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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徐冬冬ꎬ黄震方ꎬ孙黄平ꎬ施雪莹ꎬ刘

欢ꎬ谭林胶

(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 摘要]

以南京市 ６１５ 个休闲旅游点为例ꎬ按资源性质与休闲方式将其分为自然游憩类、文化休闲类、康娱游憩

类和专项休闲类ꎬ运用 ＧＩＳ 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１)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呈主城区密集周边城区稀疏的特点ꎬ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ꎬ４ 类休闲旅游资源空
间集聚程度差异明显ꎻ(２) 全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ꎬ其中康娱游憩类主要沿传
统商圈布局ꎬ文化休闲类在空间上分布较为稀疏ꎬ自然游憩类总体集聚度不高ꎬ专项休闲类具有小聚集、大分散
的空间分布特征ꎻ(３) 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依赖性ꎬ且各类休闲旅游资源在不同空
间尺度下的分布格局不同ꎻ(４) 交通条件、资源禀赋和空间集聚等因素对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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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休假制度的调整ꎬ休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形式ꎬ休闲旅游逐渐

成为消费热点 [１] . 休闲旅游具有明显的中国色彩ꎬ是一种相对于观光旅游和度假旅游而言的旅游形式ꎬ是
一种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旅游活动ꎬ强调游客获得真正的身心放松ꎬ也是一种目的地旅游业发展模式ꎬ与
观光旅游相比ꎬ它的层次更高ꎬ呈现丰富性、深入性和舒适性特征ꎬ与度假旅游相比ꎬ它更侧重于以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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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吸引要素 [２] . 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的载体ꎬ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人们的休闲活动产生
吸引力ꎬ可以为休闲旅游业开发利用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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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在
休闲时代的大背景下ꎬ探讨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ꎬ把握其空间分布规律和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
的空间分布差异ꎬ无疑会对休闲旅游的发展及休闲空间的优化产生较强的现实意义. 国外对休闲旅游的
研究起步较早ꎬ主要涉及休闲旅游者的动机和满意度 [４－６] 、休闲旅游空间 [７－８] 、休闲旅游资源的管理及与交
通的联系 [９－１０] ꎬ研究成果丰硕ꎬ但多集中于实证研究ꎻ国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ꎬ但近年来在休闲旅游研究方
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ꎬ主要集中在休闲旅游资源的分类与评价 [１ꎬ１１－１２] 、休闲旅游发展现状及影响因
素 [１３－１６] 、休闲旅游产业 [１７] 等方面. 然而当前学界对休闲旅游资源空间的研究多是从公园 [１８] 、景区 [１９] 这样
的单一资源类型切入ꎬ缺乏对整体性的把握ꎬ对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研究也少有涉及 [２０] . 鉴

于此ꎬ本文以南京市为例ꎬ综合运用 ＧＩＳ 和 ＣｒｉｍｅＳｔａｔ３. ３ 软件ꎬ选取最邻近距离分析、最近邻层次聚类、
Ｒｉｐｌｅｙ’ｓ Ｌ 函数、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组合规律ꎬ探讨各类休闲
旅游资源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ꎬ以期为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与规范、休闲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及
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借鉴价值.

１
１.１

数据与方法
数据来源

文章研究范围是南京市下辖的 １１ 个区ꎬ分别为鼓

楼区、秦淮区、玄武区、建邺区、栖霞区、六合区、雨花台
区、浦 口 区、 江 宁 区、 溧 水 区、 高 淳 区ꎬ 区 域 面 积 约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及比重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主类( 数量)

亚类

数量

康娱游憩类(３５６)

购物休闲类
体育健身类
公共游憩类
娱乐休闲类

４１
５３
５７
２０５

文化休闲类(１３０)

人文综合类
历史遗产类
文化场馆类

研究[１] ꎬ结合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实际情况ꎬ将 ６１５

专项休闲类(９４)

产业休闲类

闲类和自然游憩类 ４ 大主类和 １２ 个亚类(表 １).

