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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饱和、旅游超载等现象频出，旅游容量及相关研究日益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本文利用文献分

析法，检索、梳理并评析国内旅游容量研究的相关文献，围绕旅游容量的概念、内涵、研究成果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内

容进行分类归纳． 研究发现，国内旅游容量研究侧重于概念、内涵解析以及旅游景区管理面临的挑战等方面，未来

应侧重于完善概念体系、改进计算方法、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以期本文的研究能为今后

国内相关研究和旅游地管理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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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1 世纪，中国旅游业进入迅速发展新阶段，许

多旅游地、景区( 点) 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频发，旅游容量作为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旅游地、景区 ( 点) 管

理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旅游容量是一个复杂的概

念，涉及面广，至今尚未见针对旅游容量进行全面系

统的研究． 随着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需求多样

化，针对旅游地、旅游景区( 点) 旅游容量的研究日

益增多． 环境容量概念最早是由比利时数学生物学

家提出，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和

移民等领域［1］． 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

境容量 (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提法最早出现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2］，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

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承载力( carrying capacity) 或饱

和点( saturation point) 进行研究，直到 1964 年，美国

学者韦格( J． Alan Wagar) 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

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将游憩环境容

量定义为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

游憩使用量［3］，但对旅游容量尚未给出确切定义．
随后，WTO/UNEP［4］给出了旅游容量的定义: 在满

足游客高水平体验以及没有对旅游地资源产生影响

的情况下，旅游地游客水平． 但 O’Ｒeilly［5］认为，旅

游容量不能仅理解为旅游目的地所能容纳的最大游

客量，而应从两方面深入理解: 一方面，旅游容量是

当地居民感到旅游不良影响前的使用水平; 另一方

面，旅游 容 量 是 旅 游 地 衰 退 前 的 旅 游 使 用 水 平．
Inskeep［6］也指出旅游容量包含旅游业的接待能力

和环境的承受能力．
总体而言，国外旅游容量侧重于科学理论研究，

管理框架和创新研究相对较少，但理论研究值得国

内学习和借鉴． 目前，国内旅游容量研究已经取得阶

段性进展，研究部分侧重于景区管理［7-8］、环境保

护［9-10］，大部分侧重于实践应用，而对于理论研究尚

存在不足，限制了旅游地、景区( 点) 管理和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对国内旅游容量研究成果进行

系统梳理，归纳总结并评析其关注的领域、方向和研

究不足，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以期为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国内旅游容量研究历程

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和“博硕士学位论

文全文”检索栏、“读秀知识库”和“万方数据 － 学术

期刊”等中文数据库中输入“旅游容量”，分别在篇

名、主题、关键词和摘要中进行检索统计并梳理不同

时间的文献资料( 图 1) ．
按照不同时期以“旅游容量”为关键词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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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时期国内旅游容量研究成果分布

旅游容量研究进行高级搜索，20 世纪 80 年旅游容

量研究成果共计 9 篇，均为期刊． 20 世纪 90 年代检

索到文献共 44 篇，其中 40 篇期刊，2 篇博硕士论

文，2 篇 会 议 论 文． 21 世 纪 初 期 检 索 到 文 献 共

360 篇，其中 248 篇期刊，32 篇博硕士论文，20 篇会

议论文，60 篇报纸．
在国内，与旅游容量相关的常用提法有旅游承

载力、旅游环境容量和旅游环境承载力，主要与人们

对旅游容量的认识过程有关，本文仅围绕“旅游容

量”来进行研究梳理，将其研究历程分为探索阶段、
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
1. 1 探索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

国内旅游容量研究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基本与

我国现当代旅游业的发端相吻合． 改革开放后，随着

入境旅游的发展，国内旅游逐渐兴起． 我国人口基数

大，受人口迁移等因素及当时景区( 点) 建设能力的

限制，部分景区( 点) 出现旅游饱和、旅游超载等问

题，随着旅游容量概念的引入，旅游容量逐渐成为学

者关注的问题． 赵红红［11］在《城市规划》中对“苏州

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探讨． 刘振礼和金健［12］“特

定区域旅游规模”研究，从旅游容量概念体系和计

算方法上进行了探索． 保继刚［13］在系统的阐述旅游

容量概念的基础上，对颐和园旅游容量进行分析和

计算，并给出相应的调控措施． 此外，丁文魁等［14］和

楚义芳［15］也对旅游容量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
探索阶段，国内学者针对实际情况，开始对旅游

