就可以运用该模型确定现有水库的现有旅行水平，即用
旅行总数乘以旅行概率得到预测值。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可以用其他方法预
测到旅行总数，就可用该预测值代替现有旅行水平。
我们曾提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引力模型。一类模型预测一对或更多的
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未来旅行的次数，因为该模型对可能预测的数字没有
限制，因此它是一个无限模型；另一类模型用于在若干候选目的地内，分配
某指定数量的旅行次数，因为它对所预测的旅行数量有一定限制，因此该模
型为有限模型。最好能将两种类型的模型综合起来，将上述旅行产生型模型
和旅行分配型模型综合成为一种普通模型，使研究人员能运用于各种情形。
塞扎里奥和 Ｊ．Ｌ．尼奇（Ｋｎｅｔｓｃｈ）曾提出过一个这样的综合模型（１９７６）：
 A je b( Dij ) 
( a +1)
Tij = [ GPi K i
]

( 611
. ) 式中 Ａｊ ＝某指定目的地的吸引力。
 K i 
Ｋｉ ＝所有其他目的地的竞争力。
（ｊ≠ｋ）；Ｋｉ ＝［Ａｋ ｅｂ（Ｄｉｋ） ］ａ
其他符号意义如前。
前面一个方括号内表示旅行产生分量。旅行总量受总人口一类的某些客
源地特征、某种候选目的地的吸引力、以及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距离等因素
的影响。第二个方括号内的分量，将总的旅行量分配给不同的目的地。从某
指定客源地到某指定目的地的旅行比，取决于该目的地的相对吸引力和可达
性。
这一综合模型，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解决简单模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
果降低某设施的门票价格、改善入口条件，使该设施的可达性增加，或者增
加设施的吸引力，扩大其容量，该模型既可预测旅行总数的增加，也可预测
现有旅行人数从现有设施到改进后设施的重新分配。用经济学用语来讲，该
模型不仅预测了总的旅行需求的增长，而且预测了对其可替换目的地，也就
是其竞争对手的需求的减少。
另外，该模型还可预测在其他设施附近建立新设施后所产生的影响。建
立一座新的设施，实际上同将某设施的可达性从 ０ 增加到 Ａｊ ｅｂ（Ｄｉｊ） 的意义等
同。因此，Ｋｉ 也有同样大小的增长。模型中的产生分量，预测了新产生的更
多的旅行量，而分配分量则预测了到各设施的新的旅行模式。
塞扎里奥和尼奇从 １１ 个宾夕法尼亚（美国）的州立公园的资料，推导出
该模型，并且发现，每个公园相应的预测游人数与实际游人数，显得非常接
近。可惜，他们没有用另一组数据，用同一模型对另一年份的情况进行预测，
也就没能检验一下该模型的预测能力。
目前为止我们述及的所有方法，都持有这样一个假设：即与客源地特征
有关的影响旅行的要素，同与目的地特征有关的影响旅行的要素，是可以截
然分开的；而且距离对二者的影响，也是迥然不同的。这样的假设值得商榷。
实际上，更加可能的情况是，旅行决策要受人口特征、设施的数量与质量、

以及人口与设施间距离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林曾（Ｌｉｎｔｓｅｎ）在研究到艾
恩霍德芬（荷兰）附近的游憩设施去的旅行时，运用十二个目的地中，每个
目的地对于十二种不同类型家庭的吸引力系数（表 ６．３，转引自范拉尔，
１９７８），建立了一个引力模型。虽然存在某些一致性，例如，每一类家庭都
比较偏好地区 ７ 和地区 ８，但是，如果设施吸引力与人口特征互相独立的假
设成立，总的一致性就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了。
这一讨论再次反映了我们曾在第四章中提到的问题：设施的使用是集中
性的，而模型的建立却是非集中性的。有些研究人员，例如塞扎里奥分辩道，
可以假设客源地、目的地和距离的影响之间，并无关联，他们这样假设的理
由，是因为即使人们不能从理论上，也可以从统计关系上得出这种区别，而
这一点已为经
表 ６．３ 十二个游憩区对十二类家庭的吸引力系数
（以收入和家庭状况为基础分类）
地区

家
１

１

庭

类

别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７

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５

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６

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２４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２

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

７

０．２５３

０．２３７

０．１１５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５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８１

０．２０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７

８

０．１９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０

０．１８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９

０．２７９

０．２５３

０．１３６

０．２６２

０．１３２

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７

１０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７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５

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４

０．１３５

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验结论所证实。而且，这些因素的影响的统计分析，是在集中性的模型
基础上，而不是在企图解释不同个体间的行为差异的基础上做出的。塞扎里
奥（１９７８∶１５３）针对范拉尔（１９７８）对他的上述假设的批评，纂文为他的方
法辩护道：
“我们所提出的模型完全是描述性的（它是一种标准的引力模型），
因为它是一种程序，设计它的目的仅在于，区分出导致集中性旅行模式的变
化的各种因素……我们只考虑集中性旅行的情况，任何推导个体游憩者的行
为参数的尝试，都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对所谓个体行为，研究人员仍然很想加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对任何分析结论的讨论，都应在适当的集中水平上进
行。例如，就在塞扎里奥提醒人们不要用集中模型去解释个体行为的时候，
就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是走得太远，进一步把他的模型应用到本不应该运
用的领域：“请不要错误地以为，我们的方法不能应用于个体样本的研究。
研究人员必须做的事情是，把每个个体视为一个客源地，观察他的游憩旅行
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塞扎里奥还争辩说，他的“出游能力”的概念，实
际上也是一种集中性统计概念，也可以用于非集中对象的分析：“对比其他

旅行者的出游能力，来讨论某个个体游客的出游能力，是完全行得通的。”
诸如此类的错误，对所有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训诫，不要超出理论和实际
证据的允许范围，过多地从手头资料加以推论。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对引力模型的讨论作一个小结。先来看一下距离
分量的另一种形式，这一一般形式是由爱德华和丹尼斯（１９７６）提出的：
X1 X2 X3 + X4
C ij =
·X 6
( 612
. )
X5
式中 Ｃｉｊ ＝ｉ 与 ｊ 之间的旅行费用。
Ｘ１ ＝每升汽油价格。
Ｘ２ ＝每公里耗油升数。
Ｘ３ ＝平均每小时旅行的公里数。
Ｘ４ ＝每小时娱乐时间的价值（规定为每小时工资的 ２５％）。
Ｘ５ ＝每辆汽车平均载人数。
Ｘ６ ＝旅行时间。
将上述综合成本运用到下列模型：
Ｔｉｊ ＝Ｐｉ Ａｊ ｅｘｐ（－λＣｉｊ ）

（６．１３）

式中λ＝某经验估计参数。
其他符号意义如前。
目的地 ｊ 对客源地 ｉ 的“游憩引力”定义为 Ｓｉｊ ：
Ｓｉｊ ＝Ａｊ ｅｘｐ（－λＣｉｊ ），Ｓｉ ＝∑Ｓｉｊ
（６．１４）
旅行产生分量定义为：所有目的地对客源地 ｉ 的某潜在旅行者的游憩引
力，乘以所有潜在旅行人数得到的积：
Tij = PiS bi
（ 6.15）
旅行分配分量则采取有限引力模型的形式：
S ij
Tij = Ti
（ 6.16）
Si
合并方程（６．１２），（６．１４）和（６．１５），得：
Tij = Pi Sib A jexp（ - λCij ）
（6.17 ）
要解该方程，需要相对复杂的数学方法。除了必须确定参数的值，并用
统计方法或其他模型估计 Ａｊ 值外，还必须用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具
有多种解的方程进行计算。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参阅原文。那里还进一
步讨论了两个非统计性问题。上述综合成本分量，是由燃料价格、旅行时间、
以及距离衰减等组成。综合考虑现金支付成本和旅行时间机会成本，可以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如果假定，从游憩旅行获得的效益，至少与上述成本持平
（如果不能持平，人们就不会出去旅行），那么，估计得到的某个体旅行者
的旅行成本，实际上等于是该个体旅行者旅行的经济价值。当然，该个体是
一位假设中的平均个体，或标准个体。因为该统计是针对旅行者群体作出的，
所以，在解释成本与收益时，也应该从群体的角度加以叙述。
用平均收益乘以旅行总人数，即可得到游憩旅行的总经济价值。爱德华
和丹尼斯曾计算过这种价值，并发现标准旅行者从每次旅行中，可获得大约
相当于 ４５ 便士（１９７０ 年价格）的收益。在英国西南部，共有 ５７６ 万次旅行，

平均每辆旅行汽车中可载 ３ 人，据此可估计，一日游游憩旅行的经济价值为
２５０ 万英镑。
运用综合成本分量，还可以使研究人员估计由于公路改造，使旅行时间
和距离缩短，而带来的经济效益。该分量还可估计某些国家改变车辆驰速限
制以节约汽油而产生的效果。较慢的车速可以降低油耗，使旅行成本降低，
但这样一来增加了旅行时间，又使旅行成本上升。另外，油价的普遍上涨、
当地汽油供应忽紧急松，以及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薪金变化等因素，使
上述效应更趋复杂。
爱德华和丹尼斯和其他研究人员一样，都假设每一旅行都针对某单一目
的地；旅行者都希望旅行成本尽可能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游憩旅行都符
合这一假定。例如，柯尔内特（１９６９）曾将在德安森林区旅行的苏格兰旅行
者，区分为三种类型。有些旅行者确实走最短的路线，到最主要的旅游点游
憩，这些人属于一日游游憩者，可用引力模型加以描述。但是，在德安森林
区及其临近的洼伊谷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旅行者，并不表现出上述行为。
有些旅行者在该地区只是漫无目的地旅行，有的旅行者则同时走访好几个目
的地。在这种没有目的地，或只为景色醉人而踏入某条旅行路线，或同时造
访几个旅游点的情况下，上述模型就无能为力了。
在旅行预测研究中，人们对这个问题尚未问津。只要对这一问题加以研
究，游憩地理学家就可以在旅行研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目前已有的旅行
预测模型，都是针对单一目的地、针对选择最低旅行成本的路径，如上班旅
行的路径。旅行预测研究中，对于无目的地的游憩旅行，对于把旅行作为收
益而不是代价的情况，还有待人们揭去其神秘的面纱。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讨论一下距离的影响。这一次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点
是，对于某些旅行来说，我们可以假定，对旅行的长度发生真正影响的，并
不是旅行的成本，而是到最近的人们喜欢去的设施的距离。说得更明白一点，
人们到某特定目的地旅行的概率，与客源地附近类似目的地的数量成反比。
人们也很容易发现这样的情况，即有时旅行者往往会舍近而取远，放着近前
的设施不用，而宁愿使用更远的设施。但是，对于到公共浴室、学校、食品
店、干洗店、加油站（尤其是油量计指示“无油”时）、图书馆、剧院、以
及街头公园一类的旅行，介入机会这一重要概念却是非常有用的。

三、介入机会模型
人们普遍把距离作为旅行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理论存在不少缺
点。针对这一不足，Ｓ．Ａ．斯托弗（Ｓｔｏｕｆｆｅｒ，１９４０）提出了介入机会模型的
概念。观察一下下列情况：某城市区域内，有两个街区，其内的居民具有相
似的教育水平、职业、移动性和兴趣爱好。由于二者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它
们对相同目的地的旅行模式也将相同。但是，如果两个街区中，有一个是位
于市中心的，另一个则位于郊区，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位于市中心的街区
将比位于郊区的街区，有更多的就业途径。
如果距离在本质上是影响旅行行为最重要的变量，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
察到相似的距离衰减曲线。而实际上，衰减曲线却是不同的。由于在市中心
有大量的就业密度，因此在一定的距离内，市中心居民到工作点的旅行量的
衰减，要大大快于市郊居民的旅行量的衰减。到工作点的旅行仍然存在，因
此可以看出，影响旅行模式的变量不是距离，而是机会数量。
我们可以用类似上述讨论，经验地说明这一结论。如果机会对某些类型
的旅行来说，比距离更为重要，当我们用机会数量代替距离时，我们应该可
以观察到两个街区的相似衰减曲线。要收集到足够的有关不同目的地、客源
地数量，以及旅行量的资料还是比较困难的。一项英国城市旅行的研究（Ｃ．
克拉克 Ｃｌａｒｋ 和 Ｇ．Ｈ．彼得斯 Ｐｅｔｅｒｓ，１９６５）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距离不
起什么作用。
图 ６．７ 中的曲线，表明了到伦敦的两个区，肯辛顿（市中心）和德特福
德（市郊）通勤旅行的情况。两条曲线显示了随着累计就业机会的增加，旅
行数逐渐衰减——两者十分相近。
游憩研究人员通常把介入机会概念作为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结合起来
进行综合分析。例如，Ｈ．格拉布（Ｇｒｕｂｂ）和 Ｊ．古

图 ６．７ 显示介入机会影响的衰减曲线图（据克拉克和彼得斯，１９６５）

德温（Ｇｏｏｄｗｉｎ）在其得克萨斯（美国）水库的研究中，在四个预测分量
中，就使用了介入机会的影响这一变量（１９６８）：
Tij = GPia CijbI ci S dj X eij
( 618
. )
式中 Ｃｉｊ ＝从 ｉ 到 ｊ 的旅行成本。
Ｉｉ ＝客源地 ｉ 的平均收入。
Ｓｊ ＝水库水面面积。
Ｘｉｊ ＝对从 ｉ 到 ｊ 的旅行者有竞争性的水库的影响。
ａ，ｂ，ｃ，ｄ，ｅ＝经验估计参数。

上式中 Ｘｉｊ 即为介入机会变量，定义为：
n
 log S k 
Xij = ∑ 
j≠k
(6.19)

k =1  D ik 
式中 ｋ 为某竞争性水库。
其他变量和符号意义如前。
Ｘｉｊ 的符号一般为负。从 ｉ 到 ｊ 的旅行，将随着介入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减