自然游憩类(３５)

地文景观类
水域休闲类
生物休闲类
自然综合类

６ ５８７.０２ ｋｍ２ .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旅游政务网、
南京旅游网等ꎬ之后通过百度地图 ＰＯＩ 获取空间属性ꎬ
对所有研究单元进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ꎬ最终确定
了 ２０１５ 年南京市 ６１５ 个休闲旅游点作为研究数据. 虽
然旅游资源已存在相应的分类标准[２１] ꎬ但休闲旅游资
源当前尚无成熟的分类标准可以遵循ꎬ参考学界已有
个休闲旅游点划分为康娱游憩类、文化休闲类、专项休
１.２

１.２.１

研究方法

４
５９
６７
９４
１
２
５
２７

比重 / ％
６.７
８.６
９.２
３３.３
０.７
９.６
１０.９
１５.３
０.２
０.３
０.８
４.４

最邻近距离分析法

最邻近距离统计(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ＮＮＩ) 是通过比较计算最邻近的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

布模式中最邻近的点对的平均距离ꎬ用其比值( ＮＮＩ) 判断其与随机分布的偏离ꎬ公式 [２２] 如下:
ｎ
ｍｉｎ( ｄ ｉｊ )
ＮＮＩ ＝ ∑
/ ｄ( ｒａｎ) ꎬ
ｎ
ｉ＝１

(１)

式中ꎬｎ 为样本点数目ꎻｄ ｉｊ 为第 ｉ 点到第 ｊ 点的距离ꎻｍｉｎ( ｄ ｉｊ ) 为 ｉ 到最临近点的距离. ｄ( ｒａｎ) 为空间随机分
布条件下的理论平均距离ꎬ其取值一般为 ｄ( ｒａｎ) ＝ ０.５ Ａ / ｎ ꎬＡ 为研究区域面积. 当 ＮＮＩ 等于 １ 时ꎬ样本点
随机分布ꎻＮＮＩ 小于 １ 时ꎬ样本点呈集聚分布ꎻＮＮＩ 大于 １ 时ꎬ样本点呈均匀离散分布.

１.２.２

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

用最近邻层次聚类法对南京市休闲旅游点进行热点区探测ꎬ首先通过定义一个“ 聚集单元” 的“ 极限

距离或阀值” ꎬ然后将其与每一个空间点对的距离进行比较ꎬ当某一点与其他点( 至少一个) 的距离小于该
极限距离时ꎬ该点被计入聚集单元ꎬ也可以指定聚集单元的点数目来强化聚集规则ꎬ依次类推ꎬ可以得到不

同层级的热点区域 [２２] . 本文将热点区域分为一阶热点区、二阶热点区和更高阶热点区.
１.２.３ Ｒｉｐｌｅｙ’ｓ Ｌ 函数分析

Ｒｉｐｌｅｙ’ｓ Ｌ 函数可以分析任意尺度的点状地物空间分布格局ꎬ其按照一定半径距离的搜索圆范围来统
计点数量ꎬ公式 [１９] 如下:
— １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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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ｎ

Ｋ( ｄ) ＝ Ａ ∑ ∑
ｉ＝１ ｊ＝１

ｗ ｉｊ( ｄ)
ｎ２

ꎬ

(２)

式中ꎬｎ 为点个数ꎻｗ ｉｊ( ｄ) 为在距离 ｄ 范围内的点 ｉ 到点 ｊ 的距离ꎻＡ 为研究区域面积. 为了更好地解释实际
空间格局ꎬＢｅｓａｇ 提出用 Ｌ( ｄ) 代替 Ｋ( ｄ) ꎬ公式 [１９] 如下:
Ｌ( ｄ) ＝

Ｋ( ｄ) / π －ｄ.

(３)

Ｌ( ｄ) 大于 ０ꎬ表明样本点呈聚集分布ꎬ小于 ０ 表明样本点呈扩散分布ꎬ等于 ０ 服从随机分布. Ｌ( ｄ) 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定义为上、下包络线的坐标值ꎬ具体见胡美娟等的研究 [２３] .

