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绪    论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了解旅游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学科性质和研究内容；理

解中国旅游地理与旅游地理学的关系及其研究内容；掌握旅游资源的分

类、特点、开发原则、受破坏的原因及其保护措施。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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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导入

2019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在重庆·西南大学成功举行

2019 年 5 月 10—12 日，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

游学院承办，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重

庆地理学学会、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学会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120 余所

高校、科研院所的 60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人文地理学创新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大

会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学术对话、开放性论坛、工作会议、学术实践等活动。 
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 含摘要 )300 余篇，设立了 9 个分会场和 2 个开放性论

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产业发展与经济地理”“城市群与城市发展”“城市生态与环

境”“旅游地理”“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地理”“乡村振兴与乡村地理”“新

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青藏高原城镇化发展及其生态环境影

响”“人文地理学学术论文写作技巧及编辑”等议题举办了 191 场专题报告和 20 余场学术

对话，并有 135 篇学术论文参与了青年优秀论文评选。 

( 资料来源：中国地理学会官网，http://www.gsc.org.cn/content.aspx?id=1004，2019-05-18)

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创办于2011年。近年来，先后在江苏南京、湖北武汉、甘肃兰

州、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吉林长春、广东广州、吉林珲春成功举办了8次会议。本次会

议是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首次在西南地区举行，与会专家学者秉承“交流、融合、发

展”的宗旨，紧紧围绕人文地理学的前沿问题，畅所欲言、充分交流、凝聚共识，充分展

示了人文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盛况。

第一节  旅游地理概述

一、旅游地理学的发展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一切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与空间关系的科学，其研

究对象是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曾被称为科学之母。古代地理

学逐步产生于远古——18世纪末，主要以描述性记载地理知识为主。在早期，以中国和古

希腊的成果最为显著。中国的《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山海经》《水经注》等著

作都是世界上比较早的地理学史料。到了后期，欧洲地理大发现涌现出了哥伦布、达·伽

马、麦哲伦等探险家，他们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

旅游与地理关系十分密切。人类的旅游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空间中进行的。我

国历史悠久，旅游活动很早就开始出现。治水的大禹、骑牛传道的老子、周游列国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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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使西域的张骞、印度取经的玄奘、七下西洋的郑和、志在四方的徐霞客等都是我国

历史上有名的旅行家。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可以看出，旅游和地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旅游取决于一系列的地理、气候、地形和旅游地居民等因素，“旅游几乎没有哪个方面与

地理无关，地理也几乎没有哪个部门无助于研究旅游现象”。古代人们的地理知识即来源

于旅游，而地理知识的丰富又有指导旅游的意义。旅游与地理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由此

产生了新的学科——旅游地理学。

旅游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旅游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与地理环境关系

的学科，是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一门学科。现代旅游地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美国地理学家麦克默里发表的《娱乐活动与土地利用关系》，被世界地理学

界公认为第一篇关于旅游地理研究的论文。早在1935年，英国地理学家布朗就倡议地理学

家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旅游业上。他和詹姆斯、卡尔森等先后论述了局部地区的自然

资源、发展基础、聚落构成的差异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测定了旅游形态及其经济价值，

并阐述了旅游形态和旅游设施的意义。20世纪40年代，艾塞林、迪赛对游客客流进行了分

析。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地理学家哈恩从游客的性质、逗留时间、季节性变化等方面

对联邦德国旅游地类型进行了划分。可是，这段时间内的绝大多数旅游地理著作，主要是

描述某些旅游胜地或限于一般论述旅游的经济意义，对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探讨极少。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理论问题逐渐为人们所重视。1964年，加拿

大地理学家沃尔夫指出，旅游地理学是从经济地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

行研究。英国地理学家罗宾逊则把旅游地理学当作一门应用地理学。20世纪70年代，鲁彼

特等结合联邦德国实例，对旅游市场和旅游区位做了分析研究。1976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

23届国际地理学大会上，第一次把旅游地理列为一个专业组，从此旅游地理学作为地理学

的一个分支被确立下来。

我国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来，旅游地理学研究和教学队伍

不断壮大，先后发表了一批关于旅游地理学、中国旅游地理及旅游开发等方面的专著和文

章，并出版了一些普及性读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理学会在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下设

旅游地理组，说明旅游地理学研究已在我国地理科学领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旅游地理学不但同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关系密切，而且与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历

史学、建筑学、园林学、经济学等彼此渗透。因此，它不仅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

科，还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

二、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旅游地理环境，属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与经济地理、

历史地理、政治地理等同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旅游的起因及其地理背景；旅游者的地域分布和移动规律；旅游资源的分类、