少；随竞争者的水面面积的增加而减少；随到竞争性水库距离的减少而减少。
切恩（１９７２）在其到萨斯喀彻温公园（加拿大）的一日游的分析中，提
出了机会问题的另一种公式。切恩的模型也是一个多元回归方程：
Ｔｉｊ ＝Ｇ＋（ａＰｉ ＋ｂＰｉ Ａｊ ＋ｅＴｉ ＋ｄ）／ｆ（Ｄｉｊ ）
（６．２０）
式中 ｆ（Ｄｉｊ ）＝１／２Ｄｉｊ （距离小于 ３０ 公里时）。
＝Ｄｉｊ （距离在 ３０—９０ 公里之间）。
＝（Ｄｉｊ ）１．５ （距离大于 ９０ 公里时）。
由于切恩手头没有竞争性公园吸引力的有关资料，他只好假定它们的吸
引力都一样，由此，他将其他公园对他研究的公园的竞争能力定义为：
1
Ai = ∑
j≠k ( 6.21)
Dik
格拉布—古德温公式与切恩公式的不同在于，格拉布和古德温测定了各
目的地的吸引力，使用的是线性距离；而切恩假定各目的地的吸引力是一致
的，并使用了距离的平方根。他们的结论，是根据资料占有情况，以及不同
的模式对观察到的模式的拟合程度做出的。尽管如此，为保证不同的竞争性
位址表达式的选择，更有理论基础，我们仍可以提出几点注意事项。
首先，选择任何竞争性位址表达式，都应有助于研究人员避免常常不现
实的假设，即认为，某种程度供给的增加，一定会引起相同比例的参与水平
的增加。电视机的数量增加一倍，并不意味着看电视的人也增加一倍。只有
当资源利用已近饱和、出现严重的求大于供时，供给的增加才会造成等比例
的参与水平的增加。这种情况并不常有。第二，作为一个竞争性位址的表达
式，应该能够将任一给定位址的竞争强度，作为该位址的相对吸引力和可达
性的直接函数来描述。也就是说，该竞争性位址表达式应该能预测，当候选
位址数目增加时，某位址所面临的竞争将增大。最后，该表达式应该能够反
映候选位址的增加或减少。
比曼和 Ｓ．Ｌ．Ｊ．史密斯建议，可以修订格拉布和古德温的表达式，得到下
列一般化形式：
 Ak 
Xi =  ∑ a 
( 6.22 )
 Dik 
式中 Ｘｉ ＝对客源地 ｉ 有影响的某类设施的竞争性位址表达式。
Ａｋ ＝竞争性住址 ｋ 的吸引力。
Ｄｉｋ ＝ｉ 与 ｋ 间的距离，ａ 为一参数。
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是，ａ 取什么样的值最恰当？答案取决于研究人员
对潜在旅行者作何种假设。当 ａ 小于 １．０ 时，即假设距离对旅行者并不重要，
很远距离的位址，对任何指定位址，仍有相当大的竞争力。由于随着距离的

增加，对某旅行者来说，可供选择的候选位址的数量也增加，因此，受旅行
成本低、难度小（由 ａ＜１．０ 所暗示）的影响，旅行者更有可能在数量众多、
距离较远的位址中选出某个目的地，而不愿在当地为数不多的位址中进行选
择。
当距离指数的值大于 １．０ 时，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模式。这时，距离和旅
行成本的作用就显得比前一种情况重要。当该指数的值大于 ２．０ 时，距离的
重要性变得极其高。如果研究人员认为，从整体上说，位址的可达性比大量
远距离位址的综合吸引力更为重要的话，ａ 的值应取得较大（大于 １．０）。对
于儿童、老年人和其他行动受到很大限制的人的旅行来说，应该选用较高的
距离指数来表示。而对于那些喜欢旅行、很容易作出旅行决定的人，以及那
些一次旅行走访若干旅游点的人来说，选用较小的距离指数就比较合适。

四、建模注意事项
在建立预测模型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在前面我们已
经指出或者提及过。下列各项将有助于研究者在建立预测模型时，把注意力
集中于几个关键性问题上。任何模型，不管它如何复杂，如何周密，如果与
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适合，得到的预测结果必然失败。对问题明智的判
断，对建立模型的前后背景和要求的深入了解，是研究人员应该掌握的最重
要的内容之一。
１．模型应能很好地反映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研究人员应该能够回答，为
何需要进行预测、它将对何类决策有所裨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预测
的时段为多长、什么样的集中水平最合适诸如此类的问题。
２．模型的结构应有助于产生切实可行的和严格的预测结果。这并不是
说，必须对全过程作出真实的解释，而是说，无论该模型采取何种形式，都
应能再现资料中所反映的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关系。
３．对资料的要求要合理。如果用于推导模型的资料无处可得，世界上最
有效的模型也将一无是处。资料要求不仅包括简单的占有情况，还包括资料
的精确性、可靠性、格式，以及收集和保管资料所需的成本和时间。
４．模型的建立应保证在现有统计方法基础上是可行的。就像缺乏资料会
使模型失效一样，忽视特定的方法，或者无法接通计算机程序，都会严重限
制研究人员的工作。
５．推导出的参数应该比较稳定。常常有这种情况，人们可以建立一个模
型，客观地再现历史趋势，可是一旦用这个模型预测未来情形时，由于参数
发生了变化，其精确性随之消失。同样，为某一类人群或某一类旅行建立的
模型，当应用到另一类人群或另一类旅行时，常常也会失去原先的良好效果。
６．尽管存在第 ５ 点述及的情况，我们仍可谨慎地探讨一下，为某项目修
订现有模型的可能性。这样做可以节约时间、精力和钱。如果一定要建立原
始模型，设计时应该保证其灵活性。例如，预测到图书馆去的旅行的模型，
只要对参数和表达式的定义加以适当修改，应该能够用于到艺术画廊的旅行
的预测。再如，用于省、区间旅游性旅行的模型，通过修订，也可用于会议
旅行的预测。
７．有些模型可以独立使用；而另外一些模型需结合附加模型或预测方可
使用，要注意你使用的模型到底属于哪一类。当我们在不同的模型之间进行
选择时，一个重要参考内容，就是看看是否还有别的模型可以考虑，这些模
型的资料来源的精度和预测效果怎样。
８．大多数模型的解是确定的（仅有一解）但具有多解的随机模型却常常
更为合适。类似的个体在类似的环境下，做出的决策常常很不一样。一解性
模型对此是不相容的；而随机模型对类似的人和环境，将预测出相似的概率，
但允许有不同的结果。
９．以多元回归为基础的模型，不适用于下列三种常见情形：即多重共线
性、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问题。多重共线性（两个或更多的变量相关）导致
不可信指数，并可能改变其正负符号。自相关性（观察结果相关，或不独立）
会人为地提高 Ｒ２ 值，降低估计误差。异方差性（误差的大小随着观察结果的
变化而变化）会歪曲 Ｒ２ 值。研究人员至少要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在什
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些问题。目前，针对每一种问题，都有不少的检验方法，

对怎样纠正由上述误差造成的偏差，也有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常常非常复杂，
需要运用高深的统计学知识。这些材料可在高等统计学教科书，尤其关于回
归方法的内容中找到。常见的参考书包括以下几种：关于多重共线性，参见
Ａ．Ａ．沃尔特斯（Ｗａｌｔｅｒｓ，１９６８）、Ｄ．Ｅ．法勒（Ｆａｒｒａｒ）和 Ｒ．Ｒ．格劳伯（Ｇｌａｕｂｅｒ，
１９６７）；关于自相关性，参见 Ｌ．Ｒ．马林瓦德（Ｍａｌ－ｉｎｖａｕｄ，１９７０）；关于
异方差性，参见 Ｓ．Ｍ．戈尔德菲尔德（Ｇｏ－ｌｄｆｅｌｄ）和 Ｒ．Ｒ．匡德（Ｑｕａｎｄｔ，
１９６５）、比曼、切恩和尼奇（１９７７）。

五、本章小结
本章描述的旅行预测研究的主要线索，可能是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即对为数不多的基本模型，继续加以改进和修正。要进一步探讨传统变量的
新的表达方法，建立衡量这些表达方法的新变量、新途径。与旧的方法决裂，
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问题的领域，就是对变量间的互相作用的研究。
模型建立中对互相作用的研究之所以还是一块空白，通常是因为用来建
模的统计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方程中使用了某个变量后，这个变量就不允
许再用。在不存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问题还不大，但是，正如加拿大国家公
园管理局的研究人员在《加拿大人户外游憩需求研究》中发现的那样，在一
定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相互作用现象（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局 Ｐａｒｋｓ
Ｃａｎａｄａ，１９７６）。
可以举例来说明这一点。目前获得学士学位、年龄在 ２１ 岁的年轻人，其
性别为男或为女的可能性几乎相同；很可能出身于中上等收入的家庭；可能
会成为一名蓝领或白领工人；继续读研究生；或成为家庭主妇，或成为一名
失业者。而目前一位年逾七十、也曾持有学士学位的老人，有很大可能属于
男性公民；出身于社会上层的种族集团；具有平均水平以上的收入；曾经是
一名白领工人。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是由于他们毕业的前后五十年间，社
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某个模型，仅以年龄和教育程度为独立变量，
而不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上述变化就有可能体现不出来。年龄和教育程度
所反映的个人状况，远比它们可独立解释的变化的总和，要丰富得多。
应该对不同类型的模型，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这方面已经做了一定的
工作。Ｊ．Ｂ．埃利斯（Ｅｌｌｉｓ）和范多伦曾针对某种旅行类型，比较了引力模型
和系统模型（１９６６）。Ａ．奥凯伯（Ｏｋ－ａｂｅ，１９７６）、Ｄ．Ｗ．迪森（Ｄｉｓｏｎ）和
Ｃ．Ｗ．黑尔（Ｈａｌｅ，１９７７）也曾就介入机会模型和引力模型作了比较，不过他
们的比较不是针对游憩性旅行的。有必要在这方面继续加以研究。
在认识到非集中性旅行的潜在问题时，未来的建模工作应该在提高模型
的针对性上下些功夫。例如，有些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如果分别为男性旅行
者和女性旅行者建立模型，预测效果会有较大提高。可以针对周末旅行和非
周末旅行，分别建立一日游旅行模型。也可以在同一基本旅行者类群中间，
根据其特征区分不同的旅行模型——例如，可以分别为划独木舟者、帆篷航
行者和机动船游客建立模型，就比把他们笼统称为划船者而建立的模型更为
合适。
有关模型的专一性的另一方面是：可以研究不同国家的相似类型的旅行
行为的变化。例如，在人口稠密的荷兰，所用的一日游旅行模型的参数，同
在人口稀少的加拿大高草原诸省使用的一日游旅行模型的参数相比，应该有
明显的不同。针对不同的国家，如西方国家西德和马克思主义国家东德① 之
间，在旅游接待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应建立不同的预测模型。在这样的国家
之间，不仅存在经济条件的不同，在游憩供给水平、社会条件和旅行的自由
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目前为止述及的所有变量，除了“吸引力”之外，都与游憩目的地无关。
到某特定目的地的旅行决策，实际上也受目的地“内部”变量的影响。这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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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变量包括下述各点：门票价格，这是一项并未包括在距离变量内的旅行
成本。门票对不同的旅行者的影响并不一样。本地游客对某项设施是否收门
票、票价多少，非常敏感；而对来自远方的游客，门票价格的影响就不是很
大了。对于旅游者来说，门票不过是其旅行预算中很小的一部分开支，因此
不像当地居民那样敏感，因为当地游客实际上除了门票几乎不花其他钱。另
外，对于某些公共设施，当地游客会认为，他们已经通过纳税形式为该设施
付过钱，因此他们原则上反对向他们收门票。
门票对停留时间也有影响。如果某人是花了钱才进入某设施的，那么如
果时间允许，他可能会在设施内捱上很长一段时间——这样才不会冤枉了他
的钱。愿意花钱买门票的游客，很可能也是对该设施特别感兴趣的游客，因
此，他们对有关该设施的情况和节目安排非常关心，成为消息灵通人士。而
免费进入的设施，允许游客随意进出，在里面蹓跶蹓跶，放松放松，在天冷
天热时取取暖、纳纳凉，或者仅使用一下厕所。
有些情况下面，收门票反而会增加设施的吸引力。有些消费者喜欢用门
票价格衡量设施的价值，因此，适当定出某种设施的门票价格，会增加它的
价值。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这种明显不合理的行为，它的影响有多大，这些
问题需加以探讨。
许多旅行是私人汽车旅行，这就意味着要有停车场。停车场的大小，往
往成为影响到某个设施停留人数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为消遣而开车外出的
人来说，他们常常因为某地停车方便而凭一时冲动停留于此，则上述因素更
为重要。
停车场的区位也很重要。如果停车场与设施之间为铁轨或公路所阻隔，
就会妨碍游客的停留。停车场太远或太大（５０ 英亩以上），又没有某种形式
的地方交通服务，也不利于滞留来往游客。
预测通常是针对设施的最初启用年份而做的。如果若干年后，设施有了
新的发展，或者在经营项目上有了重要变化，那么对使用者的影响就会很大。
一般来说，新发展会增加来访人数，但是这些新发展的性质，会改变所吸引
的游客的类型。例如，在规模较小的营地上，为了增加宿营点，必须砍掉树
木、灌丛，自然会增加宿营者的数量，但是宿营者的成分却会改变，从喜爱
自然美的顾客，变成喜欢与其他宿营者进行社交活动的顾客。在某交响乐团
的节目单上增加某些流行音乐，可以增加票房收入，但仅会吸引那些对古典
音乐和著名演奏家不太感兴趣的听众。在体育比赛中，用形式活泼、全身半
裸的啦啦队，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可是这些观众对特定的运动项目或某个
球队的了解和兴趣，要比原来的观众差得多。
某些类型的游憩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节目的变化。为了保证重复使
用率，剧院、音乐厅和艺术画廊都要定期更换节目、调换陈列品。对于普通
群众来说，文化设施的吸引力不太大，花费也太高，因此文化设施很难靠一
次性使用就能盈利。而与此不同的是，公园就不需要逐季更换服务项目。公
众对公园的潜在需求非常大，对公园的追加成本又非常低，因此，重复使用
率可能并不是决定其是否能成功经营的因素。
但是，要维持作品陈列或历史展览，可能要依靠重复使用率。要更换不
同类型展览的陈列内容，都需要仔细考虑这样做的成本和效益。更换内容也
许会吸引更多的再次光临的游客，但初次光临的游客人数可能并不会因此而
改变。