２

２.１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
休闲旅游点的空间集聚性分析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呈主城区密集周边城区稀疏的特征. 主城区以玄武、鼓楼、秦淮、建邺、雨花

台区分布最为集中ꎬ这里是历经 ３ ０００ 年的老城区ꎬ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密集的人口ꎬ也是南京市

城市化水平最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ꎻ周边城区面积广阔ꎬ休闲旅游资源的分布相对较为分散ꎬ
江宁、栖霞、六合由于地貌类型多样ꎬ自然游憩类的数量多于其他区ꎬ而高淳近年来由于“ 慢旅游” 的发展ꎬ
专项休闲类和文化休闲类休闲旅游资源明显多于其他周边城区. 对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点进行平均最近
邻距离分析得到表 ２ꎬ可以明显看出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点的最近邻指数 ＮＮＩ ＝ ０.４５<１ꎬＺ 得分为 － ２５.８２ꎬ
空间分布类型为显著集聚. 从分类分析结果来看南京市 ４ 类休闲旅游资源 ＮＮＩ 都小于 １ꎬ且 Ｚ 得分均小于
－ ２.５８ꎬ说明这 ４ 类休闲旅游资源在研究区域内都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ꎬ但是只有康娱游憩类
的集聚特征最接近总体集聚特征ꎬＺ 得分达 － ２２.７９ꎬ文化休闲类和专项游憩类集聚强度明显弱于康娱游憩
类ꎬ而自然游憩类休闲旅游点 ＮＮＩ 和 Ｚ 得分值最大ꎬ分别为 ０.７５、 － ２.８０ꎬ并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
验ꎬ集聚度最低ꎬ这是因为此类休闲旅游资源与山体、水域等自然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耦合性ꎬ呈沿
山—临水分布的空间特征ꎬ而南京的山、水等自然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集聚特征并不明显.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点类型
总体
康娱游憩类
文化休闲类
专项休闲类
自然游憩类

２.２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集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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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ｒａｎ) / ｍ

ＮＮＩ

Ｚ 得分

Ｐ值

空间分布类型

０.３７

－２５.８２
－２２.７９

０

显著集聚

－８.３２

０

显著集聚

１ １２９.１１

０.４５

４ １７２.９６

０.６２

２ ３９７.３４
４ ８９８.９６
７ ２０９.１３

０.６４
０.７５

－６.６４
－２.８０

０
０

０.０１

显著集聚
显著集聚
显著集聚

休闲旅游点集聚热点区探测

对南京市休闲旅游点进行热点区探测( 图 １) . 总体来看ꎬ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呈现出大聚集、小分散

的空间分布特征ꎬ共有两个一阶热点区ꎬ集中分布于主城区及其周边和高淳区两地ꎬ有 １０ 个二阶热点区ꎬ
主要分布于主城区的新街口商圈、钟山 －玄武湖风光带、夫子庙 －秦淮风光带、江心洲 － 幕燕滨江旅游区、牛
首山 －祖堂山旅游区、将军山 － 方山旅游区、珍珠泉旅游区、六合的万寿宫、文庙周边、溧水区永阳街道周
边ꎬ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路网密度高、人口集
中、旅游起步较早且配套设施完善. 其他区域由于经济水平、区位位置、交通条件及旅游发展水平等原因ꎬ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相对较为离散. 具体而言ꎬ康娱游憩类休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形成 ２ 个一阶热点
区ꎬ分别位于主城区和浦口 －六合交界处ꎬ二阶热点区有 ８ 个ꎬ分别位于新街口商圈、夫子庙商圈并以此为
中心向周边延伸ꎬ栖霞区的仙林大道和栖霞大道两侧也集中了一些康娱游憩类休闲旅游资源ꎬ江宁区的东
山街道及金箔路和文靖路之间分布相对聚集ꎬ此外在溧水的永阳镇、高淳的老街等区域也较为集中ꎬ此类
休闲旅游资源在中心城区集聚度最高ꎬ这与区域的商业化水平、人口密集程度高度相关. 文化休闲类休闲
旅游资源空间上分布较为稀疏ꎬ由于人文、历史原因只在主城区及周边形成了 １ 个一阶热点区ꎬ在以夫子
庙秦淮观光带和中山陵景区为核心的区域形成了 ２ 个二阶热点区ꎬ并以此为中心向主城区外围扩散ꎬ其他
地区虽然有一定数量分布ꎬ但在空间上较为离散. 自然游憩类休闲旅游资源由于对自然山水和生态环境
— １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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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附性较高ꎬ总体集聚度不高ꎬ只在钟山 －玄武湖风光带、牛首山 － 祖堂山 － 将军山 － 方山风光带、高淳的
固城湖 －游子山风光带形成了 ３ 个一阶热点区. 专项休闲类以休闲农庄( 工业园、创意园) 、主题度假酒店
与商务会所等人工营造的主题娱乐休闲资源为主ꎬ形成了 ２ 个一阶热点区ꎬ分别位于主城区和高淳区ꎬ４