容量问题有所关注，但仅仅是理论引进和介绍，除保

继刚对颐和园旅游容量进行量化研究外，大部分学

者还仅侧重于对理论的认识和介绍．
1. 2 发展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对旅游容量研究所关注

的视角逐渐多元化，理论分析逐渐深入，为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

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部分旅游目的地旅游超载问

题日益突出，学者对旅游容量研究也随之深入． 匡

林［16］认为为了更好的理解旅游容量的含义，可以站

在旅游地和旅游者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刘玲［17］认为

旅游环境容量即旅游环境承载力并对国内外旅游环

境承载力进行梳理． 崔凤军［18］对旅游容量作了定

义、分类和特征描述，同时还给出了其组成体系和技

术实现途径，提出了最适值和最大值．
1. 3 快速发展阶段( 21 世纪初)

进入 21 世 纪，保 继 刚［19］、崔 凤 军［20-22］、谢 彦

君［23-24］和楚义芳［25］的研究理论为国内旅游容量研究

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内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旅

游容量研究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不断地推动国内旅游

容量研究的发展和进步，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数量趋势

如图 2 所示，从趋势图中可以看出，2003 年前后，由于

“非典”疫情的缘故，国内旅游趋势放缓，国内旅游容

量研究文献总量维持在中等水平，2004 年以后至

2008 年间处于较高水平，“非典”疫情得到控制后，国

内旅游迅速恢复，国民出游次数增多，2005 年国家旅

游局选定“2006 年乡村旅游”为宣传主题，旅游供给

能力不断增强，国民消费信心随之增强，2006 年的研

究数量达到最高值，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

复苏疲软，旅游消费不足，旅游容量研究数量出现回

落． 2010 年和 2013 年前后出现回升，这与国内刺激经

济增长的消费政策及公共节假日政策改革相关，旅游

容量研究的成果丰硕，同时对具体案例探讨分析的论

文、文献及期刊也不断增多．

图 2 21 世纪初期研究成果数量趋势图

快速发展阶段，学者们关于旅游容量的研究主要

侧重于如何将旅游容量研究方法付诸于实践，对旅游

容量概念体系创新式的探索相对较少，以前很多国内

研究只着眼从“游客数量”角度计算容量，近年来，采

用“旅游活动量”来表征旅游容量的研究逐渐增多．

2 国内旅游容量研究内容

2. 1 概念研究

旅游容量亦称旅游承载力、旅游环境容量等． 目

75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年

前国内关于旅游容量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 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生态与心理容量研究

旅游容量被看作是在一定前提下景区或旅游地

所能承载的最大游客数量． 保继刚和楚义芳［26］的界

定证实了此观点，他认为旅游容量是在满足游人的最

低游览要求( 心理感应气氛) 和达到保护风景区的环

境质量要求时，风景区所能容纳的游客量． 此外，李天

元［27］、孔邦杰［28］也将旅游容量的定义落脚在游客量

上，均考虑到旅游容量研究既要满足游人的最低游览

要求，又要保护旅游地或是风景区的环境质量．
2) 点或阈值方向的研究

旅游容量被看作是一个点或阈值来进行具体研

究的学者很多，他们认为旅游容量是在某一前提下所

能容纳旅游人数的最大值或点，如果超过这个值或点

就会对旅游环境造成损坏或破坏． 对此，冯孝琪［29］提

出旅游地最适环境容量，楚义芳［30］对旅游容量进行

的具体概念体系划分，冯学钢和黄成林［31］对旅游环

境容量的界定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对概念的研

究只是简单界定． 随后，明庆忠等［32］针对旅游容量概

念研究进行具体修缮，认为旅游容量是指特定时间内

某地域的旅游目的地( 区、点) 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最

大值，一般用旅游者数量来表示． 研究侧重点是将旅

游容量看成为一个点或一个阈值．
3) 资源与客源分析研究

旅游容量研究离不开旅游市场运作和旅游资源

挖掘． 甘枝茂和马耀峰［33］把旅游容量看作在一定时

间条件下，一定旅游资源的空间范围内的旅游活动

能力，也就是说在不致严重影响旅游资源的特性、质
量及旅游者体验的前提下，旅游资源的特质和空间

规模所能连续维持的最高旅游利用水平． 张凌云和

刘威［34］也给出了类似的界定，但局限于对旅游区的

环境、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旅游者旅游感受质量等，

将旅游容量量化为旅游区接待的旅游人数最大值．
此后，郑冬子［3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容量