评价、保护和开发利用论证；旅游区(点)布局和建设规划；旅游区划和旅游线路设计；旅

游业发展对地域经济综合体形成的影响；旅游业对区内环境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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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旅游地理的研究内容

随着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深入，旅游地理学内部形成了三个分支领域，即普通旅游地理

学、区域旅游地理学和应用旅游地理学，使得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结构日益完善，知识内容

日趋完整。中国旅游地理是旅游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属于区域旅游地理学范畴，它是运用

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在中国范围内人们的旅游与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

学科，侧重于研究中国旅游地理环境特征、中国各类旅游资源类型及分布状况、中国各

旅游区布局等问题。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其指导下的中国旅游地理的基本知识体系，目前并

无严格统一的规范。根据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实际需要，中国旅游地理的研究内容大致可

以归纳如下，中国旅游地理环境研究，中国旅游资源研究，中国旅游交通研究，中国旅游

区划研究，中国各旅游区旅游特色及其代表性旅游资源研究，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与规

划的制定研究等。对中国旅游地理的学习和研究，不但有利于旅游地理知识的普及与旅游

者欣赏水平的提高，而且对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的提高也有很大帮助，

同时还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为旅游业所开发利用，并可

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三要素之

一，是旅游活动的客体，是旅游业发展所必需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因而也是旅游地理学研

究的主要内容。

一、旅游资源的分类与特点

(一)旅游资源的分类

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是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的客观需要。

根据不同的标准，旅游资源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旅游资源按照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别，即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

源。自然旅游资源指能使人们产生美感或兴趣的、由各种地理环境或生物构成的自然景

观。根据2017年修订的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自

然旅游资源分为四大类，即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生物景观、天象和气候景观。人文旅游

资源是人类创造的反映各时代、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民情状况，具有旅游

功能的事物和因素，也分为四大类，即建筑与设施、历史遗迹、旅游购品和人文活动。

此外，旅游资源如果按照其级别及管理来分类，可以分为世界级旅游资源、国家级旅

游资源、省级旅游资源、市(县)级旅游资源；按照旅游活动的内容，可以分为游览鉴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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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知识类旅游资源、体验类旅游资源、康乐类旅游资源；按照其利用现状，可以

分为已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正在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未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亦称潜

在的旅游资源)。

(二)旅游资源的特点

旅游资源是旅游目的地重要的吸引要素。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旅游资源不仅具有一

般资源的共同属性，还具有其独有的特点。

1. 价值上的观赏性

旅游资源具有美学特征，具有观赏性，能从生理上、心理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这

是旅游资源同一般资源最主要的区别。尽管旅游动机因人而异，游览内容多种多样，但观

赏活动几乎是所有旅游过程中最基本的内容，有时更是全部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毫无疑

问，旅游资源的美学价值越高，观赏性越强，知名度越高，吸引力就越强。但由于旅游者

的性格、气质、审美能力的不同及文化素质的高低，使得不同的旅游者对同一旅游资源会

产生不同的评判，从而使旅游欣赏呈现多样性。

2. 构景上的综合性

旅游资源往往是由多种要素综合在一起组成，孤立的景物很难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

资源。一个地区的旅游资源要素种类越多、联系越紧密、综合性越强，地区整体景观效果

就越好，综合开发利用的潜力也就越大。旅游地的形成是多种旅游吸引物聚集的结果，这

些旅游吸引物既有自然的，又有人文的；既有景观性的，又有文化性的；既有古代遗存

的，又有现代兴建的；既有实物性的，又有体验性的。不同类型的旅游吸引物可以满足有

不同需求的旅游者。

3. 空间上的地域性

旅游资源作为地域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地域差

异性使得各个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具有不同的特色和旅游魅力。只有那些“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高质量的旅游资源，才会对游客产生强烈的诱惑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能否有发展。

4. 时间上的季节性

旅游资源的季节变化非常突出，它会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而显示出不同的景观特

征，或随季节的不同而产生或消失这些特征，从而形成最佳观赏季节。旅游资源季节的变

化性特征影响着旅游活动和旅游流的季节变化，从而形成了旅游业的淡季、旺季和平季的

差异。

5. 使用上的永续性 

旅游资源在旅游活动中不会造成其本身的耗费，旅游者只能从中获得审美感受，带走

对旅游资源的认识、印象和感受，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不会改变。从这一层面来讲，旅游

资源可以重复出售，可以永续利用。但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必须以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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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为前提，一旦遭受破坏，就不复存在，即使被仿造出来，其旅游价值也会大打折