这样做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可能会造成平均逗留时间的减少。有
时可用平均逗留时间，衡量某个节目的质量。质量越高，逗留时间越长。但
如果说，展览或节目的改变，增加了重复使用者的数量，这些参观者的逗留
时间一般都比初次参观者的短，最后结果是引起平均逗留时间一定程度的降
低。也许可以这样说，展览内容的改变，使游人体验的质量降低，但这种说
法不一定正确。实际上，也许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由于某一种或某两种
统计方法使用失当，而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旅行模型通常假定人们对吸引力、竞争位址、距离和成本等情况有全面
的了解，其实并不是这样。广告、新闻报道、以及小道消息等，都会对上述
要素产生影响。虽然从事市场促销工作的人都认为，广告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我们在旅行研究文献中，很少发现很有说服力的材料，说明广告对改变旅
行模式的影响。
有少数研究者，已尝试对人们的映象和认知对游憩旅行的影响进行研
究。Ｗ．Ｆ．拉贝奇（Ｌａｐａｇｅ）和 Ｐ．Ｌ．科米尔（Ｃｏｒｍｉ－ｅｒ）曾研究不同的人群
对宿营活动的感应，以确定限制美国宿营业发展的障碍（１９７７）。这类工作
也可以引申到游憩旅行中来。
爱尔兰的游憩映象问题比较突出，就映象对旅行的影响，也有一些统计
资料。每年的国际游憩旅行，都要为爱尔兰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Ｂｏｒｄ Ｆａｉｌｔｅ
Ｅｉｒｅａｎｎ，即爱尔兰旅游组织，估计爱尔兰有 １５％的就业人员从事旅游工作。
１９７２ 年，恐怖活动在北爱尔兰重新出现，北部地区的暴力活动给爱尔兰的旅
游业带来严重影响。Ａｅｒ Ｌｉｎｇｕｓ 航空公司损失 ４００ 万英镑，旅馆业收入下降
２０％，爱尔兰运输公司关闭了其在英国的两个旅行社。英国－爱尔兰航空公
司，作为一个很大的航运公司，失去了到爱尔兰的三分之一的乘客定票。在
这种情况下，研究暴力映象对旅游业的总体影响，对这种严重局面的改变，
确是于事无补，但它至少可以更精确地反映旅游业受损害的程度。
还是回到我们曾经提到的模型上来。引力模型主要依据万有引力模型类
推而来，万有引力模型反映了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游憩旅行中，该
作用一般是“单向”的。居民住宅区与剧院区的相互作用，显然是“单向”
的，但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呢？用两个国家的人口数来预测国际旅游的
引力模型，将会预测两国之间有相同的对流。但是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奥地
利和意大利两国间的旅行流即为一例，从奥地利到意大利的旅行人数，远远
超过意大利到奥地利的人数，二者比为 ２０∶１。针对这种差异，需要建立更
精确的模型公式。
国际旅行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包机旅行和包价旅游。这类旅行可
能会增加旅行人数、停留时间，也许还会增加旅行的距离。英国人喜欢成群
结队地到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其他西班牙旅游胜地去旅行，很主要的一个原
因，是由于综合服务旅行花费较低。冬季来临的时候，由于包机旅游花费低
廉，大量加拿大人涌向佛罗里达，成为第二股最大的国际旅行流。
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涌向某个地区，那里的物价将会上涨。不断上涨
的物价，最终使部分旅游者转而折向具有相似吸引力和可达性，但物价较低、
拥挤较轻的其他旅游区。例如，法国的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现已
吸引了里维埃拉的部分游客。尽管这一现象在旅游界人皆知之，能够对这一
影响作出可靠预测的模型却少得凤毛麟角。
旅行预测研究中还忽视了国际旅行中另一方面的情况，那就是外汇兑换

率的影响。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存在着对美国的旅行赤字。八十年代初，
加元价值下跌，才使许多加拿大人停止外出旅游，而吸引不少美国人来加旅
游。当日元对墨西哥比索、美元或加拿大元兑换比率升高时，同样发生了日
本人向北美洲各国涌至的情况。不管将来货币兑换率的情况怎样，对外汇兑
换率变化对旅行模式的影响的了解和预测，仍然是需加重视的问题。
国际旅行还受某些特殊事件，比如世界博览会或奥运会的促进作用。威
廉斯和泽林斯基（１９７０）曾指出，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６８ 年在意大利和日本举行的
奥运会，使当年到这两个国家旅行的人数大增，并引起了这两个国家的国际
旅行的长期增长。不过，１９６７ 年的国际展览会，对加拿大的国际旅行并未产
生长期影响。
从另外一种规模上讲，简直有成千上万个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举行博览
会、节日庆祝和展览活动，为本地带来游客和金钱。但是关于预测各种活动
的吸引力的方法，无论是对莫斯科奥运会，还是安大略的埃米拉的槭糖浆节
（Ｍａｐｌｅ Ｓｙｒｕｐ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研究者们会发现，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章。虽
则如此，人们还是肯定，二者会吸引大量的旅行者。地理学家可以对这些事
件的可行性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应该指出，介入机会并不是障碍物，而是供人们淌过小河的踏脚
石。不过，反映这一思想的旅行模型，不仅本书未加注意，而且几乎所有的
游憩文献都忽视了。我们可以用物种在群岛上逐岛迁移的现象，来比喻踏脚
石这一观念。用长期的、单向的物种迁移来比方短暂的游憩旅行现象，看起
来或许显得牵强，但只要我们想到旅游小册子上所渲染的“１４ 天内走访 １５
座欧洲城市”的话，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许就强多了。确实有一类旅行者，喜
欢在有限的时间内跑马观花地造访尽可能多的地方。强调单一目的地、未考
虑旅行的乐趣、忽视旅行可以使人激动的现象的旅行模型，无法适用于许多
的旅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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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区位的规范研究

我们曾在第五章里讨论过私营游憩企业的位址选择方法，在这一章里，
我们将要讨论，为公营项目和设施的位址选择而建立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
主要侧重于设施的使用者及其活动，而不是自然保护或古遗址修复。首先，
我们介绍一下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一般特征；然后，讨论一下公共设施的
不同类型，以及设立这些不同设施的不同目标；最后，阐述几种不同的位址
选择方法。
一、公共设施的区位特征
公共设施规划人员不仅要考虑该设施的目标，还要考虑其外部条件。一
般来说，公众常常以纳税形式为设施付过钱，所以，他们对公共设施的影响
问题，常常要说三道四。公园的设立，不仅为某街区的居民增加了游憩机会，
而且会改变公园附近地产的价值，还有可能造成某些街道越来越拥挤。如果
某街区内建立一新公园，另一个街区则可能失去修建公园的机会。对某公共
游憩设施的成本与效益的评价，会大大提高关于何处建设施、是否需要建立
设施的决策的正确性。
在私营企业里，经济达尔文主义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而在公营企业里，
却不存在这一作用。企业能否实现其目标，不是决定其破产和停止营业的要
素。在大多数公共事业和公营企业里，稳定的税金资助、常设的大众服务人
员职业，从而使公共企业具有一定的“惯性”或“长寿性”。由于存在越来
越多的公众的关注、项目评价、预算的削减、破产法的实行、零基底预算法
的使用、以及通过公民投票和大众参与而实现的公众对政府机构运转的影响
等等，正在对公共设施的运行，产生一定的作用，但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与
市场对大多数中小型的私营企业的影响比较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
在大多数社区，为居民提供公共游憩服务的，只有一个单位，那就是政
府，这种情况容易产生决策过程的独断。政治压力和对公众的责任感，往往
会防止政府官员像私人垄断者那样专断独行，但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又
产生了另外的问题。现有的区位理论都认为，设施的分散分布产生了有意义
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旅游预测。可用中心地理论表达并解释该分布模
式，但是中心地理论，或其他任何传统的区位理论，并未说清楚该分布模式
的效果，也未说清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设施的理想组合形式。在商业地理
学中，研究人员可以假定，分布模式的效果问题，可以通过市场的运行，得
到自然而然的答案。用不着动用正规的评价程序，就可以把无效率的企业剔
除。然而，对于公共服务业来说，我们却不能假设，有什么外部因素能免除
必要的评价过程。人们对公共设施的系统理论，以及设施区位的评价方法，
在规划和实际运行中的作用，仍还颇多争议。我们将会看到，要做的事还很
多，这些不过是刚开了个头。

二、公共设施的类型
正因为对公共设施的研究才刚起步，所以才很有必要对公共设施加以定
义。从最普通的意义来说，所谓公共设施，是指那些提供某种公共福利或公
共服务的设施。可以将公共福利定义为由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因此，所谓公
共设施，是指所有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所有、或为政府所经营的设施。不过，
世界上几乎所有类型的设施或福利，都在一定时间、一定场所为政府所提供。
因此，根据过去实际的观察来定义公共设施，肯定会又冗长、又复杂，或只
适用于某种社会型态。从本章的目的出发，我们采用首先由 Ｍ．泰兹（Ｔｅｉｔｚ，
１９６８）提出的公共福利的定义：公共设施或公共福利是指那些以 １）集体使
用；２）短期最低边际成本或 ３）法定使用为特征的设施或福利。
集体使用的设施或福利所具备的特征是：对其使用不能加以限制或取
消。例如，一个国家的国防，就是一种集体福利，对某一公民来说，如果所
有别的公民都从该福利中获得利益，那么实际上他就不被剥夺享受这种既存
福利的权利。如果这种服务已提供给国民，它的成本是均分的，因此必须由
所有人分享。再如，城市开放空间是一种公共设施，不可能限制某些使用者
进入某公共开放空间或游乐地。
短期最低边际成本福利是指那些一旦建成后，投资者不需再追加附加成
本，便可向所有使用者开放的设施，例如公营的公路。总的来说，公路上并
不拥挤，因此在现有的行人当中，再多增加一名旅游者使用公路，其成本可
以忽略不计。由私人提供这类福利，常常显得不足，而提供这类福利的成本，
以及社会对其的需要，又是那样的巨大，常常使得政府不得不肩负起提供这
类福利的责任。
法定使用福利常指受客观条件影响、而又为社会所必需的福利。如果依
靠私营市场来布局这类设施，会造成设施的不合理布局，甚至于造成这类设
施的缺档。这类设施包括学校、博物馆以及自然保护区等。关于政府在提供
社会服务中恰当地位的问题，还存有许多争议，这些争议尤其集中在某些服
务是否确实属于法定福利的问题上。例如，医疗保健、中小学免费午餐、高
等教育、幼儿日托、以及能源资源等福利和服务的属性——公营或私营——
问题，在许多国家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与公共福利的定义密切相关的，是公共福利的分类问题。分类工作可以
帮助我们为规划决策或政策制定，确定不同福利的目标。其中最简单的分类
之一，是由 Ｃ．雷维尔（Ｒｅｖｅｌｌｅ）、Ｄ．马克斯（Ｍａｒｋｓ）和利伯曼提出的（１９７０）。
他们建议，可以将公共福利分为普通福利和非常或紧急福利两大类。普通福
利包括：公园、公共住宅、公路、给水工程、垃圾处理设施等。与这些设施
不同的是：医疗保健、防火、治安等福利，它们常常与紧急情况有关。这两
类公共设施的目标和区位特征，常常很不一样，因此应分别加以规划。不过，
雷维尔的分类方案显得过于粗糙，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普通设施与紧急设施
二者的区别，有时并不一定很明显。
Ｍ．Ｇ·奥斯汀（Ａｕｓｔｉｎ，１９７４）提出了另外一种分类方法，他的分类更为
强调区位意义，强调设施对周围地区人口的影响。他把公共设施分为以下三
类：
１．有害于位址型：这类设施通常为社会所必需，但它的存在会给当地带
来一些损害，常见的有垃圾堆和焚化场。

２．中性位址型：在设施服务区范围内，这类设施的效用在各个区位都几
乎相同，例如中学、大学等。
３．有益于位址型：离这类设施最近的地区，得到的效用最多。它的社会
效用的距离衰减曲线，可能较平缓，如公园，也可能相对较陡，如消防队。
一般地讲，游憩设施属于有益于位址型一类，但有时候，对同一设施的
分类可能不一致，至少也是较难划分的。例如，游乐地常常是受欢迎的设施，
人们喜欢它离自己的家近一点，但那些住在游乐地附近的人，可能会因为与
游乐地有关的喧闹、垃圾和游人穿庭越户带来的烦恼，其净社会效用受到损
害。因此，由于游乐地的上述特征，对不同类群的使用者来说，它既属有害
于位址型、也属于有益于位址型。又如，某修复的历史古迹，可以从很远的
地方吸引游客，因而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由于该设施施惠于某
广大地区，所以可将其归为中性位址型设施。但事实上，从该设施所获得的
经济效益，对当地人来讲，要远比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效益重要得多，所以，
从经济角度考虑，可以将这一历史古迹称为有益于位址型设施。

三、公共设施的目标
由于公共设施的目标，常常是建立在诸如生活质量、或社会富裕程度等
模糊概念之上的，所以要对其作出准确描述就比较困难。研究者们宁愿选择
某些替代方法，而不愿将这类抽象概念定量化。由于替代概念的选择，往往
与研究人员的哲学观和研究兴趣密切相关，又由于这样的选择，与所作的区
位决策问题也有重要的联系，因此，对某目标的确定应小心为宜。
常见的目标，就是满足尚未满足的需求。现在还没有谁能用任何科学意
义上的“需求”一词，完满解释人们的游憩需求，因此，研究人员常常从相
对意义上定义这一概念。例如，可以通过相互比较、或以某主观标准为尺度，
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街区内的设施，只要比较结果认为某地的设施短缺，就
可说明那里存在需求。在允许的财力条件下，有很多地方存在需求，那么研
究人员可按照相对匮乏程度，将各短缺地点进行排序，然后按财力所允许，
建立尽可能多的设施。Ｓ．Ｍ．戈尔德（Ｇｏｌｄ，１９７３）、Ｊ．Ｒ．赖特（Ｗｒｉｇｈｔ）等
人（１９７６）曾撰文讨论过区位决策中，这一方法的运用及存在的问题。
因为大多数游憩设施，都属于有益于位址型设施，所以，可以用潜在使
用者与该设施间的距离，作为该设施效用的指标。把距离作为目标，有两种
途径。第一种方法，是在某使用者必须旅行的最大距离最短的地方，布局某
设施。规划设施时，常用这一方法作为对相似标准方法的补充。可从过去旅
行模式的观察，或直接以直觉为基础，确定最大距离的长度，然后，在地图
上标出所有设施的分布情况，并画出以最大距离为半径的范围。那些位于该
服务半径以外的街区，即可认为是存在需求的地区（Ｈ．Ｐ．哈特里 Ｈａｔｒｙ，等，
１９７７）。
第二种方法，是以距离作指标，把设施布局在使用者到该设施必须旅行
的平均距离最小的地方，这使总的旅行距离也达到最小。使平均距离最小的
做法，也使使用者为得到某种热门服务而花的成本最小。不过，采取这种做
法，可能会产生某些居民因距离太远而根本无法使用该设施的后果。
社会效用的另一种表达方法是人均消费率。在消费最大的地方，也就是
说，需求最大的地方，布局设施。历史人均参与率，与某些选定的独立变量，
如收入，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如果收入与人均参与率呈正相关，规划人员
只要找出那些人均收入最高的街区，也就找到了潜在的参与率最高的地区，
这个地区就是建立新设施最好的区位。在美国，户外游憩管理局（１９６８）常
常采用这种最大需求（或最大消费）方法。不过，这种布局方法本身，存在
某些严重的偏差，这将在下文讨论。
采用不同的指标，会选出不同的位址，因此，不同的目标之间，可能并
不一致。在决定何种需求为大众所需时，应仔细推敲，并要做到最后所确定
的目标，要保证社会、政治上的可行性。Ｃ．Ｊ．西斯切提（Ｃｉｃｃｈｅｔｔｉ，１９７１）
曾经讨论过在城市游憩设施布局中，三种不同的目标所产生的不同问题。
Ａ．Ｎ．怀特（Ｗｈｉｔｅ，１９７９）曾告诫道，上述方法忽视了不同类型设施间的
联系，因此他嘱导人们，在使用距离或需求等指标，作为表达社会效用的方
法时，应该谨慎从事。例如，他指出，吸毒和酗酒诊所，常常同医院接待同
样的病人。因此，诊所的区位不仅要受到顾客区位的影响，还受医院区位的
影响。在游憩研究中，我们在作出最终的位址选择前，应该考虑到公园、学
校，体育场、图书馆、以及其他娱乐与文化设施间的可能联系。