的概念进行详尽补充，认为旅游环境容量又称旅游

容量或旅游承载力，指旅游地在旅游环境保持稳定、
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旅游地环境与生态、旅游地社会

与经济能力、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心理等方面所能

承受的最大旅游活动量或游客数量．
4) 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

崔凤军和刘家明［36］将旅游容量定义为在某一

旅游地环境( 旅游环境系统) 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

合不发生对当代人( 包括旅游者和当地居民) 及未

来人有害变化 ( 如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减、生态系统

的破坏、环境污染、舒适度减弱等过程) 的前提下，

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 景点 /景区) 所能承受的旅游

者人数． 李悦铮和鲁小波［37］在旅游地环境保持可持

续发展的前提下，区域内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所能承

受旅游及其相关活动的最大活动量和客流量． 邹统

钎［38］认为旅游环境容量指旅游目的地开发在不影

响后代对旅游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旅游目的地

环境和经济能力、旅游目的地居民和旅游者心理等

方面所能承受的最大游客量． 此外，刘敏等［39］从系

统动力学原理出发，探究旅游容量可持续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为旅游容量的可持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旅游容量概

念研究的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虽然前提条件多样，

但侧重点在于游客满意度、景区环境质量和旅游系

统良性互动等内容，此外，将时间尺度作为今后研究

旅游容量不可忽视的要素．
2. 2 测 算

胡炳清［40］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旅游容量的

概念、特性和影响因子，提出旅游容量数学模型，最

早介绍了旅游容量的计算方法，但旅游容量是一个

动态的指标，测算方法应因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同．
保继刚和楚义芳［41］梳理旅游容量的研究发现，测算

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 传统旅游容量测算方法和通

用旅游容量测算方法． 传统旅游容量测算方法以面

积法和游路法为主． 面积法 C = A
a × D，式中，C 为

游览区的日环境容量( 人) ; A 为游览区的可游览面

积( m2 ) ; a 为每位游人应占有的合理面积( m2 /人) ;

D 为周转率，D = 景点开放时间 /游完景点所需时

间． 游路法 Ct = n∑
n

t = 1
C，式中 Ct 为全景区年容量，n

为全年可游览天数． 采用面积法简单、直接，但是游

览区中大部分地区为无效旅游资源，如停车场等游

客无法进入的区域，采用游路法隔断了游客流量在

各景点间的相互联系，造成重复计算，两种方法都会

导致夸大实际的旅游容量． 随着研究的深入，测算方

法不断改进，目前学界通用的旅游容量测算法为

C = ∑ Xi

Yi
· T

t =∑Di·Z［42］，式中 Xi 为第 i 个游

览景点的面积( m2 ) ，Yi 为平均每位游客占用的合理

面积 ( m2 /人 ) ，T 为 游 览 区 每 天 开 放 的 有 效 时 间

( h) ，t 为每位游客在游览景点的平均游览时间(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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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为第 i 景点的瞬时旅游容量，Z 为整个风景旅游

