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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成都市为例，在对城市公共游憩空间（urban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s，UPRS）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采用区位熵揭示各游憩空间类在某一区域的规模优势，并采用核密度等方法分析游憩资源的空间分布模式。
依据游憩资源的性质、功能和主要服务方向将 UPRS 分为 4 主类 16 干类 107 支类。根据 UPRS 数量和区位熵
变化，将成都市划分为中央游憩区与环城游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并基于标志
性 UPRS（symbolic UPRS，SUPRS）的概念，构建了以成都市为中心的游憩机会环。研究发现，UPRS 在数量
上遵循“距离衰减法则”，在空间分布上呈圈层结构，且每一环带都有其 SUPRS. 成都市 UPRS 扩散在宏观上
遵循等级扩散规律，在中观或微观上又遵循轴向扩散和接触扩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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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s (UPRS), location entropy index is used to reveal the scale advantages of each type of recreational
spaces in a certain area, and nuclear density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ecreational resources. Four systems, sixteen families, and one hundred and seven branches of
UPRS are categoriz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 resources, functions and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service. Central recreational area and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ReBAM) are
formed in Chengdu city,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numbers and location entropy index of
UPRS.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UPRS (SUPRS) is put forward, and a recreation opportunity ring
centered on Chengdu is constructed. It is found that UPRS follows the “the law of distance attenuation” in
quantity and has a circle layer structure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ach belt has its own SUPRS which
changes wi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city center. From the diffusion model of UPRS, for Metropolis of
Chengdu, its diffusion follows the law of hierarchy diffusion in the macro level, axial diffusion and
contagious diffusion at the meso or micro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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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游憩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游憩系统通常包括都市游憩空间和郊区游憩空间。ReBAM 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游憩现象在空间上的扩散规律。关于环城游憩带的研究国外至少比中国早 20 年[1]。环城游憩
带的划分多采用游憩设施及景点的数量、规模，游憩行为特征，游客数量及旅游景观的差异等来划分，
如科依克（Koike）将日本大阪市由里向外划分为“大阪市”、
“半日游地带”
（单程旅行需要 1 h）、
“一日
游地带”
（单程旅行需要 3 h）和“隔夜游地带”
（单程旅行需时大于 3 h）4 个地带[2~3]。近年来，关于环
城游憩带的研究已成为国内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吴必虎[1]、秦学[4]、保继刚[5]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游憩空间的科学分类是研究游憩资源分布特征、划分环城游憩带、开展休闲产业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基础，
对满足日益增多的休闲需求、促进休闲城市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UPRS 指具备游憩功能的，主要
供城市居民光顾的游憩设施、场所和开放空间，甚至还包括各级旅游目的地[6]。关于 UPRS 的分类是当
前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内容之一[7]。目前对旅游资源的分类、调查与评价已有国家标准，但许多供本地居
民使用的 UPRS 并没有被包含在内。尽管园林、城市规划等相关部门曾提出过有关 UPRS 的分类标准，
但由于制定时间较早，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吴必虎等[8]曾将 UPRS 分为 2 个服务组、11 个主类、37 个
干类和 38 个支类，该分类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在实际中操作中往往由于对尺度或服务对象无法把握
而使分类相互重叠，且当前涌现的许多 UPRS 类型没有完全包含在该分类体系中。郭顺通等[9]提出了基于
功能的 UPRS 分类方案，但该方案体系并不完善。黄震方等[10]依据资源性质与休闲方式相结合，将休闲
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游憩类、文化休闲类、康娱游憩类、专项休闲类 4 个主要类型。除此之外，其他学者
也从不同的角度对 UPRS 的分类进行了探讨[4, 11~15]，这些研究为完善 UPRS 的分类方案提供了参考。
一个区域目前的 UPRS 的形成与分布是人类依托自然背景长时期在供给力和需求力共同作用下的结
果。当前关于 UPRS 扩散问题包括从“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和从“物”的角度进行研究的[16]。从“人”
的角度研究着眼于需求，以“物”的角度研究着眼于供给[17]。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对“物”
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因为“物”为游憩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对游憩流的产生与扩散起着决定性
作用。许多“物”，特别是人造“物”是很长时期内适应“人”的需求发展起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反
映游憩活动与行为的供需状况。这里的“物”是指游憩设施及其周边的环境。本文以成都市为例，从供
给的角度，在梳理 UPRS 的分类基础上，引入区位熵方法确定 SUPRS，同时综合考虑游憩设施数量和游
憩行为特征等划分游憩带，并据此揭示 UPRS 的分布特征。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行政界线（省、市、区县）、部分交通数据（公路、铁路，水域）、绿地等数据来源

于自由街景数据（http://www.vdstech.com/osm-data.aspx），该数据为 shp 格式。游憩设施与景点数据来自
新浪网（http://ishare.iask.sina.com.cn/），包括购物、休闲娱乐、省会、地级市、乡、镇、学校等点矢量文
件，各级道路、县界线、铁路等线矢量文件和绿地、水库、县界等区矢量文件，该数据（mapinfo 格式）
被 统 一 转 换 为 ArcGIS 的 shp 格 式 。 部 分 游 憩 设 施 与 景 点 数 据 来 源 于 成 都 旅 游 政 务 网
（http://www.cdta.gov.cn/）和四川省旅游政务网（http://www.scta.gov.cn/sclyj/）。还有部分空间数据来自
实地调研和相关网站提供的旅游地图，经过相关处理，建立了旅游资源空间数据库，其中涉及成都市游
憩设施和景点共 9 78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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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2.1