个二阶热点区分别位于沙洲街道、雨花台景区附近、银杏湖生态旅游区和方山景区附近ꎬ整体上呈现出小
聚集、大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１
Ｆｉｇ １

２.３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热点区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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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点空间格局多尺度特征

分析休闲旅游资源在多尺度范围内的集聚特征( 图 ２) ꎬ探讨其集聚的空间尺度范围. 由图 ２ａ 可以看
出ꎬ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 Ｌ( ｄ) 曲线位于上包络线之上ꎬ呈集聚分布特征ꎬ特征空间尺度为 １０.０９ ｋｍꎬ即
在 ０ ~ １０.０９ ｋｍ 范围内 Ｌ( ｄ) 曲线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逐渐远离置信区间ꎬ集聚强度不断增大ꎬ在 １０.０９ ｋｍ

图２
Ｆｉｇ ２

— １３０ —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 Ｒｉｐｌｅｙ’ｓ Ｌ( ｄ) 函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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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达到最大ꎬ随后集聚强度逐渐减弱. 康娱游憩类和文化休闲类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全市休闲旅游资源的
总体分布格局基本一致ꎬ集聚度都是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先增强后减弱. 专项休闲类的 Ｌ( ｄ) 曲线有一定
的波动ꎬ其集聚强度时增时减ꎬ集聚尺度不稳定ꎬ分别在 ２.８３ ｋｍ 和 １０.５３ ｋｍ 形成了两个小聚集峰. 自然
游憩类的 Ｌ( ｄ) 曲线变化比较复杂ꎬ在小尺度空间范围内服从随机分布ꎬ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其分布类型
也在变动ꎬ分别在 ０ ~ ２.１２ ｋｍ、２.４４ ~ ７.６０ ｋｍ、８.１３ ~ ９.０２ ｋｍ 范围内服从随机分布ꎬ在 ２.１２ ~ ２.４４ ｋｍ、７.６０ ~

８.１３ ｋｍ、９.０２ ~ １７.６８ ｋｍ 范围内服从集聚分布. 总体而言ꎬ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

度依赖性ꎬ不同类型的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对空间尺度依赖的程度不同ꎬ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空间
分布格局亦不同ꎬ这与各类休闲旅游资源的性质、区位、数量、市场需求、区域人口密度及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密切相关.

３
３.１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通过文献梳理ꎬ发现影响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条件( 人均 ＧＤＰ、三产占比、

物价水平、土地价格) 、人口特征( 人口密度、社会态度、社会认知) 、资源禀赋( 资源类型、资源等级) 、交通
条件( 路网密度、道路等级) 、政府行为( 法律法规、城市规划、扶持政策) 、重大事件( 体育盛事、国际博览
会、宗教盛事) 、空间集聚等. 其中经济条件、人口特征、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与空间集聚对休闲旅游资源空
间分布的影响最为显著ꎬ不少学者就经济条件、人口特征与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关系、机理做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１４ꎬ２０] ꎬ虽然对交通条件、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也有涉及ꎬ但总体上指标选取过于单一ꎬ
还处在简单的定性描述阶段. 本文在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体系构建的基础之上( 图 ３) ꎬ
结合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性质及特点ꎬ重点从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和空间集聚 ３ 个方面出发ꎬ利用缓冲
区分析、叠加分析等方法研究各因素对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的差异性.

