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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国家尺度上农业干旱灾害时空分布规律。［方法］ 文章收集了 1998—2017 年的农业

干旱受灾面积统计数据，采用多年移动平均、变异系数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国家尺度上农业干旱空间分布

及动态变化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国家尺度上，农业干旱灾害在空间和时间分布上均表现出一定的规律
性，在空间分布上，干旱受灾面积较大的省份主要分布在华北和东北，这些区域也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产
区。旱灾占比较大的省份则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区域，表明该区域旱灾发生较为严重；在时间动态变化
上，基于旱灾面积和旱灾占比的评价结果表明，20 年来我国旱灾总体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另外，国家
尺度上旱灾占比的变异系数仅为 0.49，远小于省级尺度上的变异系数均值。这主要由于国家尺度上同一年
中不同省份旱灾面积的增减相抵，从而降低了国家层面旱灾占比的波动性。根据农业旱灾的发生特点，以

地理区域作为分类单元，以旱灾面积、旱灾占比和旱灾占比变异系数三类参数进行 Z 值标准化和聚类分析，
最终将我国划分为 3 个干旱区域。旱灾Ⅰ区包括西北，该区域常年受旱灾影响较为严重。旱灾Ⅱ区包括东

北和华北，该区域旱灾发生较为严重，但旱灾波动性较大。旱灾Ⅲ区包括西南、华中、华南和华东，该区
域总体旱灾发生较轻，旱灾年际波动幅度小，即常年旱灾发生较轻。［结论］ 基于历史统计数据，可以阐明
区域尺度上农业旱灾的时空变化规律，可以为农业生产者及管理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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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干旱灾害发生范围广，影响深远，是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1]。近 20 年来，我国干旱受灾

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9.0% 以上，占我国自然灾害发生比例的 50% 以上。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旱
灾有加剧发展的趋势，开展干旱研究具有重大意义[2-3]。就干旱研究的内容来看，以采用气象[4-6]和遥感数

据[7-15]进行干旱监测及预警[16-17]研究为主；此外，采用气象、统计及遥感数据进行干旱评价及格局分析方
面的研究也多有涉及，简要综述如下。
在干旱评价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基于干旱指数的风险评估[18-19]，以及基于遥感与气象数据结合干旱评

价研究等[20-23] 方面。如李明等[24] 利用 1961—2012 年我国东北地区 91 个气象站的月均温和月降水量数据，
计算多时间尺度的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PEI)，并采用 Theil－Sen 斜率估计方法和 Copula 函数，分析了东
北地区近 52 年来的干旱时空变化特征及干旱风险的空间格局。Gao 等[25]采用遥感与反硝化-分解(DNDC)模

型相结合的 DLA 方法，对 2001 年云南省玉米损失进行了估算。基于统计数据开展干旱灾害评价的研究也

有报道，如杨方等[26]利用 1951—2001 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作物旱灾灾情数据和农作物种植信息

数据，选择类平均法 （重心法） 对干旱等级进行了划分，则各等级因旱粮食损失率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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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旱格局分析方面，主要是以气象数据为主，在全国[27]、区域[28]、省级[29-30]分析单元上开展了干旱

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分析研究，如张雷等[31] 利用 1961—2001 年云南省 29 个气象站逐月降水和气温资
料，选取综合降水和气温变化共同效应的新的干旱表征指标—标准化降水蒸发指数(SPEI) 计算云南省各地

区平均 SPEI-12，并对 1961—2001 年云南省干旱演变特征、干旱发生频次、干旱持续时间和干湿变化周
期进行了分析。

从以上对干旱灾害研究进展的综述可以看出，采用气象数据开展干旱监测、预测与评价、格局分析
的研究较为普遍，遥感数据的研究则主要局限在干旱监测方面，采用统计数据的研究仅有零星报道。基
于统计数据对干旱开展研究，有利于直接了解农业干旱损失，并便于把握空间分布规律，文章以具备完
备统计资料的我国 31 个省 （市、自治区）（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作为

研究区域，采用多年农业灾害统计资料，对干旱灾害空间分布、时间变化规律进行了初步分析，以弥补
统计数据干旱研究较少的不足，也可以为区域防灾、减灾，以及遥感监测业务的开展提供依据。