四、公共设施位址选择方法
有五种基本的公共设施位址选择方法，可供研究者们选用，即 １）机械
模拟方法；２）相对需求评价方法；３）最大需求法；４）线性目标函数方法；
５）直觉方法。其中相对需求方法和最大需求方法，是从某些目标直接推理而
来，而其他方法普适性较大，可用于各种不同的目标。下面对五种方法逐一
加以介绍。
１．机械模拟方法
机械模拟方法，是指采用 Ｖａｒｉｇｎｏｎ 结构的形式，运用重力和机械力的作
用，来模拟不同街区对某设施的互相竞争的需求。当需要布局的设施只有一
个，并为大型设施，而且人们对该设施的需求，能够用某单个均一的、定量
的指数——例如，需求与人口规模成正比——来表达时，机械模拟方法就很
有用。另外，所研究区内各个方向上的旅行可能性也须是均等的。只要有一
些简单的材料，按四个步骤就可求出最佳位址，图 ７．１ 也表示了这一方法。
１．在塑料、木材或金属制成的平板上绘出街区图，在代表各街区的地理
中心或人口中心的地方，打出相应的圆孔。
２．通过每个小孔穿上一根细绳，在板面中央把几根绳子系在一起，使绳
结位置能在图面上自由移动。
３．在板下面各绳子的另一头、分别系上与各街区的相对需求成比例的重
物。
４．将平板抬离地面，由于重物的作用，达到某种平衡状态，这时板面上
绳结所在位置，就是设施布局的最佳区位。随后，便可确定出距该区位最近
的建立新设施的可能位址。
除了已经指出的假设条件和限制条件外，这一方法还存在一

些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优区位将是不同街区之间的中心点。大量的需
求相对较小的街区，可以超过某单一的有较大需求的街区的拉力，这可视为
某种形式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不一定是社会意义上的圆满解决办法。而且，
如果该区域形状极不规则，最佳区位可能会跑到区域外面去。采用这种方法
也很难处理存在其他设施的情况，而且也不能用来同时布局两个设施。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机械模拟方法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其新异了。用它可
以很好地说明公共设施区位问题，并指出了一种位址选择的简单方法。但它
在实际规划中的用处，却是很有限的。关于该方法的应用及其局限，读者可
以参看 Ｓ．艾伦（Ｅｉｌｏｎ，１９７１）等、Ａ．谢伊（Ｓｈｅａ，１９６６）等人的文章。
２．相对需求方法
相对需求方法也采取比较各街区之间的需求水平的做法，但这种方法不
是在各街区取得妥协解决，而是在它们中间选出相对需求最大的街区。该方
法将各街区依需求水平进行排序，所以它可以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设施选出
相应位址。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测定各街区的需求。Ｅ．Ｊ．斯特利（Ｓｔａｌｅｙ，

１９６８）曾针对一般性游憩服务，提出通过比较某街区的资源和它的需求，估
计出该街区的相对匮乏水平。在其对洛杉矶城（美国）的研究中，描述了这
一方法。他用由若干变量组成的指数，反映资源和需求的大小。但这些变量
使用的单位并不一样，所以斯特利用 Ｃ－值方法（Ｊ．Ｐ．吉尔福德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１９５６）将它们换算为某种形式的标准值，这样一来，就可以对原先用不同单
位表达的各变量，进行综合、比较。求得人均游憩业从业人数、人均游憩中
心数、以及人均公园面积等变量的 Ｃ－值，并将其相加，即为资源指数；再求
得青少年人口密度、平均收入、青少年犯罪率等的 Ｃ－值，加和得到需求指数。
各街区的资源指数，减去其需求指数，即可得到各街区的相对需求水平，并
将其依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Ｌ．Ｇ．伊克洛伊德（Ｅｃｒｏｙｄ，１９７２）在其为加拿大国家旅行局（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ＣＧＴＢ），即现在的加拿大国家旅游局所做的工
作中，提出了确定需求水平的另一种方法。伊氏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确定，在
美国有哪些地区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潜在旅游市场，以便在那里建
立 ＣＧＴＢ 的派出机构从事旅游推销。
伊氏首先将美国分成若干区域，搜集各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特征资料，并
收集上一年度从各区域驾车访问加拿大的旅行人数。运用这些资料，他建立
了一个多元回归方程，用来预测到加拿大旅行的车队数。他发现有四个独立
变量具有显著的预测意义，即 １）从该区域到加拿大的平均距离；２）该区人
口；３）该区的有效购买力，以及 ４）该区内的零售总额。
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后，伊氏运用它预测了各区域未来的游憩旅行水
平，并将预测值同观察值相比较。那些预测值远远大于观察值的地区，说明
那里存在着尚未开发的旅游增长潜力。如果这些地区还没设立过 ＣＧＴＢ 的分支
机构，伊氏认为这些地区可以作为将来设立这类机构的候选地点。
相对需求方法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忽略了成本要素。在不同的地区建
立新的设施，由于各地区的土地成本，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的
不同，往往造成设施的成本的不同。为此，对相对需求方法，要补充两种测
定：一是效益－成本比的计算，二是净效益的计算。
效益－成本分析（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ＣＡ）方法，是公共设施布
局中比较完善、讨论得较多的一种方法，因此我们在此不想多作讨论。我们
只从公共设施区位的角度对其作些分析，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 ＢＣＡ 有三
个主要缺点。首先，它没有体现出空间关系。尽管可以用它来比较不同区位
的不同设施，但是它没有直接对空间差异、空间关系和空间依赖进行分析。
另外，它忽视了各地区、各社会群体间的效益与成本的分配问题，说得更准
确一点，它假设了各地区、各群体间的效益与成本的分配是一致的。最后，
ＢＣＡ 的目的仅在于分析纯粹金钱意义上的效益和成本。虽然经济学家和经济
地理学家也从设施的非货币角度，提出了某些替代量，但这些非货币价格的
表达，在实际规划中效果并不理想。用过去所用的金钱成本与效益方法，很
难表达出某些社会成本，如由于建立一座新公园致使某些人丧失私有土地而
给他们带来的懊恼和失落感。Ａ．马斯（Ｍａａｓｓ，１９６６）、Ｌ．Ｈ．克拉森（Ｋｌａａｓｅｎ，
１９６８），Ｍ．Ｇ．奥斯汀（Ａｕｓｔｉｎ，１９７４）等人，曾就 ＢＣＡ 方法在位址选择中的
应用，作了详细的讨论。
对 ＢＣＡ 方法有一种改进，即可以用某些社会效用表达方法，例如服务人
数，来代替金钱效益，求得所谓的成本－效用比率。除了该比率表达的是每单

位成本的服务人数，而不是单位成本的单位效益外，成本－效用比率与上文的
ＢＣＡ 比率，没有什么两样。该方法除了用其他度量方法代替了用货币表示的
效益以外，仍未能解决用统一的度量单位表达不同类型的效益这一棘手问
题。因此，研究人员并不用英镑数或比索数，而用“人－单位”或其他方法，
争取能表达出各种效益。
净效益方法比较的是成本与效益间的算术差异，而不是它们的比值。这
一方法，我们在第五章讨论私人企业的位址选择时，已经提到过，Ａ．Ｇ．奥纳
克赫拉耶（Ｏｎｏｋｅｒｈｏｒａｙｅ，１９７６）也曾将之用诸公共设施区位的研究。奥氏
指出，为公共设施寻求最佳位址的规划人员，应该评价四个对效益有影响的
变量：即人口特征（数量、密度、出生率与死亡率、迁移模式）；社会特征
（收入、职业、家庭模式、种族结构）；技术特征（汽车拥有情况、通讯状
况）；以及居民对设施的可能反应的某些评价。
首先评价在任一区位或街区建立某设施后的效益，然后，估计出为建立
该设施所投入的资金及运行成本。这时，即可计算出各区位的成本与效益之
间的净差。那些净“效益”最大的地区，即可考虑优先发展。
净效益方法，存在几个比较大的问题。首先，该方法没有把空间关系直
接考虑在内。在实际分析之前，即已主观地或根据某些非专门模型，定出了
设施的潜在位址，因此，最后的结论不会优于这第一轮的位址选择。其次，
作者没有解释被转换成常用测定单位的不同效益，也没有解释这些效益怎样
同金钱效益进行比较。由于大多数社会项目和社会服务都意味着社会财富从
社会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因此，也有必要估计该项目的机会成本，估
计与每一种潜在发展相关的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研究人员不仅要弄清建
立、维持某一设施要花多少成本，还要弄清为了建立该设施社会必须放弃些
什么、哪些人将为该设施付钱、以及哪些人将从该设施中得到享受。
３．线性目标函数方法
线性目标函数方法，是遵循一种渐进程序求得问题的答案的方法。这种
渐进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了。不过，我们应该从一开始
就要明白，线性目标函数方法实际上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策略，而不是针对
某特定问题的特定方法。为了说明这一策略，我们可以较为简单的公共设施
的位址选择为例。一般可通过七个步骤求解。
１．首先确定设施布局地区的范围，明确边界、联系、节点、街区、以及
其他任何与该问题有关的空间关系。
２．定义该设施的目标，例如，使使用者旅行的距离最小。
３．用数学方法表达该目标。这一步称为“确定目标函数”。例如，针对
旅行距离最小的目标，该目标函数为：
n

Z j = ∑ Pi D ij

( 7.1)

i =1

式中 Ｚｊ ＝目标函数的值，该值应力求达到最小。
Ｐｉ ＝该设施服务范围覆盖到的第 ｉ 街区的人口。
Ｄｉｊ ＝第 ｉ 街区与第 ｊ 点（设施的暂定区位）间的距离。
ｎ＝街区数。
４．通过实地考察选出一个合适的设施暂定位址。
５．计算该位址（参照点）的 Ｚｊ 值

６．选择距参照点较近的另一点 ｊ，并计算出它的 Ｚｊ 值
７．在参照点周围继续选择新的 ｊ 点，计算其 Ｚｊ 值，直至发现 Ｚｊ 值最小的
点。该点即为最佳区位。
显然，如果用手工来做这项工作，肯定繁琐得很，因此，常常用一种称
为“线性程序”的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这一工作。线性程序在特定的约束
条件下，如预算限制，或最大设施量等，寻求最佳的目标函数。Ｒ．Ａ．沃德
（Ｗａｒｄ，１９６４）和 Ｐ．Ｇ．摩尔（Ｍｏｏｒｓ，１９６８）曾对区位问题的线性目标函数
方法中，有关线性程序问题及其应用进行了综述。
这一过程已很复杂，而大多数区位问题做起来比这个还要更加复杂繁
琐。常常有几个设施需要同时布局，而且，常需确定一个设施的特定的使用
者，因此，在使用某目标函数选出某暂定位址前，必须根据另外一个目标分
配函数，将各种使用者分配至不同的设施。这两项任务，即使用者的分配和
设施的布局，形成了另一种特殊的位址选择问题：布局－分配问题。公共设施
的布局－分配问题的研究案例，包括雷维尔和 Ｓ．Ｗ．斯温（Ｓｗａｉｎ，１９７０）、雷
维尔和 Ｒ．丘奇（Ｃｈｕｒｃｈ，１９７７）、Ｍ．Ｊ．霍奇森（Ｈｏｄｇｓｏｎ）和 Ｐ．多伊尔（Ｄｏｙｌｅ，
１９７８）、Ｉ．Ｍ．Ｌ．罗伯森（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１９７８）以及古德柴尔德和 Ｐ．Ｊ．布思
（Ｂｏｏｔｈ，１９８０）等人的工作。对古德柴尔德和布思的研究下面将作进一步叙
述。
几年前，安大略的伦敦市有 １１ 个游泳池，为 ４６０ 个街区提供服务。后来
市议会希望另增加两个游泳池。最好将这两座新游泳池放在什么地方，针对
这个问题，古德柴尔德和布思采用线性目标函数方法进行选址。他们首先对
现有游泳池进行了调查，发现现有游泳池的服务范围互相重迭很多。虽然人
们常常选择比较近的游泳池，但由于各游泳池的声誉不一，致使某些使用者
宁愿多走些路，舍近求远。这一现象使布局－分配模型的建立更为复杂。有很
多公共设施，如学校或消防队，其使用者的分配往往由某官方机构进行，人
与设施对号入座，产生一系列有效而互不干涉的腹地。而游憩设施则不一样，
它们的使用者不受官方干预，他们自己分配自己。
其次，古德柴尔德和布思认识到，不同的使用者到游泳池去的愿望并不
一样，因此，在建立分配模型之前，必须考虑到，使用者到游泳池去的概率
是不一样的。根据以前的研究，使用者的年龄是影响游泳率的唯一最重要的
变量。这就是说，应该根据年龄组将各街区的人口加以分类，对各个年龄组
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或概率。
有了这些考虑后，他们设计了一套两个步骤的求解方法。他们首先定义
了一个分配式，用以估计从特定街区到某指定游泳池去游泳的人数。该人数
是不同年龄组的规模、到游泳池的距离、以及游泳池吸引力的函数，表达如
下：
( ∑ a 1Pil )
l
I ij =
( 7.2)
∑ A k / D bik
k

式中 ａ＝年龄组 ｌ 中参与游泳的人的概率。
Ｐｉｌ ＝街区 ｉ 中属于年龄组 ｌ 的人数。
Ａｊ ＝游泳池 ｊ 的引力。
Ｄｉｊ ＝街区 ｉ 与游泳池 ｊ 间的距离。