地理集中度指数

地理集中度指数表示地理现象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可以表示为

Ck =

nk
，
N

（1）

其中， Ck 为 k 区域 UPRS 的集中度指数； nk 为 k 区域 UPRS 的数量；N 为研究区域 UPRS 的总个数。
1.2.2

区位熵

区位熵表示某地区某一行业的规模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又可称为区域专门化率或区域规模优势指数。
通常区位熵越大，该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该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越明显。这里运用区位
熵指标分析某 UPRS 类在某一区域的规模优势指数，如下：
n

X ij
LQij =

n

∑ X ij
i =0
n

n

，

（2）

∑ X ij ∑∑ X ij
j =0

i =0 j =0

其中，i 表示第 i 个游憩类；j 表示距市中心第 j 公里（带）的地区；LQij 表示距市中心第 j 带内第 i 个游
憩类的区位熵；Xij 表示第 j 公里地区的第 i 个游憩类数量。
当 LQij ＞1 时，表明该地区该游憩资源或业态具有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该游憩资源或业态有
较强的竞争力；当 LQij =1 时，表明该地区游憩资源或业态处于均势，该游憩业态的优势并不明显；当

LQij ＜1 时，表明该地区该游憩资源或业态处于比较劣势，竞争力较弱。
区位熵是判断各产业部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有效方法[18~19]，本文运用此方法对
以成都市为中心的 UPRS 的优势部门进行测度和分析。
1.2.3

核密度分析方法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方法认为地理事件可发生在任何位置，根据事件发生
的概率高低，研究区域范围内任何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事件密度，通常用单位面积上的事件数量来估计。
点越密集，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点越稀疏，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越低[20]。这里利用已建立的游憩
资源空间数据库，借助 ArcGIS 分析工具，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游憩资源空间分布情况。核密度估
计通常采用滑动的圆来统计落在圆域内的事件数量，其通用公式为

λˆ ( s ) =

⊕ S ∈ C ( s, r )
，
π × r2

（3）

其中， C ( s, r ) 是以 s 为圆心、r 为半径的圆域； ⊕ 表示事件 S 落在圆域 C 中的数量。
1.2.4

数据处理

首先，收集地图数据，经过整理分类，利用 ArcGIS 构建空间数据库；接着，以成都市天府广场为
中心，分别以 5 km 为间隔作缓冲分析，划分不同的缓冲带；然后，通过空间联合将各缓冲带与该带内各
游憩设施点进行关联；最后，借助区位熵指标对各区域内各游憩设施类进行分析。
成都市的一环、二环基本上在 5 km 范围内，三环基本上在 10 km 范围内，三环到绕城高速之间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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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 15 km 范围内，以上区域为中心城区。绕城高速以外在 15～45 km 之间为近郊区，包括万亩桃园、
洛带古镇等近郊乡村游憩空间。45～100 km 之间的范围是远郊地区，基本包括了彭州市、都江堰市、邛
崃市、大邑县、新津县、蒲江县等市县，也属于成都市管辖范围。

2

UPRS 的分类与统计分析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8, 10]，同时考虑游憩资源的性质、功能和主要服务方向，将 UPRS 分为 4 主类

16 干类 107 支类。主类基本上沿用黄震方等[10]的游憩资源分类方法，分别为自然类、康娱类、文化类、
专项类。自然类包含地文类、水域类、生物类、气候类、自然综合类；康娱类包含购物类、餐饮类、歌
舞类、游乐类、健身类、康疗类；文化类包含文化资讯类、文化传播类、人文综合类；专项类包含产业
休闲类、其他专项。
该分类方案与现有文献，特别是文献[10]比较有以下不同：
1）现有研究分类多从资源分类的角度，将休闲旅游资源界定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人们的休闲
活动产生吸引力，可为休闲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
素。本文探讨的 UPRS 是指游憩的物质空间，主要指各种游憩活动的场所。空间本是资源，但并非所有
资源都排它性地占据实体空间。鉴于此，对于某些不确定性的休闲活动如户外探险、野外生存、极限运
动以及旅游节庆与专项活动没有包含在本分类中，以便于信息统计、信息发布和与空间关联的信息系统
建设。
2）地方名菜名点、养老休闲、地方风俗与民俗活动、茶艺、名人与重要事件、文学艺术、传统工艺、
娱乐网站等可以是一种休闲资源，通常蕴含在相应的休闲空间中，在此不单独罗列。
3）尽量使“基类”成为最小的统计“粒径”和“原子”单位，如餐饮类中，美食街、美食城与单体
餐馆、酒吧等可能存在包含关系，在此不再单列。
4）城市广场从“公共游憩类”放到了“健身类”中。主题度假酒店与商务会所（俱乐部）纳入到了
酒店类设施中。
6）气候类中避暑休闲地、避寒休闲地等实际上可能被旅游度假区包含，单列其他天气与气候现象休
闲地支类。
7）适当归并，由原来的 4 个大类、18 个亚类、98 个基本类型变为 4 个大类、16 个亚类、107 个基
本类型。
8）类名遵循简洁原则。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主类
Ⅰ自然类