区的日周转率． 此方法考虑了景点之间游客的流动

性，用整个风景旅游区的平均游览时间计算得出的

日周转率代替单独各景点的日周转率． 修补了传统

计算公式的缺陷，解决了景区旅游容量被夸大的现

象，也避免了对无效旅游资源的计算．
随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结合不同研究区

域的实际情况，给出了不同的旅游容量计算方法． 崔

凤军和杨永慎［43］采取静态的模型研究方法，对泰山

主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作出系统测算，提出旅游调

控策略． 翁瑾［44］从豫园旅游者的行为及豫园的承受

能力出发，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对豫园旅游环境容

量作了具体研究． 郭静和张树夫［45］通过对南京东郊

风景区的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从旅游者

的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旅游环境容

量的确定及意义． 此外，杨林泉和文正祥［46］利用模糊线

性规划测度模型对云杉坪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计

算． 张修峰和何文珊［47］从生态学角度，用生态系统的

产氧量对上海崇明东滩生态综合示范区的旅游环境承

载力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丰富了旅游容量测算的内

容，也为旅游容量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2. 3 景区分级与评价

根据旅游目的地的类型和特点的差异，部分学者

建立了一套旅游容量指标体系，对旅游容量进行等级

划分、分析现状并给予评价． 刘玲［48］根据旅游环境系统

的特点，把旅游环境承载力划分成游览环境承载力、生
活环境承载力、旅游用地承载力和自然环境纳污力等

四个子系统，据以建立指标体系并对黄山风景区进行

方法研究． 王剑等［49］针对东风湖如何将旅游容量的理

论方法应用于待开发旅游地开发规划设计，引入了旅

游环境承载量和旅游环境承载指数等新概念．
旅游业发展初期，旅游容量对于旅游地经济发

展和资源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旅游业不断发

展，单纯追求旅游数量已经不能满足旅游业健康发

展的要求，对于旅游地容量的分级、评价有待提升．
在这方面，杨锐［50］把旅游承载力作为管理工具的作

用介绍到国内，并简要的介绍了 LAC 理论的衍生技

术方法，为国内景区分级与评价层面的旅游容量研

究提供了参考．

3 国内旅游容量研究不足及展望

3. 1 研究不足

旅游容量研究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复杂，到目前

为止旅游容量仍是学界争议的问题之一，《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规划通则》( 2003 年) 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划规范》( 1999 年) 是国内比

较权威的旅游容量应用管理工具，其对旅游容量的

内涵和计算方法作了详细规定［51-52］，为我国旅游地

的旅游容量管理实践提供了指导． 但随着国内旅游

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容量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当前

的研究现状和旅游地发展实践背景下，国内旅游容

量研究仍存在不足:

1) 概念界定不明确

旅游容量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不同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有的从实践出

发，通过对旅游景区的旅游容量研究来窥探其本质;

有的侧重于旅游容量研究中旅游者的体验; 有的侧

重于旅游容量中旅游地管理实践; 有的将旅游地管

理与旅游者体验结合来研究旅游容量; 有的研究旅

游容量的概念与内涵，但缺少全面、系统和权威性定

义或解释．
2) 测算结果不精确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建立的有关旅游容量计

算模型都是静态的固定公式，计算出来的容量值是

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结果． 但实际上，旅游容量不是固

定值，而是随影响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系统，它随

着旅游者心理行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及旅游资源

的开发情况而不断变化． 与此同时，旅游者的心理感

受又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旅游者的

个性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种标准值也随着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若计算中使用不变的数值，便会影

响旅游容量测度的准确性．
3) 缺乏实践指导性

旅游容量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使得旅游目的地经

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协调发展，旅游容量作为保

障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应该注重调

控，而非仅仅通过限制游客数量来达到旅游目的地

管理的目的．
3. 2 研究展望

20 世纪 30 年代，国外学者和专家开始对容量进

行研究，从 60 年代开始，旅游容量一词正式被提出并

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从表象

到本质的发展阶段． 从 80 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和专家

开始关注旅游容量的研究问题，经历了探索、发展、快
速发展阶段． 从研究的趋势看，旅游容量研究直接影

响着旅游者的体验和旅游地的发展，今后将会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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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和专家关注旅游容量研究领域．
虽然旅游容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仍有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未来研究应

关注以下方面:

1) 旅游容量的概念体系待完善

旅游容量的概念体系尤其是旅游社会环境容

量、旅游经济容量和旅游心理容量的概念亟待完善．
根据旅游容量的研究现状，国内学者将会从系统的

理论出发，利用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心理学、管
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影响旅游容量的

各种因素，达到完善旅游容量的概念的目的，从而确

定一系列有关旅游容量的指标和研究系统．
2) 旅游容量的计算体系要全面

涉及到旅游容量的计算，便会运用系统动力学、

遥感技术、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技术来对旅游

容量进行空间和系统的分析． 因此，这三项技术在旅

游容量研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综合考虑众多因素，

将旅游容量的分析从静态范围向动态分析系统转

变，建立各种动态的计算模型将会成为国内旅游容

量研究的基础．
3) 旅游容量的实践应用需增强

旅游容量和旅游地管理要充分考虑旅游者体验

质量，在旅游容量研究中填进更多内容，对旅游地环

境与生态保护进行评价和调查，制止不合理的经营

行为，使旅游容量成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的重要方式．
同时以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利用各种科学

技术对旅游地进行科学的发展规划，这将是未来旅

游容量实践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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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the Domestic Ｒesearch on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Kou Wenbo Li Deyun Qin Yuan Lu Meng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tourism saturation and tourism overload frequently happens，which increases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and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rs． This paper retrieves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domestic tourism
capacity research，and summarizes the contents of tourism capacity，connotation，research results and challen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 tourism capacity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conceptual system，the connotation analysis and
the challenge of tourism scenic spot management． The future should focus on perfecting the conceptual system，improving
the calculation method，integrating in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research．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omestic research and tourism management practice．

Key words: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tourism overload，tourism saturation，research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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