ｋ＝所有游泳池的集，包括 ｊ。
ｂ＝经验估计参数。
根据上述方程，目标函数定义为：
Z min = ∑ ∑ I ij D ij
i

( 7.3)

j

该式的意义为，作者为两个新游泳池选出的两个 Ｔ 位址，将使所有泳客到所
有游泳池去的总旅行距离最小。
古德柴尔德和布思先将两个游泳池放在可能的点上，计算现有和将来所
有游泳池的 Ｚ 值。然后，分别稍稍移动两个游泳池的布局位置，再次计算 Ｚ
值。这样重复操作运算，直到找出 Ｚ 最小的点。
上述问题需有几种决策为前提，这些决策也是许多游憩性布局－分配问题
中共有的。首先，必须确定建造新游泳池的成本和预算约束。在上述案例中，
古德柴尔德和布思假设，在各位址的成本都大致相同，现有预算可满足所有
设计要求。如果这些假设不能满足，就必须在上述线性程序中增加某种形式
的成本约束条件。另外一个决策也与上述目标函数有关。人口是该目标函数
的一个分量，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决定用什么方法定义人口最好。在上述案例
中使用了加权的年龄组。在另外一些布局－分配问题中，我们也可使用日间总
人口或收入组规模等指标。另外还要决定，是使用现在人口数字，还是使用
预测人口数？如果使用预测人口数，那么怎样求得预测人口、在什么水平上
求得？另外，研究人员还要考虑到，随着新设施区位的确定，促使人们迁离
或迁至某些街区，从而对未来人口的分布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大小。
必须对距离变量加以定义。虽然使用道路网距离也许更为合适，但使用
得更多的还是直线距离。霍奇森和多伊尔（１９７８）建议，使用旅行时间这一
指标，他们还考虑到不同的旅行方式（特别是私人汽车与公共交通方式）的
影响。
古德柴尔德和布思通过观察，估计了游泳池的相对吸引力和各年龄组的
权重。估计设施的引力和使用者出行的概率，还可以使用其他许多方法。研
究人员应该比较一下，使用较好的方法所需成本与提高计算精度所得效益，
然后决定使用哪种方法最好。
４．最大需求方法
最大需求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设施应该布局在那些人均使用率最大的地
方。也就是说，潜在使用率最大的街区，具有最大的需求，至少也是对设施
的偏好最大的地区。该理论认为，当设施的布局使其使用程度尽可能大时，
从整体上说，社会从该设施得到的效益最大。最大需求方法的基本步骤，包
括以下几点：
１．确定几个可能与设施内活动的人均参与率有较强关系的社会—经济变
量。
２．作图反映社会－经济变量与人均参与水平的关系，将步骤 １ 中的各变量
皆加以类似处理。图 ７．２ 即为其中典型一例，这

图 ７．２

最大需求方法中假想的收入－参与关系里将人均收入作为主要预测变量。

３．在研究区内测定各街区的人均收入。在图 ７．２ 中，绘出了三个假想街
区及与之相应的收入 Ｉａ ，Ｉｂ 和 Ｉｃ 。每一类收入与某个期望人均参与水平 Ｑａ ，
Ｑｂ 和 Ｑｃ 相关。根据选择最大需求区位的原则，应将街区 ｃ 选定为最合适的区
位。
关于这一方法，需作几点说明。首先，只有在确定了设施的使用与某些
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相对稳定、可靠单调的关系时，才可以使用最大需求方法。
如果它们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或者如果曲线在不同的区值间涨落起降，就
不可能选出某个最佳的位址。这一方法也相当粗略，因为它只是指出哪一个
街区可以布局设施，但至于在该街区内的哪一个具体位址上布局，它就无能
为力了。另外，如果研究人员要进行有效的比较，那么各可能区位上设施所
提供的活动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对 Ａ 街区的网球场
的需求、Ｂ 街区的游泳池的需求和 Ｃ 街区的游乐地的需求，进行对比研究。
最大需求方法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它假设人均参与率的不同仅
仅反映了需求的不同。如果这一差异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历史上的社会或经济
不均衡，或由于供给方面的差异造成的，那么最大需求方法将使原来供给较
充足的街区显得更充足。这不仅不会改变过去形成的不平等状况，实际上还
会加剧这种状况。
为避免这些问题，针对需求曲线的使用和解释，比格曼和雷维尔（１９７８）
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假定有 Ａ 和 Ｂ 两个街区，其间相隔一定的距离，可以作
出分别为两个街区所使用的某设施的需求曲线（图 ７．３）。Ｗａ 为 Ａ 街区的需
求曲线，Ｗｂ 则为 Ｂ 街区的需求曲线。某街区的需求曲线，反映了从该街区距
设施不同距离的地点对设施的需求，反映了随距离的增加期望使用的下降，
也反映了随距离增加使用者对该设施的支付意愿的衰减。
各街区还可将其他街区的需求曲线解释成为自己的供给曲线，该曲线反
映 了 其 他 街 区 的 设 施 在 距 其 一 定 范 围 的 距 离 内 ， 愿

图 ７．３

按需求水平决定位址选择（据比格曼和雷维尔，１９７８）

意提供的服务量。因此，上述两条曲线可以视为每个街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
曲线，而且还代表了各街区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些曲线显示了在何等程度
上，某街区愿意为某给定区位上的设施支付钞票，并使用该设施。两条曲线
交叉的地方 ｄ，对两个街区来说，使用水平都为 Ｙ，这是一个达到平衡的水平，
表达了两部分使用者之间达成的妥协。实际上，这一方案是理想的帕雷托
（Ｐａ－ｒｅｔｏ）最佳方案，——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对双方都无损害的位址了。
图 ７．３ 所绘的 Ａ、Ｂ 两街区的需求曲线几乎相同。但是，如果某个街区更
为富裕，相应地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其需求曲线就要向外移动，即该街区
的居民愿意为某给定使用水平，旅行更远的距离。假设移动后的需求曲线为
Ｗａ ，观察一下它与 Ｗｂ 的交叉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发现，平衡点的区位向
欠发达的街区移近了些，并使总的供给水平提高。
遗憾的是，这一理论模型仅局限于两个街区这一简单情况的讨论。今后
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使这种按需求水平决定位址选择的方法更为一般化，可
以适用于两个以上的街区，并在实践中运用一般化形式，解决实际的设施布
局问题。
５．直觉方法
在线性目标函数方法中，有一步骤即为：通过考察选出最初的参照区位
以供比较。这一步的目的，就是帮助计算机在整个区域中找出最佳区位。线
性目标函数方法只有通过一点一点地变化设施位置，检验各种不同的布局和
分配方案，来寻找最小解。另外，计算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因此，研究人
员不一定能够找到最佳区位。研究人员常常必须指出某个可能地点，这个地
点即使不能反映整个区域的绝对最小解，至少也可反映某可能地区内的当地
最小解。
只要看一下下面的数字，我们就会意识到，寻求绝对最佳解是多么困难
了。迪伊（１９７０）曾试图为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美国）的十七座游乐地，
确定最佳区位。他将游乐地分成三大类，而且可能的位址也局限在二十个特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个结果，才能知道哪一个结果为最优解。即使对一个很小的布
局－分配问题，如果人们坚持要求出绝对的答案，那么该项工作也可能极其浩
繁。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在计算机和数学算法的无可辩驳的威力和怀疑论、
无用论的意识之间，培养一种平衡感。
为了寻求这种平衡意识，有些研究人员探讨了人类智慧辅助或甚至与计
算机一起完成区位决策的可能性。艾伦等人（１９７１）曾经检验了下面两种结
果：针对五十个客源地和两个、三个、四个和五个设施等不同情况，比较让
计算机随机选择起始点，计算得到的布局方案和以训练有素的规划人员选出
的点为起始点，计算机计算得到的方案。结果表明，针对两个设施和三个设
施的情况，用直觉选择起始点，并没有什么优点，但是，对有四个或五个设
施的情况来讲，用人工辅助的结果就比光靠计算机单独算出的效果好。
Ｊ．Ｂ．施奈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７１）曾做过一个更有趣的检验。在城市区内
行车事故模式一定的条件下，他检验了急救医疗设施的布局问题。施奈德先
把街道图、速度限制、车祸概率的分布情况、以及关于选择最佳区位标准的
说明等资料交给被试人员，然后要求他们对一定数量的急救中心加以布局，
使旅行的时间最短。一般情况下，被试人员能够比计算机找出更好的位址（旅
行时间更低的位址）。

仅仅依据这个实验，就轻易地否定线性目标函数方法，并不足取，但上
述实验确实说明，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或规划人员有见地的观点，往往可以
为我们带来可以接受的答案。考虑到人工判断的代价那样低廉，而建立、推
导、解答某个复杂的线性方程的代价又是那样巨大，直觉方法常常也许更受
欢迎。

五、本章小结
公共设施区位是一个重要的规划问题。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已建立、
运用了一些方法，但将来我们还要对这些方法的建立、修正、检验，做更多
的工作。下一代地理学家将要涉足的位址选择方法，很可能是进一步发展我
们曾经探讨过的方法，尤其是追求更精确、更系统的直觉方法。在最近一段
时间内，地理学家需要加以研究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点：
１．用于布局公共设施的目标因子，常常是对模糊的公共福利概念的定量
表达。这些定量目标的用途和可靠性，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们的有效性
却不一定有把握。总的来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为一般社会服务业所选定的
目标，对特定的游憩服务业来说，并不一定最好。如果直接根据游憩理论，
或根据某个游憩业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的正统说法，来选择定量目标，就有
可能得出更精确、更有效的目标定义，并最终导致更为有效的游憩系统。
２．对目标的完善的表达，也有助于得到完善的公共游憩设施的分类。完
善的分类体系是规划和管理公共设施的指导方针，也将促进特定类型设施的
区位模型的改进。应该根据设施的目标、设施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以及
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铁路一类的线性设施与自然风景一类的点状设施；室
内设施与户外设施），决定其分类体系。
３．目前为止，我们对游憩者自我分配模型的研究还很不够。大多数分配
模型将使用者分配至最近的设施，但是，对于游憩现象来说，使用者可以不
受任何束缚，自由地安排他们自己。因此，分配模型应该将这一特点考虑进
去。古德柴尔德和布思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工作，应该对此加强研究。
４．公共设施规划常常包括在不同时间内，布局若干不同设施，因此，我
们必须在区位模型（即布局模型）中，增加一项时间分量。光知道在哪里修
建设施还不够，我们还应能够对设施建设，做出最佳的顺序安排、时间安排。
５．总的来讲，游憩设施要比许多其他公共设施，如消防站、学校、或警
察署等，更加形式多样。因此，我们还需确定游憩设施的多样性对它们的布
局决策的影响。目前已有的方法，差不多都是针对同样设施、或可互相替代
的设施的。我们对设施间的差异，包括设施规模和格局间的差异，对区位模
型的有效性有什么影响，还知之甚少。
６．最后，对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加以比较，可以帮助我们确
定每种方法的相对成本和效益。有一定的证据说明，直觉方法在成本上是最
合算的，但我们还需对各种方法的有效性和功效，进行更多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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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旅行的规范研究

游憩旅行会给社区生活带来许多变化。旅游者带来了金钱，也带来了观
念；他们需要在旅游区内吃饭、住宿、娱乐。当旅游区内的资源用来满足旅
游者的需要时，另一方面资源的可供性对当地居民来说，将起变化。在为旅
游者提供服务时，产生了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在给当地创造财富的同
时，也会产生社会问题。
社会科学对游憩旅行的促进作用与限制作用的研究，为数不多。造成这
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研究人员提出旅行与旅游的最佳发展水平之
前，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复杂。另外，政府领导人必须根据社会的价值观和需
要，而不是根据旅行影响的科学分析，对有关旅行问题的发展水平作出决策，
这也是资料短缺的一个原因。
本章旨在提出、讨论在作出为旅游和旅行发展确定某个目标、或提出某
些限制的决策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人员研究这些基本问
题，就可以使决策者的工作更容易、使他们的行为更明智、更合理。本章不
再像前几章那样把重点放在特殊方法上。由于要讨论的问题涉及范围很广，
而分析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更是五花八门，因此，我们将把主要篇幅局限于区
分并讨论与旅行的规范研究有关的基本问题上。
这些基本问题是指旅行对所在区域的不同类型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分
为三大类：（１）经济效应；（２）社会效应；（３）生态效应。下面将分别对这三类
问题进行讨论。最后，本章将对影响这些效应的性质和程度的因素作一综述。

一、经济效应
游憩旅行在三个水平上——地方、区域和全国——引起经济的增长。不
同的水平之间，其增长的幅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分别对其加以研究。
一般来说，由旅行引起的任何一级水平的变化，都是可预测的。这些变化，
包括某些经济部门中，就业和收入的增加，但是旅游发展取得的效益，有可
能部分地、或全部被不同的成本，包括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以及社会和文
化问题等所抵消。这方面的研究，即旅游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包括：格雷
（１９７０）、Ｍ．彼得斯（Ｐｅｔｅｒｓ，１９６９）将旅游作为国际发展和贸易的影响因
素的研究；乌马（１９７０）在东非、Ｍ．Ｆ．邦德（Ｂｏｎｄ）和 Ｊ．Ｒ．拉德曼（Ｌａｄｍａｎ，
１９７２）在拉丁美洲、Ｂ．Ｇ．琼斯（Ｊｏ－ｎｅｓ）和戈德史密斯（１９６９）在波多黎各，
都 从 全 国 性 水 平 对 旅 游 的 经 济 影 响 进 行 了 研 究 ； 另 外 ， Ｄ．Ｍ． 亨 德 森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５）在苏格兰的大泰赛德区，Ｗ．Ａ．斯特朗（Ｓｔｒａｎｇ，１９７０）
在美国威斯康星的多尔县，对旅游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
１．就业
旅游者需要道路、机场、宾馆、快餐店、礼品店、以及其他许多设施为
他们服务，而这些设施则需要工作人员。必须聘请人员规划、设计、建筑这
些设施，然后需要雇佣工人操作、保养这些设施。旅游设施还产生了相关的
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如出租汽车司机、导游、解说员等，这些工作机会都
是旅游发展的直接结果。旅游发展还带来了间接的或诱发的就业的增加，例
如饭店的增加，意味着从事于农业生产和食品运输业人员的增加；宾馆各台
部需要办公、金融和保险业务为之提供服务；礼品店则为手工艺人和制造业
主带来新的生意。
２．收入
新的就业机会要为新的货币所支持，这就意味着得到这些工作的人有了
新的收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旅游业为某些地方的经济增加了财富。然
而，从更大范围来讲，旅游业只不过使现有财富在社会集团和地理区域之间
发生了循环。与采矿业等第一产业，或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不同，旅游业实际
上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只要比较一下随着旅游者的旅行，货币从一个地区
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这种效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某个地区的获得，意味着
另一地区的丧失。
为了估计某个地区财富的增加，就必须估计出当地旅游者和非本地旅游
者的数量和消费情况。常常按旅游业的特定部门，如接待业、餐饮业、交通、
旅游商品销售等，来估计消费情况。
对于某些目的地，尤其是由游船或飞机输送游客的岛屿，还需将旅游者
分成不同的类群。例如，可以将进入某加勒比岛屿的游客分成：１）在岛上滞
留一夜或一夜以上的游客；２）在该岛稍事停留的旅游客机或游船上的机组人
员和船员；３）在游船上过宿的游客等几类。主要由于游客在该岛停留时间长
短不一，各种类型的游客对当地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些光顾饭店、商
店、夜总会和其他旅游设施的当地居民，构成旅游业另外一部分重要的主顾。
３．增殖效应
旅游者在旅游区内花掉的钱，许多进入当地旅游企业的腰包和银行帐
户。然后，这笔钱以工资、商品供应、保险、纳税等形式又被花掉。旅游者
每一次花费，就会在当地经济领域引起一次或大或小的额外花费波动，这一

