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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OURISM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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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geography is also a sub-disciplinary branch of geography with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The birth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and in Nanjing Univers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Ren Mei-e's article published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in 1940 with name of "Natural Scenery and
Its Geological Structur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can be divided to two phases. From 1979 to 2002, tourism geography embedded in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ous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Many old geographers recognized this new discipline and acted as pioneers. Scientific papers published in this phase contributed a lot in the founda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These new papers mainly focused on evaluation, zoning and exploit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apacity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m and land managemen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and so on. From 2002 to now, tourism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have developed in depth either in coverage of basic issues in tourism geography, or in originality and innovations in tourism geography. In this phase, key research fields and subjects include the basic theories and
means of tourism geography, evaluations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man-land relationships in tourism geography and so on. So far, the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teams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600 academic pape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core journals. An academic paper reveals that Nanjing University stands first among all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At the end, six basic questions and their research tendency in tourism geography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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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关于研究地表旅游现象

《地理科学》 等地理学权威期刊上， 南京大学发表旅游

的人地关系作用规律及其规划实践的科学， 是地理学

论文数量位居国内所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首位。 重点

衍生的具有相对独立专业知识体系的分支学科。 南京

研究领域有旅游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旅游资源

大学以及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任美锷

评价与区域旅游开发、 旅游环境变化与旅游人地关系

1940 年在 《地理学报》 发表的 《自然风景与地质构 造 》

等三个方面。 篇末展望了旅游地理学中旅游资源评价 、

一文。 改革开放后， 南京大学旅游地理经历两个阶段 ：

旅游市场分析、 旅游空间结构、 区域旅游影响、 旅游

1979 — 2002 年， 旅游地理深植于传统优势的 地 理 学 科 ；

规划理论、 旅游地理范式等基本问题的研究趋势。

2002 至 今 ， 旅 游 地 理 向 纵 深 发 展 ， 在 国 内 外 核 心 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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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表 论 文 600 多 篇 。 在 《 地 理 学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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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研究》、 《地理科学》
的近 30 年中，在 《地理学报》

1 引言

等地理学权威期刊上，南京大学发表旅游论文数量位居国内

旅游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现象。旅游

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首位 [20]。在 CNKI 被引频次过百的总计

现象在地表空间客观存在，静态上表现为要素、结构与功

273 篇期刊论文中 （搜索时间：2012 年 3 月 31 日），南京大

能，动态上呈现为格局、过程与机理。旅游现象多层次、多

学贡献 27 篇；三是学科特色突出，重点研究领域包括旅游

尺度的存在，使旅游地理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丰富的研

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旅游资源评价与区域旅游开发、

究内容、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关于研究地表旅游现象的

旅游环境变化与旅游人地关系等。四是国际交流密切，与北

人地关系作用规律及其规划实践的科学，是地理学衍生的具

美、欧洲十多所高校签署旅游研究合作协议或保持密切合作

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分支学科。国际上旅游地理学

关系。五是人才培养厚实，截止 2011 年底，已培养旅游专

已经独立成为一个学科，并有专门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南

业本科毕业生 230 余名，硕士研究生 70 余名，博士研究生

京大学旅游地理学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学术

30 余名。旅游本科生多次获得全国优秀青年地理论文奖、

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已成为南京大学的特色专

江苏省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一等奖。

业、学术国际化的窗口学科。

3 重点研究领域

2 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南京大学旅游地理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

南京大学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任

吸收国内外旅游地理研究最新成果，深入探讨中国旅游发展

美锷院士 1940 年在 《地理学报》发表的 《自然风景与地质

的自身规律，并以之指导旅游规划与管理实践，三个重点研

构造》一文。论文指出旅游要结合地理地质科学来寻求科学

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阐释，对地理学提出 “寓游赏于研究”的原则，世界名胜分

3.1 旅游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析起来不外乎山水植物建筑四项的风景资源分类理念 。相

旅游地理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一直是南京大学旅游研

较于早期的科学考察游记类文献[2-4]，这篇论文被公认为中国

究的特色之一。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市场距离衰减模型、旅

旅游地理学萌芽时期的代表作，开启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

游场与空间竞争、特殊时段旅游流、基于景观意象导向型旅

的先河。

游规划模式、古镇评价体系及保护规划导则、旅游社区能力

[1]

1979 年邓小平 “黄山讲话”倡导旅游业发展，同年，

建设、旅游地方感、旅游生态环境、旅游信息空间、旅游空

校友吴传钧和郭来喜先生的 《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开展旅游

间生产等，在规范国内旅游研究范式、引领旅游科学研究方

地理研究》显示了地理学界知名学者对旅游地理研究的远见

向、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学术贡献。

卓识和大力倡导，揭开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旅游地理学研究

该领域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客源市场分析与预测、旅

新的大幕 。南京大学成为系统开展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最早

游者行为研究、旅游目的地管理研究，旅游地域系统及区位

的院校之一：

研究，旅游规划理论研究，旅游形象策划、网络旅游信息系

[5,6]