UPRS 分类表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UPRS

干类
1 地文类

支类
101 山地或丘陵

102 沟谷（峡谷）

103 溶洞、洞穴

106 岸滩（沙滩）

107 自然灾变遗迹

108 其他地质地貌景观

2 水域类

201 河流（含漂流河段） 202 湖泊与水库

3 生物类

301 森林

302 草原或花卉地

4 气候类

301 天象观察地

302 物候景观休闲地

5 自然综合类

501 世界自然遗产

502 自然风景名胜区

203 海洋（海滨）

104 沙漠与戈壁

105 岛礁

204 地热温泉（矿泉） 205 瀑布

206 冰雪与滑雪地

506 生态旅游（示范）区 507 旅游度假区

303 野生动物栖息地/野 304 其他
生世界
303 其他天气与气候现
象休闲地
503 自然保护区

504 地质公园

505 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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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类
Ⅱ康娱类

干类

支类
603 百货商场

604 电子电器市场

606 服装市场

602 综合市场农贸
市场
607 建材家装市场

608 眼镜店

609 鞋店

611 食品店

612 购物广场（街）

613 批发市场

614 珠宝店

616 便利店

617 鲜花礼品店

618 宠物用品店

619 摄影器材店

620 其他

7 餐饮类

701 茶楼

702 酒吧/特色餐厅

703 咖啡厅

704 水吧/奶茶店

705 其他

8 歌舞类

801 歌舞厅/歌城/音乐吧/
音乐会所
901 休闲主题街区（步行
街）或社区游憩设施与
空间

802 夜总会、演艺中
心、娱乐城
902 公共游憩建筑与
设施（文化宫/青少年
宫）

803 娱乐会所、休闲
俱乐部
903 城市公园（植物园/
动物 园/生态 园/城市 森
林公园）

804 休闲庄、休闲中心

906 城市滨水游憩空间

907 度假村（农家乐）

6 购物类

9 游乐类

10 健身类

601 各类超市

1001 体育场馆/运动中心 1002 城 市 广 场 /休 闲 1003 高尔夫场/俱乐部
广场
1006 游泳馆

11 康疗类

1007 健身馆（中心） 1008 钓鱼城

1011 水上运动（含漂流、 1012 马场、自行车或
潜水）
徒步场所
1101 沐浴桑拿与 SPA 场 1102 足疗或按摩保健 1103 疗养院
所、温泉
场所

605 文体用品
市场
610 家具厨具
市场
615 古玩典当
店

904 主题公园与游乐 905 道路及沿
场（体育、民俗、老 街绿地与环境
年、雕塑公园/游乐园/ 设施
儿童水世界）

1004 球类场所（网球 1005 旱冰场
场/台球城/保龄球/羽
毛球场/俱乐部）
1009 赛车场/俱乐部 1010 其 他 运
动场所

1104 美容院所

1105 体检康复
中心

1106 其他
Ⅲ文化类

1203 图书馆等设施与
空间
1303 科技馆/文化（艺 1304 其他主题文化
术）馆
场馆

12 文化资讯类

1201 网吧

1202 书店

13 文化传播类

1301 博物馆

1302 纪念馆

14 文化综合类
（瞻拜类）

1401 祭祀与宗教活动场 1402 遗址遗迹
所（如庙、寺等）
1407 文化园区与文化
1406 文化风景名胜区
旅游示范区
1501 休闲农业园与示范 1502 休闲工业园与示
点（生态农业观光园） 范点

1503 创意文化（产业） 1504 会展休闲场所
园区

1601 博彩休闲场所

1603 其他

1305 影 剧 院
与影视中心

1306 教学科研实验场所

Ⅳ专项类

15 产业休闲类
16 其他专项

1602 狩猎场

由表 2 可得，从成都市 UPRS 的主类数量分布
看，康娱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70.69%，文化类占

1403 陵寝陵园（烈士陵 1404 历史文化名村与 1405 特色村镇
园/公墓）
古村落
1408 其他文化遗产
1505 其 他 产
业休闲资源

表 2 成都市 UPRS 分类统计表
Tab. 2 Classified statistics of UPRS in Chengdu
主类

UPRS 总数量的 26.03%，自然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自然类

2.89%，专项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0.39%. 从干类分

康娱类

干类

全市该类游憩设施总数量/个

比例/%

283

2.89

购物类

4 589

46.90

餐饮类

1 093

11.17

歌舞类

778

7.95

文化传播类在各类中数量居第二，达到 1 929 个，

健身类

214

2.19

占 UPRS 总数量的 19.72%；餐饮类占 UPRS 总数量

康疗类

137

1.40

游乐类

105

1.07

文化传播类

1 929

19.72

文化资讯类

395

4.04

文化综合类

223

2.28

产业休闲类

34

0.35

其他专项

4

0.04

9 784

100

布看，购物类在各类中数量最多，达到 4 589 个；

的 11.17%；歌舞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7.95%；健身

文化类

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2.19%；康疗类占 UPRS 总数
量的 1.40%；游乐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1.07%；文