波动称为增殖效应。所谓增殖效应，是指由某一定游客消费水平引起的额外
花费或新就业机会。较大的增殖效应意味着，某一水平的消费，引起了相对
较大的附加经济活动。如果从区域外部购买商品、或要偿还贷款、或交纳税
金，使货币“外流”，增殖效应就将降低。可以用数学方式定义增殖效应：
△I
M=
( 81
.)
△T
式中 Ｍ＝旅游增殖效应。
△Ｉ＝旅游消费的某一变化引起的收入变化。
△Ｔ＝旅游消费的变化。
计算增殖效应，首先要逐项列出该经济中旅游部门之间以及其他所有部
门的消费情况，然后，运用更为复杂的矩阵代数，将这些商品流通转换成增
殖效应。虽然可以运用原始资料计算得到增殖效应，但许多研究人员更喜欢
根据前人的研究，估计增殖效应。如果已经计算出某经济增殖效应的大小，
而某发展水平又与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可比性，那么，运用原始增殖效应来估
计发展水平，可以大大简化对经济效应的评价。当然，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
即计算原始增殖效应时的环境条件，与我们应用已估计增殖效应时的环境条
件，可能大相径庭，因此，最后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无效的。不过，许多研究
人员从实践中得出的看法是，估计增殖效应的潜在用途非常之大，完全值得
冒上述风险。经济增殖效应的应用研究的例子，包括斯特朗（１９７０）、Ｊ．Ｍ．
布赖登（Ｂｒｙｄｅｎ，１９７３）、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全国委员会（１９７５）、Ｂ．Ｈ．阿
切尔（Ａｒｃｈｅｒ，１９７６）和 Ｍ．汉纳（Ｈａｎｎａ，１９７７）的工作。
除了获取足够的资料、具备必需的方法能力等问题外，希望为旅游增殖
效应建立精确的估计方法的研究人员，还面临着其他几个棘手的问题。首先，
作为计算△Ｉ 的基础的收入估计，常常包括付给在旅游业中工作的外国员工
和外国投资商的利润、工资和利息。对许多大型项目来说，很难区分出谁是
最终投资者，而他们当中经常包括很大比例的非本地资本家。与增殖效应有
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常以机会成本——即经济部门将资金花在旅游业而
不是其他类型行业上时所蒙受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的假设为基础。这个
假设对于旅游业收入仅占其中一小部分的综合性的、大规模经济来说，也许
可以成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行不通。另一个假设是，需求、物价
及消费模式是一成不变的，这样一种假设显然更是站不住脚。鼓励旅游业增
长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促进经济的变化，因此上述假设不啻是自相矛盾。
随着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和收入的改变，随着消费模式的变化，反映经济交
换的系数也要发生变化，增殖效应必然跟着发生改变。如果大多数新的财富
流进高收入阶层的腰包，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会期望提高其消费水平。
高收入阶层比其他收入阶层，更趋向于购买进口商品，使流出当地经济的货
币数目增加，导致增殖效应的下降。
增殖效应是一个费用大、较难计算、稳定性差的统计指数，研究人员如
此关注这一指数的原因在于，如果忽略增殖效应，必然会丢掉旅游的真实效
应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４．其他效益
从旅游业中获得的最常见的效益，便是收入增加和创造就业机会，但在
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获得其他效益。如果游客流量达到一定水平，当地的
基础设施（道路、公用事业等）也会有显著扩大。如果扩展至一定程度，有

可能产生规模经济。因此，比起没有旅游业的情况，公路网、发电厂、飞机
场等的单位造价可能降低许多。布赖登（１９７３）在其加勒比海地区旅游发展
的研究中，简单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旅游业的增长，有时可以引起某些外部条件的变化。例如，营造宾馆和
其他设施，需要大片土地，会引起地价的上涨。地价上涨鼓励了地产投机商
投身于地产经营，引起土地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高价地产的获利者，当然是
那些土地所有者和土地开发者，也许还有从高额土地税中获益的当地政府。
一般地，由于这些利益只使已从当地经济中获益的人获益，因此它没有受到
重视。不管怎么样，对某些人来说，它确实是一种利益。另一方面，上涨的
地价可能迫使小土地拥有者背井离乡，也使某些私人不能为他们自己营构一
座落脚的小巢——这方面的代价，也不应忽视。
５．开发成本
作为旅游的前提的设施，要花成本，通常是很大一笔钱。这些成本包括
地皮、材料和劳动力。这笔总投资可能很大，所以，一般要通过银行贷款才
能解决。除了这笔投资本身外，我们还要加上贷款的利息，才是总成本。有
些项目，为了得到必需的资金，还要利用外国投资，而利用外国贷款，意味
着有一笔钱回流到投资者手中，而且由于投资商常常希望以原来的货币形式
偿还贷款，所以还要在总成本中加上外汇兑换的成本。如果兑换率变得（对
借贷者）不利，这笔成本会突然上升。
６．运行成本
开发成本不过是所要支付的第一笔开支。随着设施竣工，开张营业，随
之而来的是工资、奖金、公用事业、保养、商品供应、保险、纳税等一系列
开支。这些成本一开始就可能很高，随着时间而趋于上升。随着工龄增加，
员工们希望得到加薪；设施使用时间越长，保养费越高；商品供应和服务成
本也趋向于与时俱增。
７．机会成本
旅游设施的开支还不止开发与运行成本这笔钱。在该设施上花了这笔
钱，意味着其他方面就得不到这笔可观的钱了。这一去不复返的机会的价值，
代表了某项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成本。只有当选定的项目，赚回了比失去的
机会所值的成本更多的利润时，才能表明原先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如果
这笔钱可花在其他能赚回更多纯利润的项目上，那么，原先选定的项目就不
是最好的投资。
不过，机会成本并不容易估计。研究人员首先要确定失去的机会，然后
需要对每一个机会的毛利润和总成本作出预测，再用它们求出纯利润。接着，
必须计算纯利润随时间的分布，并适当打折。最后，将这些数字同已经打折
的选定或暂定项目的纯利润相比较，得到总的机会成本。Ｒ．沃恩（Ｖａｕｇｈｎ，
１９７７）曾经详细讨论过与机会成本和旅游开发有关的测定和定义问题。
８．风险与不确定性
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是一种成本，因为它们导致贷款的利息升高，使贷款
的附属担保品增加，保险增加，规划内容增多，或使扩展和增长的可能缩小。
风险和不确定性都是会引起实际财产损失的未知条件。风险与不确定性不
同，因为风险可以用某种客观的概率形式来表达，而不确定性则没有已知的
概率。
旅游业对这两种成本尤为敏感。地方上的经营者常面临着旅行市场上兴

趣、时尚和口味的变幻莫测的变化：遥远国度里可支配收入的波动，也会影
响到旅游胜地区域的经济的风雨阴晴；燃料供应和成本的不确定性，则对飞
行旅行的人数和到较远目的地旅行的人数，起着负作用的影响。
外国投资商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地政治的不确定性，冒着将来
企业被收归国有的风险来投资。另一方面，当地的政治领导人也面临着来自
外国政治领袖、政治事件和来自多边合作的不可预测的压力。旅游业是一项
非常引人注目的产业，所以它常常成为劳工暴动、政治示威、甚至恐怖活动
的目标，例如，可参见 Ａ．斯坦奈克（Ｓｔｅｉｎｅｃｋｅ，１９７９）对爱尔兰共和国旅
游业的分析。最后，天气、地震、甚至野生动物等的难以预测的变化，也会
给当地的旅游胜地带来不利影响。

二、社会效应
比起经济效应来，有关旅游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问题则更难阐
述，其原因部分在于，人们对社会变化的感应，与人们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因此这种感应是定性的，主观的。即使人们一致认为社会发生了变化，也很
难证明这些变化是由旅游引起的，要决定这种变化是喜是忧，更为困难。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１９７６）、柯恩（１９７２）和 Ｊ．杰佛里（Ｊａｆａｒｉ，１９７４）
曾对某些可能由旅游引起的、比较常见的社会变化作了区分和描述。
１．示范效应
旅游者不仅给旅游区带来了金钱，而且还可能带来诱惑强烈、触目可见
的“消费者”生活方式。在珠光宝气的大城市里，旅游者及其消费习惯也许
不会引起市民特别的注意，但在未见过大世面、经济落后的地区，旅游者的
招摇过市，不仅耀人眼目，而且具有冲击效果。食品、饮料、地方文化、当
地服务业、纪念品、以及其他所有旅游区内向游客出售的商业享受，会在当
地居民中间，树立起比传统生活水准更高的物质享受的风气。这种风范可能
导致所谓的示范效应现象。
示范效应的表现形式，可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由于当地人把钱更多
地花在购买物质享受上，当地人就不会像旅游者到来之前那样，积蓄钱财，
并把它们放在投资上了。请注意，如果这些物质资料都来自进口，那么，示
范效应就会破坏当地经济的收支平衡。
示 范 效 应 也 有 可 能 产 生 所 谓 边 际 人 的 社 会 混 血 儿 现 象（ Ｉ． 普 雷 斯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杰佛里，１９７４）。所谓边际人，是指接受并力求推进旅游者的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当地居民，他们常常并不能如愿以偿，但由于他们的尝
试，他们常被其同胞视为当地价值观的“叛逆者”。他们变成处于两种文化
之间的人，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际。
造就了边际人的外来影响，也可能会带来，或被感应为带来某些其他社
会问题。例如，卖淫、赌博、酗酒、以及吸毒等现象的出现或增多，也可能
是随旅游者的到来而出现的。Ｌ．Ｒ．麦克菲特斯（ＭｃＰｈｅｔｅｒｓ）和 Ｗ．Ｂ．斯特兰
奇（Ｓｔｒｏｎｇｅ，１９７４）发现，在佛罗里达（美国）的迈阿密，旅游人数的变化
与谋杀、强奸、以及其他暴力犯罪事件的变化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
旅游者在旅游区内所表现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绝不会在他们回家
以后继续保持下去，因此示范效应是个颇具辛辣讽刺意味的现象。虽然如此，
这种暂时的、放荡的梦幻境界仍被视为理想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典范。不过，
对示范效应的广泛流行尚没有多少有力的经验性证据。为什么在某些文化里
会产生或引起示范效应，而在其他文化里却不，其机制尚不清楚。应该进一
步分析研究，弄清这一效应的本来面目。Ｒ．纳克斯（Ｎｕｒｋｓｅ，１９６２，１９７０），
泰勒（１９７５）和 Ｄ．Ｊ．格林伍德（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１９７６）等人已对这一现象进行
了初步研究。
２．社会分层与社会化
旅游的发展可能会引起社会集团间关系的变化。在不发达国家里，新兴
的旅游业会给该国带来新的职业和财富，使各职业集群的就业人数和就业类
型，及其收入来源都有所变化。这些现象反过来进一步改变了各种职业、各
收入社会阶层的形成基础。
示范效应和社会秩序的改变，导致了明显的消费现象。人们不再在家庭

和亲友关系中，或通过与自己同一职业的其他人的合作，来追求社会认同和
地位，他们相互竞争的焦点，变成看谁能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家庭规
模缩小了；与从前相比，结婚年龄变得越来越没个准；随着人们在新的区位
寻找新的工作，人们的流动性增加了。
青年人容易接受由旅游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而家庭中的老年成员多仍
坚守旧的传统观念不放，这时代沟就会出现。当子女离开原来家庭，到很远
地方去建立新的、小型家庭时，老年人越来越不被人们重视，代沟的影响就
更大了。有时候，在旅游带动的经济中，家庭企业变得越来越赚钱，或家庭
遗产（尤其是不动产）价值升高，这时同胞相争的事就会增多。随着妇女在
家庭之外找到工作，尤其是第一次找到工作时，家庭生活和夫妇关系就必须
作出调整。
这些变化的长期走向，取决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不管是变化的发生，
还是对变化的理解，都不是一蹴即就的事。自然，对任何地方而言，这些都
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必由之途。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旅游业表现出的不
同是，它产生的问题更为突出。过去，对许多产业来说，人们常是或多或少
自愿地离开乡村地区，寻求工业发展的利益，愿意为社会进步付出代价。可
是对于旅游业来说，不管你是否欢迎，进步发生了，令人猝不及防。在纷至
沓来的工业发展、不动产投机，以及社会责任感的重新规定的浪潮中，在毫
无先兆的情况下，桃花源式的乡村生活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普雷斯（１９６９），
Ｐ．Ｆ．麦基恩（ＭｃＫｅａｎ，１９７３）、格林伍德（１９７６）和 Ｒ．Ｂ．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７８）曾撰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
３．自尊
外国对于旅游者的吸引力在于那是“国外”——在那里有着与人们所熟
悉的地方和景色不同的东西。然而，对旅游者来说非常新奇的服饰和风俗，
对在那里安居乐业的人们来说，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必不可少的
东西。旅游投资商，尤其是那些非目的地国家居民的投资商，常常对当地传
统文化的认识不足。在寻求有利可图的旅游产品时，宗教信仰、传统服装、
世俗庆典、以及其他许多传统文化，都可以转变为旅游商品。遗憾的是，伴
随着某种文化和人类精神的商品化，产生的自尊的丧失，不仅是旅游的副作
用，而且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甚至会触发暴力事件。
在旅游评价研究中，对自尊的丧失的科学分析和科学测定，是很重要的，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发达国家工作的、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对一
小群志愿抽样人群，运用一套复杂的测验方法，或许可以确定出与自尊心有
关的变化和问题。但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各种情况均属不同的地方，面对成
千上万的样本，研究人员怎样才能运用上述针对特殊情况的分析方法呢？实
际上，我们在旅游文献中，找不到关于人格问题的评价，或抵制、防止人格
丧失的方法等方面的文章，但还是有一些研究人员、至少已经认识到这些问
题的重要性。这些包括 Ｗ．Ａ．萨顿（Ｓｕｔｔｏｎ，１９６７）、Ｒ．安则拉－贝坦考特
（Ａｎｚｏｌａ－Ｂｅｔａｎｃｏｕｒｔ，１９７２）、Ｒ．施温斯基（Ｓｃｈｗｉｎｓｋｙ，１９７３）、约翰逊
（１９７８）和巴特勒（１９７９）等。
４．文化复兴
成群结队的游客来到异国他乡，并不意味着必然对当地人的尊严造成损
伤。通过建立和再现对他们自己历史的骄傲感，当地居民也可以对旅游者施
加影响。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欣赏，以及当地人对保持当地地方特色的需要，