扣，因此，要持续发展旅游，必须做好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

二、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

旅游资源开发是旅游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旅游开发首先必须要有成功的旅游

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成败决定了整个旅游开发的质量。旅游资源开发作为一项经济

文化活动，必须遵循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同时要符合文化事业的开发规律，才能获得成

功并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旅游资源开发的原则就是指旅游资源开发活动中必须遵循

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效益性原则

经济利益是旅游资源开发的主要目的之一。旅游资源的开发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在

进行旅游规划时，要充分研究经济上的可行性，研究投资的风险及预期的效益；要遵循市

场发展的供求规律，确定开发的层次、规模和方向，力求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以获得最

高的经济效益。此外，开发的目的还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的 
生活质量。因此，在规划和建设中要特别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

发展。

2. 独特性原则

独特性原则是旅游资源开发的中心原则。求异是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主要原因之

一，富有个性的旅游景点能够对人们产生更大的旅游吸引力，能够在同等的条件下取得更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开发中要尽最大可能地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包括民

族特色、地方特色，努力反映当地文化，“只有民族的旅游资源，才是世界的旅游吸引

物”。只有具有独特性，才能确保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3. 保护性原则

保护性原则，就是要求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和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不能以牺牲生态

环境为代价，而应充分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避免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注重环境保

护和生态平衡。任何形式的开发都是对旅游资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而旅游资源一经破坏

则难以在短期内恢复，有的甚至是无法恢复的。因此，想要对旅游资源进行可持续的开发

利用，就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三、旅游资源的保护

(一)旅游资源受破坏的原因

1. 旅游资源的自然衰败

旅游资源的自然衰败主要为突发性灾害和自然风化。突发性灾害是指自然界中突然发

生的灾害，如地震、洪水、火灾、泥石流、海啸、飓风、火山喷发等，会直接改变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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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面貌，毁掉部分或者全部的旅游资源。例如，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就是

毁于地震。自然风化是指在自然状况下，由于氧化、风蚀、侵蚀、流水切割等，导致旅游

资源的形态和性质缓慢地改变。例如，秦始皇陵所在的骊山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由

最初的120米高降为现在的大约60米高。突发性灾害和自然风化对旅游资源的破坏虽然很

严重，但是偶尔也会创造一些新的旅游资源。例如，长白山天池和五大连池景区就是由于

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江南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太湖石，就是由于湖水长期的侵蚀、切割

才形成了“瘦、皱、漏、透、清、丑、顽、拙”等特点。

此外，部分动物也能带来巨大的破坏。例如，温驯的鸽子是和平的象征，欧洲很多城

市广场都放养了大量的鸽子，但鸽子除为城市带来了生气之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

鸽粪的酸性腐蚀作用特别强，对城市建筑，特别是古建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且落在屋

顶、屋檐、雕像上的鸽粪很难清理。此外，白蚁的破坏力也极强，自古就有“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之说，并且白蚁对我国很多的木质古建筑都有致命的破坏力。

2. 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

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是多方面的、严重的，有的甚至将旅游资源完全毁灭，主要可分

为建设性破坏和游客的破坏。建设性破坏是指工农业生产、市镇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建设

中规划不当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其破坏方式主要有：第一，直接拆毁、占有文物古迹；

第二，工程建设对风景区自然美的破坏。在风景区，如果工程建设不当，极有可能破坏景

区周围景观的和谐及古建筑的风格意境；第三，旅游区发展工业带来污染破坏。若在旅游

区附近发展污染性工业，将对旅游区的空气和水体造成污染；第四，风景区内采石、开垦

耕地引起的破坏；第五，旅游资源开发中规划不当造成的破坏。很多景区为了修建道路、

索道、宾馆等，使景区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

旅游资源是为游客服务的，但如果管理不善、规划不当，游客

也会对旅游资源造成破坏。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客流对旅游资源

的无意破坏。例如，大量游客的踩踏、摩擦，会逐渐改变旅游资源

的周边环境，加速自然风化，或导致地面板结，古树枯死；第二，

部分游客对旅游资源的故意损坏。例如，部分游客素质低下，对景

物乱涂滥画。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人为因素对旅游资源也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例如，影视剧的拍

摄，虽然会对景区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但如果不注意保护环境，也会对旅游资源带来破

坏。再如，战争对旅游资源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著名的明孝陵是古代帝陵的一个代

表，但其多数精美的建筑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

(二)旅游资源保护的对策

造成旅游资源的衰败和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以防为主、以治

为辅，防治结合的保护措施。虽然灾难性的自然变化不可避免，但可以采取措施，减弱其

自然风化的程度，延缓其过程；而对人为破坏则可以通过法律、政策、宣传和管理途径加

以遏制；至于已遭破坏的旅游资源，可视其破坏轻重程度和恢复的难易程度，采取一定的

案例1-1 车队疯狂碾轧 
锡林郭勒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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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重建措施。