专项类

化资讯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4.04%；文化综合类占
UPRS 总数量的 2.2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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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高等级 UPRS 数量少、分布散、服务距离远，如影院、音乐厅、剧院；低等级 UPRS 数
量多、分布相对均匀、服务距离短，如歌舞类 UPRS. UPRS 等级越高，则投资多由政府出资金解决设施
的布局，而低层次的大众化设施多通过市场途径解决，表现出投资主体的多样性。大众化的消遣方式以
购物、餐饮类设施数量多，分布相对集中，适合城市居民的近距离游憩；其次是歌舞娱乐、康体健身、
洗浴按摩、农家休闲、观光游乐、人文瞻拜、影剧等 UPRS. 城市及其周边的 UPRS 在数量上总体呈“塔
形结构”，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游憩行为与其需求的层次性、阶段性密切相关。

3

UPRS 的分布特征分析

3.1

中央游憩区与环城游憩带的划分
统计显示：1）在距市中心 5 km 范围内，UPRS 最为集中，在全市 9 784 个 UPRS 中，有 4 860 个集

中在该范围内，占全市总数量的 49.67%；2）随着距离的增加 UPRS 数量急剧下降，在距市中心 5～10 km
范围内，UPRS 下降到 1 825 个，10～15 km 范围内下降到 683 个，分别占全市 UPRS 总数量的 18.65%
和 6.98%，在 20 km 处，下降到 3.27%；3）在 20～25 km 之间形成一个次一级峰值地带，UPRS 数量有 497 个，
占全市的 5.08%；4）在 25～35 km 之间形成一个相对低谷地带，该 10 km 范围内 UPRS 数量总计 193 个，
占全市的 1.97%；5）大概在 35～40 km 处形成一个新的次一级峰值地带，该地带 UPRS 达到 407 个，占
全市的 4.16%；6）之后在 50 km 处，再次形成一个次一级低谷地带（如图 1 所示）。

图1
Fig. 1

成都市 UPRS 数量分布随距市中心距离变化曲线图

Variation curve of the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UPRS wi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in Chengdu city

根据 UPRS 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成都市划分为中央游憩区与环城游憩带。中央游憩区通常在城市
中心区以公益性或消费性休闲游憩集聚为特征，具有设施集聚密度大、规模等级高、区位条件优越、交
通便捷等特点[21]。在距成都市中心 15 km 范围内，UPRS 数量总计 7 368 个，占全市的 75.31%，是名副
其实的游憩高地。中央游憩区以外区域是环城游憩带，该地带有 UPRS 合计 2 416 个，包括中央游憩区
以外的次级游憩极核及其之间的低谷地带。从游憩设施的结构来看，区位熵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设施
在该环带内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能够突显环带内游憩类间结构的变化。由图 2 可知，自然综合类和文化
综合类游憩设施区位熵变化很大，这两类恰恰是对市民具有强烈吸引力且促使游憩行为发生的景点和设
施。它们在空间上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对游憩带的划分具有强烈的指示作用。这两类设施的区位熵在空
间上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共性。两者在 15 km 处开始缓慢上升，同时在 30 km 处形成次一级峰值后，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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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0 km、80～85 km 处形成峰值。60 km 以内基本上是文化综合类更具有比较优势，60 km 以外基本上
是自然综合类更具有比较优势（如图 2 所示）。

图2
Fig. 2

3.2

各环带内 UPRS 的区位熵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location entropy index of UPRS in each belt