刺激了当地纯真的手工艺品、文学、舞蹈、音乐、戏剧、礼仪、风味食品、
服饰等的复兴。
文化的复兴，也会导致对纪念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修葺，以及对重要
景观的保护。如果不是为了旅游者的观赏，这些景观也许就在默默无闻当中
逐渐湮没了。由于游客光顾，逐渐增多的使用使设施损耗加剧，使人们很快
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很快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５．憎畏感
憎畏感，即对陌生人的畏惧，是随旅游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而产生的，因
为这些社会变化使当地老百姓难以容忍。除了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几类变化
外，还有几种条件会导致憎畏感的产生，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涌涨现象。市场、
公路、商店、以及游憩设施等场所的拥挤，会慢慢地、持续不断地在当地居
民中间，引起越来越多的抱怨。有些设施，比如海滩，最后可能变成不愿吸
收新成员的旅游胜地，只对原来的老顾客开放。以前的公共开放空间，现在
变成禁区，更加激怒了在当地居住已久的居民。
从更普遍的角度说，憎畏感可能是由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失落感所引
起。家庭结构、与其他居民的关系、生活节奏、甚至连体育锻炼的轻松感等
方面的变化，都使居民们幡然省悟到，他们不再像以前他们想象的那样“自
由”，那样“重要”了！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规划工作和分区而治的需要，
为了管理土地销售和工业扩展，为了利用新的税收的好处，地方政府官员的
人数就会增加，形成更大规模的政府机构，从而导致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丧失。
外国投资附加的各种约束条件也会引起当地人的无助感。这些约束条件
包括：要求从投资国进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在当地商店中出售；要求为向投
资国的出口提供优惠贸易条件。投资国还可能试图对当地领袖施加影响，为
将来的外国投资创造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而不顾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在极
端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引起报复行为、有的是市民的暴乱、有的是政府没
收所有外国企业。萨顿（１９６７）、安则拉－贝坦考特（１９７２）、施温斯基（１９７３）、
杰佛里（１９７４）以及巴特勒（１９７９）等曾对有关憎畏感问题作了阐述。

三、生态效应
评价冬种形式旅游发展的环境效应的方法，已较完善，因此我们在这里
不准备对环境影响评价作更多的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下列材
料：自然保护国际联盟（ＩＵＣＮ，１９６７）、Ｒ．Ｊ．劳埃德（Ｌｌｏｙｄ，１９７０）、Ｊ．Ｅ．
萨切尔（Ｓａｔｃｈｅｌｌ）和 Ｐ．Ｒ．马伦（Ｍａｒｒｅｎ， １９７６）、Ｊ．洛匹兹·德·塞巴
斯蒂安（Ｌｏｐｅｚ ｄｅ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１９７６）以及 Ｇ．沃尔（Ｗａｌｌ）和赖特（１９７７）
等。旅游发展对自然环境有五个不同方面的影响：１）土壤，２）植物，３）动
物，４）水，５）噪声。与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一样，环境效应也可分为有益
影响，有害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
１．土壤
频繁使用某个地区，往往会引起该地区的土壤板结，土壤板结又会引起
表面植物的改变，并使雨水和融雪水径流流失增加。虽然汽车轮胎的碾压也
是个重要原因，但土壤板结往往是由众多游客脚踩足踏形成的。人足践踏和
车辆辗压对土壤结构的压力是不一样的。除非脚上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单位
面积内人造成的压力总比车辆的压力要小得多。人的足底除垂直压力外还有
一种掀动作用，使表土发生移动，而车辆则引起横向推力，形成车辙，此外，
行驰中的车辆，有一股后纵向力，使得车后尘土飞扬，碎石四迸，而其前纵
向压力，则在沥青或土石路面上形成一系列的半永久性的波痕。
人类活动也会改变土壤的成分。环境污染物和废弃物通过表面物质的渗
滤、液体的泄漏、或固体物质的物理混合作用，增加土层中的化学成分。在
犬马、其他动物经常出没的地区，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和营养物会有所增加，
但这点好处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有机物的分解，会使草皮枯死，动物排泄物
也对景区风景有伤大雅，空气受污染，而且还可能有疾病、寄生虫病的侵扰。
径流量的增加，会引起水土侵蚀的增加，对路基和建筑物地基有所损害，
使宝贵的表土层流失。侵蚀作用还会使陆地水体的污泥沉积增加，使水质下
降，并有可能导致某些水生生物消失。
２．植物
人类在某开放空间内的频繁活动，会对植物种类的多样性、总生物量和
正常生长带来不良影响。人为践踏能直接损坏草木生长；土壤板结改变了当
地的小气候和水分平衡，也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当地生物群落内这些细小的
变化，最终可能导致其他物种的消失，继而导致生命力较强，但观赏价值、
经济价值都不太高的次生植物的侵入。
由于采摘野花野果，或者由于采撷者的移栽，会造成某些植物的消失。
还有一个问题不大被注意，但却有很大的潜在影响，那就是造园家从国外引
进某些植物。通过物种间的竞争作用，引进的植物很可能自然扩散，取代某
些土生种属。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造园家一般只将它们作为观赏植物来栽培，
异常娇贵，在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存活尚且困难，更谈不上种属竞争。
３．动物
人类的接近，对大多数野生动物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有可能，它
们总是对人类退避三舍，不与人类接触，如果不可能，它们要么适应人类的
存在，要么走向灭绝。地面植被的消失、水质的改变、湿地的疏浚和淹浸、
以及噪音的增加等，都对动物有所影响。除了动物的自然消失外，人类的压
力增加了动物的疾病发生率、改变了动物的捕食习惯、干扰了它们的交配行

为。如果不加控制捕杀野生动物，也会对当地该类物种的数量，产生严重影
响，例如，在靠近海滨胜地的水域内，过度捕捞鱼类和贝类供给宾馆饮食业，
对当地水生生物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跟植物一样，也可以将动物引进到某个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供动物
园、水族馆之用，以及作为狩猎区或垂钓区内的猎物用，但在开发度假别墅
时，也可从景观美的角度，引进动物。在少数情况下，如果当地自然条件适
宜，放生或自逃的宠物小动物，也能在当地自由自在地生存。
４．水
水对人类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旅游业的生存来说，水同样至关重
要。在考虑旅游业的环境效应时，人们常常把水的质量和数量，看得比其他
环境要素更重要。随着旅游者的增加，游泳池、空调、洗濯、淋浴、饮用、
污水处理、以及其他各种水的利用，都随之增加。对大多数用途来说，水必
须是淡水。因此，在某些沙漠或岛屿上的旅游胜地，尽管可能有很多咸水，
但随着持续不断、大量的旅游者的需要，可能会面临缺水问题。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发展，都要产生废物。如果废物处理设施不足，有些
废物最后只好扔到水里。含洗涤剂的污水和生活废水使水体中营养物增加，
促进藻类繁殖，水生植物生长，使某些鱼类死亡。人的排泄物也会使水中营
养成分提高，有可能引起伤寒、白喉症之类的疾病，对健康带来威胁。
垃圾、填土、以及从机动船和油船上排出的燃料油，使水体中增加了有
害的化学物质。在燃料油和其他工业化学品中，常常含有铅化合物等成分，
当这些化合物在水底沉积物中慢慢富集起来时，会给人类健康造成长时效的
威胁。
人们常用溶解氧量测定水质。溶解氧的高低，取决于能释放氧气的光合
生物量、从大气中吸收氧气的吸收率、缺氧的底层水与富氧的表层水的混合
状况、以及耗氧生物对溶解氧的需要等因素。石油渗漏和富营养污染会降低
溶解氧，使某些很有价值的鱼类遭受灭顶之灾。
最后，水温对水体中的动植物的数量和质量皆有影响。空调机和发电厂
排放出的热水，会使水温升高。当然，这些并不是仅仅由旅游业造成的，但
旅游业使这些活动更为普遍。在一定的范围内，较高的水温也有一定的好处。
热水可以用来作为宾馆或旅游设施内的补充供热源，也可促进某些鱼类（鲑
鱼和大马哈鱼除外）的生长。
５．噪声
旅游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最新的、研究最少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
是噪声。噪声来自于很多噪声源，包括交通车辆、夜总会和饭店、游乐园、
机场和建筑设施等。不可否认，与旅游有关的噪声在增加，但对噪声变化的
实际监测、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福利有何影响的研究，却屈指可数。已完成
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工业区内密集噪声对人类生理的影响这一问题上，
但也有少数研究是针对游憩车辆噪声对驾车人的影响的（Ｆ．Ｈ．贝斯 Ｂｅｓｓ 和
Ｒ．Ｅ．波纳 Ｐｏｙｎｏｒ， １９７２；Ｒ．Ｂ．钱尼 Ｃｈａｎｅｙ 和 Ｓ．Ｃ．麦克莱恩 ＭｃＣｌａｉｎ，
１９７１）。

四、变化的范畴
许许多多的变化中，哪一种情况会出现呢？这些变化对我们来讲是有益
的还是有害的呢？这要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变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变化的
范畴，在这一范畴里，我们对潜在的和实际的变化进行评价；对未来的形势
作出预测和决策。
当地经济水平和地方文化生命力是一个重要变量。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不仅能够容纳变化，比起某个经济文化落后，政治闭关自守、没有强烈使命
感的社会，甚至能够把变化纳入到有利于当地居民的生存发展的方向上去。
熟练的劳动力，可以为旅游业的发展补充就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劳动力
赋存情况，对社区是否能够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好处，有着很大的影响。如
果当地居民不能大量地直接从事旅游业，在旅游业中充当劳动者、规划者和
管理者，那么旅游业带来的变化，或者与他们失之交臂，或者按照他人的价
值观念，被强加在他们头上。
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之间的差异程度，影响着由游客引起的可能嬗变的
程度。肤色、服饰、语言等明显的差异，以及价值观、举止、宗教活动、社
交风俗等不明显的差异，也会引起二者之间的摩擦。
与当地居民相比的旅游者的数量、旅游者的滞留时间、以及旅游者与当
地居民间的空间作用（距离上的接近）等因素，会影响到当地居民对游客的
接受程度。一般而言，游客人数越多、停留时间越长，与当地人口的空间作
用越强，这样的影响就越大。但是，旅游者在当地停留较长的时间，与当地
居民有了较多的空间与社会交往，与当地社会已融为一体，引起的冲突或不
满就会很小；而那些停留时间不长、对当地社会不敏感的游客，就会引起较
多的麻烦。
游客的活动是可能引起麻烦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他们的活动仅局限在零
星购物、偶尔到悄无人声的博物馆蹓跶一圈、或者到私人海滩去晒晒太阳，
那么，他们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就是微乎其微了。但如果是人多声杂的旅游团，
为了浏览市容而突然涌入本已拥挤不堪的商业街；如果他们在举行宗教活动
期间，跑到教堂或寺庙里东张西望；如果他们为了拍照而干扰了当地工人和
手工艺人的工作；或者如果他们与当地居民争占交通车辆上本已不足的座
位，那么，他们造成的影响就不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主客之间的紧张气氛
必然会加剧。
由于殖民时期的活动和奴隶制度，在某些地区可能遗留了某些文化影
响。因此，外来的旅游开发活动，有可能被解释成为外国力量试图重新建立
旧时的压迫制度的企图，将受到强烈的抵制。
当地政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对可能的变化也有影响。不同的政
府及它们的经济、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对旅游
抱有希望还是敌视态度，对旅游发展的形式和影响，将有很大的不同。一国
的政策，反映了该国对有关鼓励外国游客进入该国旅游，或允许本国公民访
问其他国家的利害观，这些政策同样也有影响。在政府对旅游业不闻不问的
地区，与政府对促进旅游发展满腔热情的地区，其结果一定很不相同，再与
某个政府把旅游者视为异己、横眉冷对的地区相比，二者与后者的结局也有
很大不同。对待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的态度，也会影响到旅游的发展方向，
影响到目的地国家资源的管理和分配。

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条约也会起一定的作用。对到国外去参加会议征
收所得税的法律，会明显影响某些有可能举行国际会议的国家的经济。例如，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制定了一项限制性立法，规定当会议在美国
之外的其他国家举行时（国内会议不受影响），会议经费要作为可征税的费
用。这样一限制，使加拿大每年要损失大约 １ 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其他一些对外国旅游者数量、态度、花费习惯等有重要影响的立法还有：
有关护照、签证的法律；公民或旅游者可携带现钞出境的数量的规定；对旅
行方式的限制；对旅游者进入该国某些地区、或进入该国家的限制；不允许
到某些国家去旅行、或拒绝从某些国家来的游客进入的限制；海关制度等。
那些决定奥运会或国际博览会在哪里举行的国际会议，对旅游业的发展也有
全局性的影响。
对旅游发展的最好水平，以及某个目的地地区可以接纳多少来访的游
客，尚难找出绝对正确的答案。只能在旅游业已慢慢地、但却是逐步增长的
过程中，对各项指标和政策进行一系列评价和回顾，才能得到最好的关于最
高水平和最大容量的答案。只有通过对处于发展中的旅游过程和政策措施，
进行谨慎、细致的评价，才能作出主、客双方都为最优的明智决策。Ｄ．盖茨
（Ｇｅｔｚ，１９７７）对此作了引申，提出了一个对本章提及的所有课题作全面旅
游评价的研究纲要。我们迫切希望有新的方法出现，对现有方法也要探讨新
的运用；我们还希望有新的概念和理论出现。旅游业的面貌日新月异，肩负
了解并指导这些进步重任的地理学家，理应快马加鞭，更进一程。