图３
Ｆｉｇ ３

３.２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影响因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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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交通条件

休闲旅游资源与城市交通道路联系密切. 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商业利润ꎬ注重对客源市场的培育ꎬ而这

反映在地理空间上则是休闲旅游资源的选址更加靠近交通主干道ꎬ来降低游客到访时间成本. 对南京市
境内所有道路( 高速、国道、省道、其他道路) 进行 ０.５ ｋｍ 缓冲区分析ꎬ发现缓冲区内的休闲旅游资源共有
— １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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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４ 家ꎬ占总量的 ８８.５％ꎬ其中康娱游憩类有 ３３１ 家ꎬ占其总量的 ９３.０％ꎻ文化休闲类 １１７ 家ꎬ占其总量的
９０.０％ꎻ专项休闲类 ７７ 家ꎬ占其总量的 ８１.９％ꎻ自然游憩类 １９ 家ꎬ占其总量的 ５４.３％. 可见ꎬ休闲旅游资源
对城市交通道路有较强的依附性ꎬ其中ꎬ康娱游憩类依附性最强ꎬ文化休闲类和专项休闲类次之ꎬ而自然游

憩类最低. 建立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点的 １ ｋｍ 缓冲区ꎬ通过与南京市路网叠加ꎬ计算缓冲区内路网密度ꎬ
并按路网密度大小分为 ０ ~ ５ ｋｍ / ｋｍ ２ 、５.１ ~ １０ ｋｍ / ｋｍ ２ 、１０.１ ~ １５ ｋｍ / ｋｍ ２ 一、二、三 ３ 个等级ꎬ发现每个等
级分别有 １０５ 家、２１７ 家、２９３ 家休闲旅游点ꎬ分别占总量的 １７.１％、３５.３％ 和 ４７.６％ꎬ按此方法对 ３ 个等级
路网中的 ４ 类休闲旅游资源数量分别进行考察. 最后发现空间上休闲旅游资源与路网密度具有高度耦合
性ꎬ近一半的休闲旅游资源分布在路网密度在 １０.１ ~ １５ ｋｍ / ｋｍ ２ 的区域内ꎬ其中康娱游憩类、文化休闲类
和自然游憩类对路网密度要求最高ꎬ专项休闲类则多分布于二级路网内.

３.２.２

资源禀赋

休闲旅游资源是建立在一定的资源禀赋基础之上的 [２０] .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有明显的沿山 － 临水分

布的特征. 通过对南京市主要山体( 紫金山、栖霞山、老山等) 、水域( 长江、秦淮河、玄武湖等) 进行 １ ｋｍ 缓

冲区分析ꎬ发现 １ ｋｍ 缓冲区内共有 ２９２ 家休闲旅游资源ꎬ占总数的 ４７.５％ꎬ其中康娱游憩类、文化休闲类、
专项休闲类和自然游憩类分别为 １５８ 家、６６ 家、３７ 家和 ３１ 家ꎬ各占其总量的 ４４. ４％、５０. ８％、３９. ４％ 和

８８.６％. ２９２ 家休闲旅游资源中有 １６６ 家沿山体分布ꎬ占 ５６.８％ꎻ１２６ 家沿水域分布ꎬ占 ４２.２％ꎻ可见休闲旅
游资源对资源禀赋有一定程度的依附性ꎬ其中自然游憩类依附性最强ꎬ文化休闲类和康娱游憩类次之ꎬ专
项文化类依附性最弱ꎬ对山体和水域分别分析发现ꎬ临水分布的康娱游憩类要多于沿山分布的. 根据旅游

资源分类标准并结合研究需要ꎬ将南京市旅游资源划分为 ３Ａ 级以上( 含 ４Ａ、５Ａ) 和 ３Ａ 级以下( 含 ２Ａ、

３Ａ) 两类ꎬ分别对两类旅游资源建立 １ ｋｍ 缓冲区ꎬ发现有 ２６１ 家休闲旅游资源落在缓冲区内部ꎬ占总量的
４２.４％ꎻ３Ａ 级以上缓冲区内共有 １５９ 家ꎬ占 ６０.９％ꎬ其中康娱游憩类、文化休闲类、专项休闲类和自然游憩
类休闲旅游资源各占各自总量的 １７.１％、４３.１％、２１.３％、６２.９％ꎻ３Ａ 级以下缓冲区内 ４ 类休闲旅游资源各
占各自总量的 １０.４％、３２.３％、１６.０％、２５.８％ꎻ可见休闲旅游资源对等级较高的旅游资源依附强度明显高于
低等级的ꎬ而这其中自然游憩类对高等级旅游资源的依附度最高ꎬ文化休闲类次之ꎬ康娱游憩类和专项休
闲类偏低.