第一阶段 （1979—2002 年）：奠基阶段。旅游地理学深

统管理规划、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旅游的区域影响、旅游与

植于传统优势的地理学科，1986 年开始在自然地理学、人

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关系、旅游景观与文化多样性、旅游地方

文地理学硕士点，招收旅游地理与规划方向的硕士生研究

感、旅游资源评价、基于实验 （眼动仪等） 的旅游景观与环

生，1991 年在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旅游规划与管

境影响评价等。

理方向的本科生，1992 年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博士

3.2 旅游资源评价与区域旅游开发

点培养旅游地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旅游与环境变化 、
[7,8]

作为地理学的地学传统的再现，旅游资源研究最早获得

旅游与国土整治 [9]、旅游资源开发与评价 [10-13]、旅游环境容

南京大学旅游地理研究的关注，既涉及喀斯特洞穴[11,21,22]、海

量 [14]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旅游地理结构 [15,16]、旅

岸海岛 [23]、山岳 [10]、瀑布水体 [12]、丹霞地貌 [24]、物质遗产与

游地理学基本问题 [17,18]、旅游环境容量 [19] 等基础理论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 [25-27]、历史文化名镇 （村） 等资源类型 [28]，

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王颖院士主持的

又涉及旅游资源区划 [10,29]、旅游环境容量 [11,14,19]、生理环境评

“海南岛亚龙湾海洋旅游勘测研究”获 1995 年国家教委科技

价[30]、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估 [25,31,32]、旅游和文化景观 [25-27,34]、

进步三等奖。
第二阶段 （2002 年—现在）：成长阶段。2002 年 “旅游

城市型旅游地竞争力[33]评价等细分研究内容。
上世纪 80 年代关于武夷山风景区的区划及旅游资源评

地理与旅游规划”博士点成为南京大学首批自主设置二级学

价研究中提出的自然景观的差异性、观赏区的地域完整性、

科博士点，是我国唯一从地理与规划视角研究旅游的博士

观赏区的界限划定等区划方案是中国最早进行旅游区划研究

点。一是学术成果丰硕，自 2002 年以来，在国内外核心期

之一[10]。其它研究包括地学研究与旅游资源研究[11,21,22]、南极

刊发表论文 600 多篇。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100 多项，其中

旅游开发的设想[29]、旅游资源评价[34]、从生态环境角度对海

British Academy 中英合作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滨旅游度假区的环境质量做出客观评价[30]、较早提出 “旅游

7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住建部基金项目 3 项、省级

资源的价值”的概念[25]、九寨沟风景区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

旅游规划项目 12 项。学术研究成果获得各类奖项 22 次；二

核算[31]等，关于书法地理景观、书法与旅游的研究，为中国

是学术影响广泛， 《地理学报》载文显示，1980—2009 年

特色旅游文化景观资源评价与开发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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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技术和方法方面，涉及了多层次灰色分析法[39]、层次

究发现旅游景点的书法景观作为地域标志和景观标志，在公

分析与模糊数学方法 、旅行费用法 、TOPSIS 等多种技

众知觉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37]。

[40]

[41]

[33]

术方法。为了对不同环境、不同类型旅游资源进行评价，提

旅游地方感。研究构建的自然风景维度、社会人文维

出了主成份优先法 、可转换权重法 、效用递减赋值法 ，

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的旅游者地方

以解决固定权重的线性期望值求和模型在旅游实践中的失灵

感模型 [65]、构建的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

问题。

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

[26]

[28]

[27]

中国旅游地理学是以区域旅游开发和规划的研究为主线
而发展起来的

[6,42,43]

。南京大学早期的区域旅游开发与规划研

究有 1995 年雍万里 “福建武夷山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规
划”，包浩生 “永安鳞隐石林旅游开发规划”等。近年来，

持度等五个维度的居民地方感模型[66]，为旅游地理学中的人
地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阐释路径。
旅游满意度。较早开展了游客满意度的研究，构建了旅
游景区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又将旅游满意度的研究延伸到

南大学者不断进行区域旅游规划和开发的创新，如景观意象

当地居民方面，构建了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

型的保护和规划理念、历史文化名镇 （村） 的文脉挖掘理

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等维

念、旅游客源市场分析的潜力曲线、廊道型旅游资源的评价

度的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模型[67,68]。

指标体系、旅游需求预测技术、旅游地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构
建等。相关规划成果获得省级和地方优秀旅游规划奖 6 项。
理论研究方面对旅游规划理论和方法、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
探讨[44,45]。
3.3 旅游生态环境与旅游人地关系
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素向来是地理学的研究传

4 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展望
4.1 旅游资源评价
现有的旅游资源评价模型主要采用多层固定权重线性评
价模型，各项子要素齐全但单项缺乏特色构成要素，固定权
重的评价结果往往失灵。这是因为人们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况