SUPRS 与游憩机会环
本文借助 GIS 缓冲分析与 UPRS 类的区位熵（区域规模优势指数）来研究中央游憩区、环城游憩带

的 UPRS 分布特征。利用式（2）计算各环带内各个 UPRS 的区位熵。通过区位熵提取 SUPRS，构建游
憩机会环来分析游憩资源空间的分布特征。
3.2.1

中央游憩区（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 UPRS 在数量上高度集中，在空间分布上梯度差异十分明显。
1）5 km 范围内的游憩区位熵
区位熵大于 1 表示具有比较优势，区位熵越大，比较优势越强。在成都市 5 km 范围内（一、二环），
区位熵最高的二级类（干类）UPRS 主要是康疗类（1.34）
、资讯类（1.31）
、餐饮类（1.25）；其次是传播
类（1.15）、健身类（1.05）；区位熵较低的是自然综合类（0.11）、文化综合类（0.24）、游乐类（0.32）。该
地带缺少以农家乐、生态园、自然风景区为代表的游乐空间和以庙、寺、烈士陵园为代表的人文瞻拜活动
空间。
三级类（支类）设施中具有比较优势的设施，按区位熵从高到低依次是特色科教馆、摄影器材店、
古玩典当店、健身俱乐部、保龄球俱乐部等。该地带游憩设施丰富多样，地理集中度高，设施密度大，
占地空间小。缺少的 UPRS 包括体育馆、高尔夫俱乐部、钓鱼城、滑雪场、漂流基地、赛车俱乐部、温
泉、农家乐、生态园、广场、烈士陵园。
2）10 km 范围内的游憩区位熵
在成都市 10 km 范围内（二环外到三环的全部区域和三环外的部分区域），区位熵大于 1 的二级类游
憩设施主要是购物类（1.18），其次是游乐类（1.05）。餐饮类、歌舞类、健身类、康疗类等区位熵低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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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化综合类与前一地带相比有所升高。
三级类游憩空间中，按部门区位熵从高到低依次是温泉、赛车俱乐部、批发市场、宠物用品店、建
材家装市场等高度集中，其次是综合市场农贸市场、超市、祠堂等。该地带游憩设施丰富多样，区位熵
高，设施密度大，占地空间大，指示性娱乐项目是赛车俱乐部、批发市场、宠物用品店等。优势度较低
的是娱乐城、歌城、电子电器市场，眼镜店、庙、寺等瞻拜类景点、酒吧、体育馆、咖啡厅、广场、古
玩典当店、珠宝店。缺少的三级类休憩空间包括摄影器材店、科技馆、滑雪场、垂钓类、漂流基地等。
3）15 km 范围内的游憩区位熵
在成都市 15 km 范围内（基本上在三环到绕城高速之间的都市区范围），自然类和康娱类中的游乐类
UPRS 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区位熵分别为 2.43 和 4.01；其次区位熵大于 1 的二级类游憩空间主要是文
化综合类（1.22）、歌舞类（1.31）、购物类（1.04）。
三级类游憩设施中按部门区位熵从高到低依次是生态园、钓鱼城、陵园、农家乐、风景区、公园、
鞋店、鲜花礼品店、休闲庄、大专院校、纪念馆等（如图 3 所示）。

注：加粗字表示该环内的优势游憩设施类，区位熵大于 1.5；阿拉伯数字表示该环内按照区位熵高低排
序后的序号；箭头表示扩散方向，箭头的粗细表示扩散强度；非加粗字表示该环内区位熵大于 1 但小于
1.5 的游憩设施类或部门；空白部分表示该区域缺少的游憩类。7 条射线将全圆分为 7 个部分，分别代表
具有比较优势的游憩类

图3
Fig. 3

中心城区 SUPRS 与游憩机会环

SUPRS and recreation opportunity ring in centre district

研究显示，UPRS 类的区位熵并没有因该游憩类绝对数量的大小而导致集中度绝对增高，表明区位
熵能较好地指示某设施的相对集中程度。
4）SUPRS
环城 SUPRS 是指该类 UPRS 在城市的某环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且该类 UPRS 的出现通常具有指
示性作用，即可以依据该类 UPRS 的有无与区位熵大小来判别城市是中心城区、市区、近郊还是远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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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城区内（三环以内），各娱乐 UPRS 类的区位熵有所变化。5 km 范围内，65 个三级类 UPRS 中有
35 个 UPRS 类的区位熵超过 1.5～10.0 km 范围内，23 个 UPRS 类的区位熵超过 1.10～15.00 km 范围内，
18 个 UPRS 类的区位熵超过 1. 图 3 清晰地显示了成都市中心城区游憩细分市场区位熵随距离的变化情
况。这里以相对优势原则确定各环带的 SUPRS，相对优势原则，即区位熵高。中央游憩区与环城游憩带
各具有不同的 SUPRS.
5）UPRS 的分布与游憩机会环
从市中心到 15 km 范围内，UPRS 数量最多的是购物类，达到 4 589 个，其次是餐饮类，数量达到
1 093 个。各类 UPRS 中，许多属于市政设施的组成部分，如歌剧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场运作的结
果，如茶馆、一些俱乐部等商业型 UPRS. 民间投资是 UPRS 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但所占用的城市空间小。
游憩活动空间分布情况如下：在二级类中，具有较高优势度指数的 UPRS 类变化从一环内的康疗类
（洗浴按摩）-资讯类-餐饮类-传播类-健身类（运动休闲），变为二环内的购物类-游乐类和三环内的自
然风景区类-游乐类-歌舞类-文化综合类-购物类。在三级类中，具有较高优势度指数的 UPRS 类变化从
一环内的摄影器材店、特色科教馆、文物古玩市场变为二环内的各种大型批发市场、宠物市场、建材家
装市场和三环内的各类生态园及公园、各类陵园、农家乐等。
这里假设各类 UPRS 是政府或投资商与游憩者博弈后的结果，是市场选择的平衡，据此，构建了距
市中心 15 km 范围内的游憩机会环（如图 3 所示），游憩机会环表明游憩资源在空间上呈圈层结构。该环
清晰地显示了在距离市中心不同位置具有各自不同比较优势的游憩资源。
3.2.2