第九章

结论

早在本世纪初叶，地理学就开始了对游憩现象的研究，世界各地的研究
者都参与了这一工作，尽管如此，游憩地理学仍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有的研
究人员（如沃尔夫，１９６４）认为，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人们常把游憩
活动视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认为不值得一本正经地去研究，这种解释也许有
点道理。有些地理学家将主观的游憩经验，同客观的游憩研究混为一谈，也
是情有可原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正如从事这一研究的地理学家感受到的那
样，游憩现象的复杂性，使它超出了地理学家的学识能力所能驾驭的范围。
这一因素也是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直到近几年，心理学家才开始对人类许
多微妙的情感问题——快乐、希冀、同情、悲伤和欢愉——进行研究，因为
在这之前，传统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上述情感的研究，鞭长莫及。假如一个
研究空间关系的人，对人类快乐（游憩）的研究一窍不通，这是不足为怪的。
最后，游憩研究中缺少长足进步的原因，可能还因为，与人们通常想象的那
样相反，目前的研究已足够应付目前的需求，至少已为地理学家关注的问题
找到了答案。目前，尚无对游憩问题的系统体系的迫切要求。
不管是什么原因，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由于有了新的学术思想、新的
研究方法，以前不能研究的现象，现在可以研究了。游憩业也变成了取得高
额利润的途径，变成了受人重视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地理学家，密
切关注着当前游憩地理学的地位，力图使之跃迁至新的学术前沿。这一章主
要回顾一下，我们在本书前八章讨论过的方方面面的游憩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和基本理论，并对今后努力方向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理论与实践
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始于对选择出的现象进行描述、定义和分类。
上帝交给最初的人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叫人命名上帝创造的动物，这并不
是没有蕴意的。从那以后，对所有的工作来说，观察和命名的过程，成为最
基本、最重要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给某事物命名，使其在我们心目中留存起
来，并将它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对我们来说，这一事物才真正存在。因此
我们说，观察、命名、描述，是第一类型的研究。因为观察我们身边的事物，
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不加评论的、粗略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原现
象学研究（ｎａï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游憩地理学中大多数研究，仍处于这
一阶段，描述、调查评价、分类等等，还是非常活跃的课题。另外，许多游
憩方面的研究人员和学者，还致力于定义问题的研究。许多大学的游憩与娱
乐研究系的学生，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即针对什么是最恰当的游憩定义，
进行看起来没完没了的争论。
不久，原现象学研究发展至另外一种稍微复杂些的研究。随着越来越多
的现象被定义和分类，研究人员开始倾向于某些特定类型的研究，即专门研
究。另外，游憩活动对许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政府
部门和规划部门一直鼓励对游憩的研究，或者直接参加了这一研究。当然，
他们的注意点，已超出了命名和统计的范围，他们希望找到能帮助他们促进
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方法。上述两个条件，即研究的专门化和应用的加强，
产生的结果就是使研究进入下一阶段：初步归纳（ｎａïｖ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所谓初步归纳，是对有关方法和现有知识的应用进行理论上并不复杂的
研究。不过请注意，其概念也许是很简单的，但其方法，常常是统计方法，
却可能相当复杂。这种区别，我们可以在建立和完善预测游憩旅行趋势的精
确模型时，看得很清楚。这一方法需要懂得高等数学和计算机操作，而其基
本概念和问题——外出旅行——却是连五岁小孩也知道的简单不过的问题。
原现象学和初步归纳研究，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
其后许多学科进步的基础。游憩地理学还处于原现象学和初步归纳的阶段，
但是人们对打破这一界限、力求新的建树的呼声，正逐渐高涨。
希望打破界限的呼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少人认为，我们要对
需要研究的东西、以及需要优先研究的东西，作出更明确的抉择。首先我们
要提出某种形式的研究进度表，然后，地理学家才能为今后长足的进步，找
到明确的方向，这一观点在美国尤为流行。许多年来，一直有人要求，提出
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规划，这里包括 Ｓ．Ｔ．戴纳（Ｄａｎａ，１９５７）、户外游憩资
源调查委员会（ＯＲＲＲＣ，１９６２）、国家科学院（ＮＡＳ，１９６９）、户外游憩研究
项目评定协会（户外游憩管理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４），以
及一份 １９８０ 年由美国内政部所做的，向美国研究人员咨询得到的有关应该优
先进行的研究项目的未刊行报告。
第二，人们普遍地认为，理论的建立是游憩地理学研究中最为迫切的大
事。从这个观点来说，要求提出优先研究的项目名单，实际上不过是对过去
实践的继续。在全国学科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可以做到较好的合
作，但这并不等于说，能够产生不断积累的科学知识体系。Ｐ．Ｊ．布朗（Ｂｒｏｗｎ）、
Ａ．戴尔（Ｄｙｅｒ）、Ｒ．惠利（Ｗｈａｌｅｙ，１９７３）和史密斯（１９７５）等人都曾强调，
理论是所有学科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的指导思想，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的地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走得更远，还提出了为
理论的构建提供精髓的具体看法。例如，奇克和伯奇（１９７４）曾经注意到，
大部分的游憩活动是以社会群体的形式表现的，但是研究者们却总是假定，
游憩活动是以个体形式表现的。他们认为，如果研究人员把他们的注意力直
接放在形成游憩活动的基础的社会群体类型、放在这些群体的成因和它们之
间的关系等的分析上面，人们在理论上对游憩活动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米切尔（１９６９）认为，旅游地理学家对于城市问题太过于忽略了。照他
看来，城市不仅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它还是绝大多数游憩需求的源
地。他下结论说，应该针对城市游憩理论的建立，展开一系列专门的研究。
持这种观点的，还包括斯坦斯菲尔德（１９７１）等人。
坎培尔（１９６６）也注意到了游憩地理学家对城市问题大大忽视的现象，
但他提出，对于建立学科理论来说，城市内部、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其腹
地之间的旅行现象，是最值得研究的。沃尔夫（１９６４）也将流动性作为游憩
地 理 学 的 理 论 核 心 ， 做 过 很 有 说 服 力 的 案 例 研 究 。 Ｙｕ．Ｋ． 耶 弗 雷 莫 夫
（Ｙｅｆｒｅｍｏｖ，１９７５）曾证实说，对从事于游憩地理学研究的苏联地理学家而
言，最适当的工作便是旅游，更笼统地说，主要是集中于旅行现象的研究。
尽管上面这些建议，不泛其价值和兴趣，但它们没有一个产生如它们的
作者所希冀的那种突破性进展。用 Ｔ．Ｓ．库恩（Ｋｕ－ｈｎ，１９７１）的话说，它们
需要一次“科学革命”。我们还处于科学发展中的“前范式”阶段，在这个
阶段中，当我们要研究游憩现象时，研究者们很少能对有关最恰当的定义、
问题、方法和现象达成一致。库恩指出，在一门成熟的学科里，已具备一定
的范式，因此能达成这样的一致。
那么，游憩地理学家怎样建立这样一种范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
须讨论一下地理学中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将要建立
的范式的类型，而且涉及到这样的一种范式是否能够建立。这个争论不休的
问题是在两种科学哲学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之间展开的。
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范式，它们都是超越了初步归
纳和原现象学的成熟的观点。属于其中任一学派的、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
是现象学的地理学家，不会再把他们的工作仅仅视为某种对事物的描述，或
仅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提供工具，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规律和
模式的研究，去理解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
关于理解的概念，以及为达到理解的目的而使用的最合理的方法的概念，是
完全不同的。
尽管笼统下结论是困难和危险的，但我们仍可这样认为，逻辑实证主义
是探讨真实世界的客观方法，而现象学则是其中的主观方法。逻辑实证主义
教条地认为，只能运用可验证的方法，可检验的数据和假说。属于这种观点
的方法，常被视为“科学方法”。Ｅ．Ａ．阿克曼（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６３）曾将这一
方法归纳为如下几点：
１．观察、描述经选择的现象。
２．构建假说，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３．通过实验或进一步观察，以检验上述假说。
４．重复、验证上述实验和观察结果。
５．从验证过的假说建立某种理论。
６．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行新的观察、提出新的假说。

强调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既是长处，也是短处。人们常常把通过实证研
究得到的结果，放心大胆地视作十分有效和可靠的。问题在于，绝对的客观
检验和客观数据，得到的结论往往与人类所经历的世界面貌相去甚远。
实证主义之短，正是现象学之长。坚持现象学之说的，包括 Ｅ．雷尔夫
（Ｒｅｌｐｈ，１９７０）、Ｙ．图安（Ｔｕａｎ，１９７１ａ，１９７１ｂ）和 Ｍ、比林奇（Ｂｉｌｌｉｎｇｅ，
１９７７）诸家。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乃为这样的观点：即如果不将世界的某个
部分置于某种形式的人类感应之下，人们就不能直接地认识这部分事物；人
们不能把世界的某个方面，从该方面事物所出现的更大范畴的人类价值观和
经验中独立出来。现象学论者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会随着研究课题的不同
而不同，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的这类方法也有不同。但在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
即认为人们在希望了解这个世界中的某些事物之前，必须首先对人类本身有
一定的了解。
现象学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从最一般的水平，懂得人类感应和价
值观的重要性，以及在解释被观察事物时观察者的地位，但这同时又是它的
弱点。现象学论者所使用的方法，常常不能重复使用，或者不能加以验证。
现象学研究常表现出理想化的、非计量的特征。
实证主义者和现象学论者之间的论争是非常剧烈的，要合理地解决这个
争论，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研究人员却必须
要加以解决。每个人的解决方法，常常取决于他所受的学科训练和学术经验。
从长期的眼光来看，有可能出现两种观点的综合，即出现某种形式的实证主
义现象学或现象学的实证论。因为这种综合，将采取某种形式的妥协，势必
是某种宽容的研究方法。这种妥协，使研究者能够研究人类经验、感应和价
值观等内容，但这些必须是在研究项目内尽可能不偏不倚的、精确的情况下
进行的。这种妥协，如果真的做到了，在形式上与教堂的建造颇为类似：信
徒们的信仰决定了建筑结构和其内部设计的形式，信仰决定了视焦是否集中
在祭坛或布道坛。如果视焦集中于布道坛，那么信仰还决定它是藏是露，是
面向信徒还是背向信徒。信仰还决定了是否建立一座尖塔，是否需要摆上塑
像。这些问题同现象学中所表达的问题非常类似，只有通过价值观和经验，
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但是，所有这些问题，某个教堂的设计
特征，理论上讲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要建造一座教堂，还受一定的自然规律的制约。用某种特殊建筑材料、
用一定的建筑技术建造的墙壁，其承压能力有一定的极限，柱子之间支撑屋
顶的拱梁，也由建材和设计方案所决定，

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抗风化、防磨损和张力特征。建筑师必须为教堂的每
个部分选择最合适的材料，以使其发挥最适当的作用。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
的条件下，教堂才能建立起来，这些规律就相当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客观性。
因此，教堂是起是落取决于实证规律；而宗教是起是落则取决于现象学的“规
律”。建筑物和信仰互为依存，它们在意义和表达上互相依赖。
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都是抽象的，对于研究实践来说，所有这些意味着
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本书探讨过的各项内容，来看学科的逐步发展，那么上
述的抽象就会变得更为真切。
正如我们以前提到过的，科学研究遵循着从简单形式到复杂形式，进而
达到更为高级的形式的一般规律，让我们观察一下游憩地理学研究的历史，
便会发现这一过程十分符合上述规律。归纳上述模式的有效途径，就是用一
幅树状图形象地将该学科表达出来。这棵学科之树，从其根部出发，根须深
深地扎入其他学科的沃土之中。在其上部，产生了许多新的枝干，及更多的
枝叶，代表了近十几年来学科的发展。图 ９．１ 描绘了这样的一棵“游憩地理
学之树”。
由游憩地理学之树的主干，生长出两条主要分枝，代表着该学科的两大
类主要课题，即旅行为基础的研究和资源为基础的研究。以旅行为基础的研
究，包括了从简单的游憩旅行的描述开始的一系列内容。目前，对旅行的研
究已不断专门化，发展至今已包括：旅行影响的评价、不同变量和旅行习惯
间关系的分析、以及旅行的预测等。其中预测研究是尤为活跃的领域。目前
游憩地理学的许多课题，包括一系列的现有模型的完善、对不同模型公式的
对比、以及对模型建立方法的改进。其他分支的研究则尚无进展，应该对这
些方面加以更多注意使学科发展保持健康平衡。
旅行研究中一个有趣的分支，是旅游志的出现。旅游志，即对旅行过的
行程，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人类旅行经验的记录和研究，实际上是对较早期
的旅行记录片和旅行日记传统的继承。旅游志是对日益过分的旅行的定量研
究，尤其是旅行预测中体现的定量研究的一种现象学反动。旅游志是否仅停
留在对另一类研究方法的有趣、明智的反动，或者最终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
的研究方法，目前尚无定论。不管怎么样，旅游志毕竟使游憩地理学与一种
古老的、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保持了联系。

以资源为基础的研究，包括了对资源和资源的使用者即游憩者的描述和
调查评价。这类研究目前已扩展到位址选择模型的建立、不同的资源和景观
评价方法的运用、以及资源利用的趋势分析等方面。对资源的研究工作，就
像资源本身一样五花八门，但是，用来指导这一工作的长期发展的概念和理
论却为数不多，尤其理论更为稀缺。前已指出，对理论的需要，是资源研究
中甚为迫切的问题。
游憩地理学中许多研究思想和方法来自于许多其他学科，即地理学的其
他专业和其他边缘科学。尽管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都可能为游憩地理学提
供一些有用的东西（例如，物理学提供了万有引力模型），但只有一小部分
学科，为游憩地理学提供了主要思想。生态学和自然地理学从自然科学的角
度提供了不少见解；在交通研究和遥感方法方面，民用工程学作出了不少贡
献；计量地理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统计方法；而经济地理学尤为重要，在
方法和理论两方面都有不少东西可资借鉴；最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
增加了我们对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理解。

二、展望
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游憩地理学，我们已讨论了许多。那么，这一学科未
来的情形又会怎样呢？看来，将来我们也许会来一次某种形式的科学革命。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那些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学科的情况，我们就会发
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存在大量的问题——最终要解决的
问题，这些问题或早或晚会引起善于思考的人们的极大注意、并投身于这样
的研究。最后，这些问题导致他们所献身的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例如，达尔
文和华莱士总结了生命起源和物种起源问题，于是，从自然史的原现象学研
究中产生了生物学。而在这之前，上述问题常常混迹于诸如动植物类型、分
类方法、驯化物种的栽培和饲养的优良方法等较为简单、不太重要的问题之
中。
对于我们来说，达尔文和华莱士怎样努力去回答这些物种起源问题，在
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样把零碎的问题组织综合起来，为他们的学
科的发展……指出某种目标和方向。
那么，游憩地理学最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面对维系着学科命
运的人类娱乐行为的空间模式和过程研究，我们需要回答哪些问题呢？现在
还找不到答案。在游憩地理学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
须首先锻炼总结学科中重大问题的能力。一旦做到这一点，就会出现更多具
有重要实践意义的专门问题。我们就可以形成组织得更好的研究计划；建立
更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游憩地理学教育也将比以前显得更有意义、更有目的。
本书伊始，我们就曾给游憩地理学下过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我们已作
了许多阐述，最后的结论是：把游憩地理学定义为对景观中游憩现象的模式
与过程的综合研究，既显过分，又显不足。说它过分，是因为这种综合还很
少；说它不足，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人们已完成的工作有如汗牛充
栋，而摆在未来的游憩地理学家面前的任务又是堆积如山。唯其如此，未来
几年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才会有其他学科不曾有的一展身手的好机
会，他们将辛勤栽培一株新的学苑之花，建立一门新的学科。然而，伴随着
这一机会而来的挑战、困难和挫折，也是荆棘满途。正果能否修成，艰难旅
程是否有个尽头，人们现在还满怀疑虑。但是，对于那些敢于接受挑战、面
对风险的人来说，未来丰硕成果和更上一层楼的风光，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也是对他们的祝福——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