1. 减缓旅游资源自然风化的对策

旅游资源自然风化是自然界由于大气中光、热、水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存在这一问题

的旅游资源主要是历史文物古迹。暴露于地表的旅游资源要完全杜绝自然风化是不可能

的，但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环境条件，使风化过程减缓则是完全可能的。例如，给风吹日晒

下的旅游资源加罩，或为其盖可以遮挡的建筑，以起到保护作用。

2. 杜绝人为破坏旅游资源的对策

透过旅游资源人为破坏原因的表面看本质，旅游资源人为破坏的根源，主要是广大民

众保护旅游资源的意识不强，不少人不知道旅游资源的价值；法制不够健全；旅游资源保

护理论研究不成熟；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管理不完善等。只有解决根源上的问题，才能真

正杜绝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健全旅游资源法制管理体

系。将保护旅游资源提到法律的高度，并有相应的奖惩条文来保障条例的实施，在防止景

区的建设性破坏或加强对游客的管理等方面都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使旅游资源的保护

工作有法可依；第二，加强对旅游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首先要改变旅游从业者“旅游业

是无烟工业”的错误思想，认识到无合理规划的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破坏相当

严重。其次要加强宣传，以增强游客的保护意识，逐步形成文明旅游、科学旅游、健康旅

游的社会氛围。再次，完善风景名胜区保护系统。我国建立的各级

风景名胜区、各类自然保护区等，都可以从政策、理论、技术、管

理等方面加强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最后，大力开展对旅游资源保护

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大力开展对旅游资源保护的研究可以完善旅游

资源保护的理论体系，对保护工作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加强专业

人才培养可以通过对在职人员的保护意识的培训和在专业院校中加

强对保护人才的培养等方式进行。

3. 已破坏的旅游资源的恢复对策

部分已被破坏的旅游资源，可以通过修复来恢复对游客的吸引力。在修复的过程中，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旧如故。可以采取复原培修的办法，采取原材料、原构件

等进行恢复。例如，明孝陵的棂星门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2007年在原址使用原材料恢

复其600年前旧貌，其中所用材料为原明孝陵所用材料——青龙山青白石料。修复中即使

必须用现代构件进行加固，也要以保持原貌为准则；第二，仿古重建。因为各种原因已经

消失的著名古建筑，由于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旅游价值，可以依据相应史料进行仿古重建，

重现古建筑的风貌；第三，生态建设。许多景区由于工业交通的发展，建设性破坏，或者

游客的过量进入，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在恢复的过程中就要加强生态建设，注

重植树造林、治理水污染等。

案例1-2 65万用户完成 
文明旅行宣言



11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小结

(1) 旅游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属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主要研究人类旅行游

览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它不仅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还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

学科。

(2) 中国旅游地理是旅游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属区域旅游地理学范畴，它是运用旅游

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在中国范围内人们的旅游与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

(3)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三要素之一，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旅游资源的特

征为价值上的观赏性、构景上的综合性、空间上的地域性、时间上的季节性、使用上的永

续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为效益性原则、独特性原则、保护性原则。

(4) 旅游资源受破坏的原因主要分为自然衰败和人为破坏，旅游资源的保护应该以防

为主、以治为辅，防治结合。

    习  题

一、填空题 

1. 1976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________届国际地理学大会上，第一次把旅游地理列为

一个专业组，从此旅游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被确立下来。

2. 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旅游地理环境，与经济地理、历史地理、政治地理

等同为________的分支学科。

3.  游资源的开发原则主要包括________原则、________原则和________原则。

二、选择题 

1. 美国地理学家麦克默里发表的(  )被世界地理学界公认为第一篇关于旅游地理研

究的论文。    
 A. 《娱乐活动与土地利用关系》    B. 《安大略的旅游地》  
 C. 《美国海滨避暑胜地》     D. 《西印度群岛》   
2. 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的是(  )。
 A. 《山海经》        B. 《水经注》    
 C. 《徐霞客游记》       D. 《尚书·禹贡》

3. 突发性灾害是指自然界中突然发生的灾害，下列(  )不属于突发性灾害。

 A. 风蚀     B. 泥石流     C. 海啸     D.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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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答题

1.  简述中国旅游地理的研究内容。

2.  简述旅游资源的特点。

3.  简述旅游资源受破坏的原因和保护措施。

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