环城游憩带（近郊区-远郊区）

1）近郊区 UPRS 的分布（都市区范围）
在三环以外的近郊区（都市区范围 15～45 km），游乐类和健身类具有相对优势。相对优势较高的有
钓鱼城、高尔夫俱乐部、网球俱乐部、浴脚店、广场，其次是生态园、游乐园、烈士陵园、祠堂、纪念
馆、体育馆、农家乐、武术馆、健身俱乐部等；另外，按摩店、咖啡店、休闲庄、电影院、公园、自然
综合类区位熵均在 1～3 之间不等。
该带缺乏的游憩部门是夜总会、迪吧、剧院、音乐厅、保龄球俱乐部等。该带游憩设施尽管绝对数
量上不如中心城区，但数量上较多的是自然风景区、茶楼、休闲庄、庙、寺、休闲会所。
成都市环城绿带主要位于这一圈层，包括一些大型森林公园（如十陵、永康、青羊绿洲）、动物园、
植物园、农家乐（如五朵金花）和大熊猫繁殖研究基地等景点。绕城高速 20～30 km 处有桂湖公园、温
江花博园、新都宝光寺、芙蓉古城、洛带古镇、龙泉桃花山等。三环至绕城高速主要发展农业生态旅游
和休闲观光旅游。距成都市中心 45 km 附近多为近郊区县，如温江区、新都区、龙泉驿区、清白江区、
双流县、郫县及新津县等的管辖范围，该带不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比较丰富，包括自
然风光、历史名胜、宗教朝圣、民俗风情、现代农业等。该带的郫县、龙泉驿区、新津县等区县主要发
展农业生态旅游；温江区主要发展会展旅游；新都区主要发展宗教朝圣旅游[22]。
2）远郊区 UPRS 分布（大成都市范围）
在 45～100 km 范围（都市圈）内，从游憩设施的绝对数量来看，庙、寺数量多，其次是茶楼、自然
风景区、公园、休闲会所和农家乐。从区位熵来看，区位熵较高的有自然综合类、文化综合类和健身类，
如滑雪场、高尔夫俱乐部、寺庙、游乐园等。该圈层距离城市最远，受城市的影响最小，多山岳型 UPRS.
该圈层由于距离市区最远，交通可达性和便捷性与前两个圈层相比要差一些。该圈层的主要景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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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青城山、龙池、九峰山、龙门山、银厂沟、西岭雪山、天台山、黄龙溪古镇、刘氏庄园、石象
湖、朝阳湖、云顶山等。该圈层包括 2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5 个森林公园及 2 个
省级自然保护区。该圈层的自然景观比较发达，人文景观也富丽多彩，旅游资源多集中在龙门山—邛崃
山一线。该区域以自然观光为主、休闲度假旅游为辅，为成都市远郊游憩带，该圈层旅游资源最为丰富，
品质也很高，有集中在龙门山—邛崃山一线的国家级风景区西岭雪山、省级风景区九龙沟、银厂沟、天
台山等景区，还有著名的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青城山—都江堰景区。
总之，不同的游憩带具有不同的 SUPRS. 20～25 km 范围内区位熵大于 3 的有高尔夫俱乐部、家具
厨具市场、浴脚按摩店；30～45 km 范围内区位熵大于 3 的有钓鱼城、纪念馆（故居）、烈士陵园和人文
遗址；45～100 km 范围内区位熵大于 3 的有滑雪场、自然风景区。

4

UPRS 的扩散模式分析

4.1

等级扩散模式
以成都市行政区为研究单元，采用地理集中度指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 UPRS 高度极化，

等级梯度大。从数量来看，成都市 UPRS 的数量有 9 784 个，其中中心城区（成华区、武侯区、青羊区、
锦江区、金牛区）数量达到 6 693 个，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集中度指数达到 68.41%；而与之临近的次级
别中心地理集中度指数大大降低，如双流县、都江堰市、新都区、龙泉驿区、郫县、彭州市、邛崃市、
崇州市、大邑县、新津县、温江区、金堂县、青白江区、蒲江县等集中度指数依次为 5.65%、3.22%、3.09%、
2.79%、2.47%、2.43%、2.10%、1.96%、1.63%、1.60%、1.60%、1.06%、1.02%、0.96%.
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尺度上，游憩设施在空间上的中心扩散规律明显。这里以成都市为
研究范围，当邻域半径为 0.08 km 时，游憩设施密度由成都市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然后呈多中心等级
梯度扩散趋势，即成都市中心城区成为最大的极核，然后在都江堰市、大邑县、邛崃市、蒲江县、新津
县等形成明显的次级中心（如图 4 所示）。
从成都市区（大致在三环以外到绕城高速之间）范围来看，UPRS 形成了以成都中心城区为核心，
依托高等级公路向龙泉驿区、成华区、双流县、温江区、郫县、新都区、青白江区等方向扩散，呈梅花
瓣般扩散趋势（如图 4 所示）。次级中心环绕中心城区，形成成都市区卫星镇式 UPRS 分布模式。
成都市游憩设施的空间扩散在宏观上遵循等级扩散规律。成都市游憩设施呈现“一核多心”的空间
格局。以成都市中心为核，跳跃式向各区、县中心扩散，再向各乡镇中心扩散。成都市“一核多心”的
UPRS 格局与桂林、广州等城市的 UPRS 格局有明显不同，主要原因与成都所在的特殊地形和游憩资源
的分布格局有密切关系。
但就某类设施而言，其空间扩散方式不一样，有些属于单核单等级扩散模式（如自然风景名胜），有
些属于多核单等级或多核多等级扩散模式。餐饮类、歌舞类、文化传播类等的分布与城市结构相关，属
于单核多等级扩散模式。
餐饮类、健身类、歌舞类、康疗类都遵循距离衰减的扩散规律，即随距离市中心越远，数量越少，
且在 15 km 处衰减速率很快，随之平缓。游乐类、文化综合类明显有不同的规律。游乐类设施在 15 km
处形成峰值，依次向两侧递减；文化综合类（主要是人文景点）从市中心向四周递减，在 20 km 处形成
低谷，大致在 45 km 处形成峰值，然后随距离递减（如图 5 所示）。
4.2