统 ，同样也是南京大学旅游地理学长期坚持的研究传统，

下，对评价体系中的某些特色因子的评价至为关键，需要提

在旅游与环境变化、旅游地理结构、旅游景观和旅游地意

出一个对基本评价单元的等级评价赋值体系，而该赋值体系

象、地方感、旅游满意度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

往往是超出普通管理学范围而涉及文化、历史、非物质文

[46]

旅游与环境变化。南大学者将旅游作为在国土整治、资

化、地理、地质及生态等各种资源类型属性的专门技术。此

源开发的重要内容，如经济开发建设中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珍

外，旅游发展的资源已从以往的吸引物资源单一导向型走向

稀动物保护 [9]、海平面变化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 [7,8,13]、水

多元旅游产业要素资源导向型，土地资源已经成为旅游发展

环境和大气环境等旅游环境容量的评价方法[14]、综合考虑自

的重要乃至限制性资源。同时，作为旅游资源基础的自然遗

然生态环境净化量与人工处理废物量的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测

产和文化遗产缺乏完整的遗产资源评价模型。自然遗产资源

度模型[47]。率先提出旅游生态足迹、旅游生态补偿、旅游生

方面，对基层因子如自然资源因子中地貌因子的评价相关工

态安全、旅游废弃物等概念与模型，架构了旅游环境与可持

作极少，地貌作用的认识缺乏影响了旅游资源评价本身的科

续发展研究的科学体系与范式，揭示了旅游环境影响的区际

学性；文化遗产资源方面，需要更加侧重定性评价，源于衡

空间扩散距离衰减规律，验证了旅游环境影响具有区内叠加

量文化遗产价值特色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评价者的主观感受。

性、跨地区性扩散、生态责任区际转移及其全球范围影响的

4.2 旅游市场分析

特征[48-50]。

旅游市场分析历来是旅游地理学的基本问题。现有旅游

旅游地理结构。提出旅游地理结构应包括风景资源结

市场分析多局限于常规市场细分，对旅游市场的定量研究缺

构、旅游业影响评估、旅游地演化时序结构和旅游资源的可

乏。距离衰减模型和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等理论及方法为旅游

耗性等[15]；以九寨沟为案例构建了旅游流距离衰减模型，分

市场定量分析提供了方法指引。距离衰减模式及引力模型可

析了地理结构对旅游流时间分布的影响，揭示了旅游者距离

有效划分旅游客源空间结构，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有助于

感知中存在的心理学韦伯定理[51]。将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

探讨旅游场多源点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揭示区域旅游空间

界定为以目的地和客源地为结点、交通线路为连接所形成的

竞争性质、程度和合作的范围及方向。常见的旅游研究和旅

空间网络并进行拓扑分析[52]，揭示出中国旅游集聚场与扩散

游规划实践常用同心圆的技术方法，实际上更为有效的工具

场的市场等级原则作用 [53]。旅游流齐夫结构、一体化旅游

是空间潜力曲线。

区、区域旅游的核心边缘结构、区域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

4.3 旅游空间结构

中国旅游网站的空间格局、跨界旅游区的空间组织模式、入

快速交通格局以及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对旅游空间结构产

境旅游流的空间扩散模型、短期旅游流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

生深刻影响，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要突破传统的 “旅游空

的影响、旅游流的方向性倾向等，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不断

间”的界定范畴，需从大旅游、大交通以及区域联动进行重

突破和创新[54-62]。

新审视。比如强调旅游与城市发展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规划

旅游景观和旅游地意象方面。关于秦淮河风光带的旅游

实践，一方面旅游业发展为城市复兴、品质提升、空间增值

景观研究是国内相关研究的早期文献[63]，还有关于中国水乡

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城市为旅游业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城市

古镇旅游意象的研究[64]，而关于书法地理、书法景观的实证

的休闲游憩功能、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旅游空间的消费

研究，为中国典型文化景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研

与生产等将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凸显。此外，一般的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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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更多的是基于资源基础型的旅游发展，对市场导向型

重点。第三个层次是旅游的人地关系研究，如旅游与环境变

的旅游发展研究较为薄弱。尤其作为人工构筑的旅游吸引物

化、旅游地意象、旅游景观、地方感、满意度、旅游区域影

主题公园的旅游、商业、住宅、文化创意等复合的产业盈利

响、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可持续旅游等，这也是旅游地理

模式和人居系统构建，是新旅游空间、新旅游地理的创造和

深植于人文地理的传统优势。第四个层次是空间建模的范式

生产。

研究，如旅游空间结构、旅游地演化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

4.4 区域旅游影响

旅游地理的空间建模等。

传统的区域旅游影响研究以定性评价为主，缺乏定量分
析手段。如何测度旅游环境影响将会出现以下三种趋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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