３.２.３

空间集聚

获得集聚效益是驱使休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邻近分布的重要因素ꎬ追求集聚效益ꎬ实现优势互补ꎬ可

使休闲旅游资源实现从竞争到共生的转变. 以每家休闲旅游资源点为中心 １ ｋｍ 缓冲区范围内全部休闲
旅游资源的数量来定义空间集聚特征ꎬ并将数量分别在 １ － ５ 家、６ － １０ 家、１１ － １５ 家定义为第一、二、三等级
集聚区ꎬ研究发现共有 ３６８ 家休闲旅游资源落在集聚区内部ꎬ占总量的 ５９.８％ꎬ其中康娱游憩类、文化休闲
类、专项休闲类和自然游憩类休闲旅游资源各 ２６４ 家、６１ 家、３４ 家、９ 家ꎬ分别占各自总量的 ７４.２％、４６.

９％、３６.２％、２５.９％ꎻ第一等级集聚区有 ８３ 家ꎬ占集聚区 ３６８ 家的 ２２.６％ꎬꎻ第二等级集聚区有 １１７ 家ꎬ占
３１.８％ꎻ第三等级集聚区有 １６８ 家ꎬ占 ４５.６％ꎬ并对 ３ 类集聚区中各类休闲旅游资源进行计数. 研究发现:休
闲旅游资源对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依附性ꎬ且集聚等级越高ꎬ依附强度越大ꎬ其中康娱游憩类依附强度最
高ꎬ文化休闲类和专项休闲类次之ꎬ自然游憩类依附强度最低.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最邻近距离分析法、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Ｒｉｐｌｅｙ’ｓ Ｌ 函数、缓冲区分析及叠加分析等方

法ꎬ对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ꎬ研究发现:

(１)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呈主城区密集周边城区稀疏的特征、空间上呈显著集聚分布ꎬ４ 类休闲
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程度差异明显ꎬ其中康娱游憩类集聚度最强ꎬ文化休闲类和专项游憩类集聚强度次之ꎬ
自然游憩类集聚度最低.
(２) 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出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ꎬ各类资源空间分布也存在极大
差异ꎬ康娱游憩类休闲旅游资源表现出沿传统商圈布局的特征ꎬ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并呈圈层分布格局ꎬ特
别是在南京市的中心城区集聚度最高ꎻ文化休闲类在空间分布上较为稀疏ꎻ自然游憩类由于对自然山水风
光和生态环境的依附性较高ꎬ总体集聚度不高ꎻ专项休闲类具有小聚集、大分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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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对空间尺度依赖的程度存在差异ꎬ康娱游憩类和文化休

闲类空间分布格局与全市休闲旅游资源的总体分布格局基本一致ꎬ而其中文化休闲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ꎬ
专项休闲类集聚尺度不稳定ꎬ自然游憩类在多尺度下分布类型复杂ꎬ呈多种分布格局.
(４) 康娱游憩类休闲旅游资源的区位选择对交通条件依附性最强ꎬ文化休闲类和专项休闲类次之ꎬ而
自然游憩类最低ꎬ空间上休闲旅游资源的分布与路网密度也具有高度的耦合性ꎻ休闲旅游资源对资源禀赋
有一定程度的依附性ꎬ其中自然游憩类最强ꎬ专项文化类最弱ꎬ临水分布的康娱游憩类多于沿山分布的ꎬ休
闲旅游资源对高等级的旅游资源依附强度明显高于低等级的ꎻ休闲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等级越高ꎬ对其依附
强度越大ꎬ其中康娱游憩类依附强度最高ꎬ自然游憩类依附强度最低.
本文未涉及时间序列数据ꎬ而只选取了截面数据对南京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ꎬ
所以历年变化特征尚不明晰. 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也只是选取了交通条件、资源禀赋和空间集聚ꎬ而南京市
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文章并未对其做深入分析. 后续研究中ꎬ需要针对以
上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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