轴向扩散模式
成都市游憩设施空间扩散还遵循轴向扩散规律。由图 4 可以看出，成都市的许多有吸引力的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点多分布在第一游憩环和第二游憩环之间以及 45 km 以外的第二游憩环和第三游憩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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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具体设置为输出像元大小 0.001 弧度单位，邻域半径 0.08 km

图4
Fig. 4

图5
Fig. 5

成都市 UPRS 分布格局

UPRS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Chengdu city

不同类型游憩设施空间的分布及扩散特征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在这之间形成的游憩设施次级核都已通过现有的高速公路连接，成为市民游憩扩散的主要通道，如都江堰
市与成都市有成灌高速相连；邛崃市、大邑县与成都市有成温邛高速相连；新津县、蒲江县、双流县与
成都市有成雅高速相连；彭州市与成都市有成彭高速相连；龙泉驿区与成环路相连；另外，还有 3 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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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铁路等将各区县的中心相连。研究发现，70%的游憩设施都在距离现有等级以上道路 2 km 范围内（如
图 4 所示）。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游憩需求推动力与周边自然和人文景点的巨大吸引力共同作用下，通过
轴向交通设施的不断建设，改善了周边游憩环境，使游憩行为的空间扩散得以完成，最终促成了现有游
憩格局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卫星镇的发展为环城游憩行为提供了良好的设施基础，环城游憩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游憩设施的轴向扩散促进了周边城镇的发展。
4.3

接触扩散模式
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从中观或微观来看，各等级中心又遵循接触扩散规律，即各 UPRS 以区域中

心为据点，向四周蔓延扩散，呈现强烈的距离衰减规律。成都市绕城高速内部道路网密集，市内 UPRS
密集，游憩活动呈现接触扩散方式，数量随距市中心距离迅速减少。外围通过与绕城高速相连接的高速
公路开始逐渐呈现轴向扩散的趋势，使成都市区范围内大致呈现梅花瓣扩散模式。再外围依次以次一级
扩散据点（如在 45 km 以外区域的都江堰市、邛崃市、大邑县、蒲江县）在一定范围内再次呈现接触扩
散模式。
总体上来看，游憩行为的日常性、近程性是 UPRS 以中心城和卫星城为扩散源点进行接触式扩散的
根本原因。接触式扩散模式也是日常性、近程性的游憩行为与非日常性、远程性的旅游的重新区位
（relocation）扩散模式的根本区别。
如果将现有的 UPRS 看成是对游憩行为的被动适应或主动改变的结果，那么现有的 UPRS 的分布体
现了过去一定时期内市民的游憩需求。大部分 UPRS 将过去一定时期内的游憩需求通过设施建设在空间
上得以固化，同时在一定时期引导或培育新的游憩行为产生。现有的 UPRS 分布格局是游憩行为长时期
通过等级扩散、轴向扩散和接触扩散等多种扩散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核密度分析结果来看，成都市
现有的 UPRS 分布格局与成都市城市化格局（中心城+卫星城）十分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
化进程是环城游憩带形成的主要机制。

5

讨论与结论
首先，本文将 UPRS 在现有关于游憩资源分类基础上进行梳理和适当归并，形成了新的 UPRS 分类

方案，将 UPRS 分为 4 主类 16 干类 107 支类，并据此对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及周边的 UPRS 进行统计
分析；接着，根据 UPRS 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成都市划分为中央游憩区与环城游憩带，并对 UPRS 的
扩散规律进行了分析探讨。
以成都市为研究区域，以天府广场为中心，采用缓冲分析，提取各缓冲区域 UPRS 的数量信息，采
用区位熵等指标研究成都市 UPRS 的分布情况。研究认为以成都市为中心的 UPRS 从数量上遵循“距离
衰减法则”，在空间分布上呈圈层结构。中央游憩区以购物类、餐饮类最多。环城游憩带的近郊区的游乐
类和健身类具有相对优势；远郊区 UPRS 呈现出主题专门化，主类中的自然类类和文化类中的文化综合
类游憩设施占有优势。SUPRS 在游憩机会环中具有指示性作用。中央游憩区与环城游憩带各具有不同的
SUPRS.
从 UPRS 的扩散模式看，成都市 UPRS 的扩散总体上遵循等级扩散、轴向扩散和接触扩散规律，但
就某类设施而言又呈现不同的扩散方式。
通过区位熵分析定量地描述 UPRS 数量上和具有比较优势的类如何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据此确定
SUPRS，为游憩带的划分提供定量诊断指标。当然，关于 SUPRS 的严格定义或检测的标准，SUPRS 是否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存在普遍性的空间分布规律，或是否会因城市性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有待进一步探讨。

Vol.11

No.24

December 2018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2533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吴必虎. 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地理科学，2001，21（4）：354-359.
WU B H. A study on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ReBAM): Shanghai cas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
21(4): 354-359. (in Chinese)

[2]

李仁杰，杨紫英，孙桂平，等. 大城市环城游憩带成熟度评价体系与北京市实证分析[J]. 地理研究，2010，29（8）：
1416-1426.
LI R J, YANG Z Y, SUN G P, et al.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s designed for estimating the developing maturation of
recreation belt around metropolis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8): 1416-1426. (in Chinese)

[3]

杨新军，刘军民. 城市旅游开发中的产品类型与空间格局[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1（2）：179-184.
YANG X J, LIU J M. Its types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urban tourist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1, 31(2): 179-184. (in Chinese)

[4]

秦学. 城市游憩空间结构系统分析——以宁波市为例[J]. 经济地理，2003，23（2）：267-271，288.
QIN X. Systematic study on urban recreational spatial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Ningbo ci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23(2): 267-271, 288. (in Chinese)

[5]

保继刚. 城市旅游原理、案例[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BAO J G. The principles and cases of urban tourism[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4. (in Chinese)

[6]

冯维波. 我国城市游憩空间研究现状与重点发展领域[J]. 地球科学进展，2006，21（6）：585-592.
FENG W B. The progress of urban recreation space research and its major development field in China[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6, 21(6): 585-592. (in Chinese)

[7]

吴必虎. 区域旅游规划的理论与方法[D]. 北京：北京大学，1998.
WU B H.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regional tourism planning[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1998. (in Chinese)

[8]

吴必虎，董莉娜，唐子颖. 公共游憩空间分类和属性研究[J]. 中国园林，2003（4）：48-50.
WU B H, DONG L N, TANG Z Y. Classification and attribute research of public recreation spac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3(4): 48-50. (in Chinese)

[9]

郭顺通，郭风华.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游憩空间分类编码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28）：8983-8985.
GUO S T, GUO F H.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de system of recreational spac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ity
and rural interactively[J].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 2007, 35(28): 8983-8985. (in Chinese)

[10]

黄震方，祝晔，袁林旺，等. 休闲旅游资源的内涵、分类与评价——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2011，30（9）：
1543-1553.
HUANG Z F, ZHU Y, YUAN L W, et al. The inten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Changzhou, Jiangsu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543-1553. (in Chinese)

[11]

苏平，党宁，吴必虎. 北京环城游憩带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J]. 地理研究，2004，23（3）：403-410.
SU P, DANG N, WU B H. Attraction categorie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Beijing case
stud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4, 23(3): 403-410. (in Chinese)

[12]

吴承照. 城市旅游的空间单元与空间结构[J]. 城市规划学刊，2005（3）：82-87.
WU C Z. Research for spatial units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recreation and tourism in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2005(3): 82-87. (in Chinese)

[13]

刘佳. 重庆市城市公共空间的游憩功能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07.
LIU J. Recreation func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in Chongqing[D].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2007. (in Chinese)

[14]

王润，刘家明，陈田，等. 北京市郊区游憩空间分布规律[J]. 地理学报，2010，65（6）：745-754.
WANG R, LIU J M, CHEN T, et 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al space in Beijing suburb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6): 745-754. (in Chinese)

[15]

胡勇，赵媛，曹芳东. 基于点数据的大城市郊区游憩空间演化研究——以南京郊区为例[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

第11 卷 第24 期
2018 年 12 月

刘明皓等：城市公共游憩空间之分布特征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2534

版），2018，4（2）：107-114.
HU Y, ZHAO Y, CAO F D. Research on evolution of recreational space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based on point-data: a case
study of suburbs of Nanjing[J].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 4(2): 107-114.
(in Chinese)
[16]

丁正山. 城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与集散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DING Z S. Spati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urban tourist flows[D].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4.
(in Chinese)

[17]

李飞. 中国经济型连锁酒店空间扩散类型及其规律——接触扩散与等级扩散的理论视角[J]. 旅游学刊，2010，25（8）
：
52-58.
LI F. On the spatial diffusion types of China’s economical-type chain hotels and their regulations—perspective from the
theory of contagious diffusion and hierarchy diffusion[J]. Tourism Trubune, 2010, 25(8): 52-58. (in Chinese)

[18]

刘春霞. 产业地理集中度测度方法研究[J]. 经济地理，2006，26（5）：742-747.
LIU C X. The evalution methods of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5): 742-747.
(in Chinese)

[19]

赵黎明，成红波. 基于空间洛伦茨曲线的入境旅游目的地集中度研究——以韩国游客为例[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9，33（2）：147-151.
ZHAO L M, CHENG H B. On tourism destination concentration based on space Lorenz curve: taking Korean tourists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 33(2): 147-151. (in Chinese)

[20]

王远飞. 空间数据分析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WANG Y F. Methods of spatial data analysi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7. (in Chinese)

[21]

楼嘉军，史萍. 上海中央游憩区特征及发展对策研究[J]. 旅游科学，2005，19（3）：20-25.
LOU J J, SHI P.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countermeasures of Shanghai central recreational center[J].
Tourism Science, 2005, 19(3): 20-25. (in Chinese)

[22]

史本凤. 促进成都市环城游憩带旅游发展对策的思考[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SHI B F. The strategy study of accelera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ReBAM of Chengdu[D]. Chengdu: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7. (in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