1

数据基础
该研究所用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所统计的 31 个省级行政单元 （不含中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数据） 1998—2017 年共计 20 年的农业干旱受灾面积，以及同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以上述数据作为国家尺度、省级尺度上的研究数据开展相关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思路
主要以 1998—2017 年农业干旱灾害受灾面积比例作为数据基础，采用多年平均、变异系数、移动平

均等分析方法，在省级和全国尺度上开展农业干旱灾害空间分布格局、动态变化规律及趋势分析；并在

省级、地理区单元干旱灾害时空特征比较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国家尺度上农业干旱灾害进行
初步的分区。

以 20 年干旱受灾面积和干旱受灾占比作为衡量各省 （市、区） 灾害发生强度指标，比较不同尺度干

旱灾害发生强度的差异以及空间分布规律。以变异系数和移动平均占比作为衡量干旱灾害动态变化规律
的指标，对不同尺度干旱灾害发生强度和特征的时间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根据干旱灾害空间发生强度、
时间变化规律的差异，开展国家尺度上的农业干旱灾害分区研究。
2.2

2.2.1

干旱受灾占比的计算
基于干旱灾害面积计算的受灾占比

在国家单元、自然地理单元、省级行政单元 3 个尺度上，计算某一年份干旱受灾面积和当年播种面积

的比值，定义为干旱受灾占比。计算公式为：
Ds - i
Rs - i =
× 100%
As - i

（1）

式 （1） 中， R s - i 表示某尺度、某年份干旱受灾占比， D s - i 为某尺度、某年份的农作物干旱受灾面积，

A s - i 为该尺度、该年份农作物播种面积。s 取值 1，2，3，分别对应国家单元、自然地理单元、省级行政单

元等 3 个尺度。i 取值 1997，1998，…，2017。

如 s 取 1，i 取 2017 时， R 1 - 2017 为国家尺度 2017 年干旱受灾占比， D 1 - 2017 为 2017 年干旱受灾面积 ，

A 1 - 2017 为 2017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2.2.2

基于干旱受灾面积计算的平均旱灾占比

在国家单元、自然地理单元、省级行政单元 3 个尺度上，计算 20 年总干旱受灾面积和 20 年总播种面

积的比值，得到 3 个尺度上平均干旱受灾占比。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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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1998 D s - i
Rs =
A
∑2017
i = 1998 s - i
2017

（2）

2017
式 （2） 中， R s 表示某尺度 1998—2017 年 20 年平均干旱受灾占比， ∑ D s - i 表示某尺度 1998—2017
i = 1998

年 20 年干旱受灾面积之和， ∑ A s - i 表示该尺度 1998—2017 年 20 年播种面积之和。s 取值 1，2，3，分别
2017

i = 1998

对应国家单元、自然地理单元、省级行政单元等 3 个尺度。
2017
-----如 s=1 时， R s = 1 为国家尺度 20 年平均干旱受灾占比， ∑ D 1 - i 为国家尺度 20 年干旱受灾面积之和，

∑A
2017

i = 1998

2.3

2.3.1

i = 1998

1- i

为国家尺度 20 年播种面积之和。

不同年份干旱受灾占比波动幅度评价
变异系数计算

变异系数是用于衡量多组数据离散程度的统计量，是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变异系数越大，离散程

度越高，反之则离散程度越低。计算公式为：
CV =

2.3.2

1
N
( xi - μ )2
N ∑i = 1
μ

（3）

式 （3） 中，CV 为变异系数，N 为总体样本的个数，x i 为每个样本值，μ 为样本均值。
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计算

1
∑i = 1998 R s - i ) 2
2017
( Rs - i ∑
i = 1998
20
20
2017
∑i = 1998 R s - i
2017

CV s =

（4）

20
式 （4） 中， CV s 为某尺度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s 取值 1，2，3，分别对应国家、地理区域、省级

行政单元。R S - i 为该尺度 i 年的干旱受灾占比，通过式 （1） 计算获得。

如 s=1 时，CV 1 为国家尺度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CV 2 为地理区域单元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共有

7 个 CV 2 值；CV 3 为省级行政单元上受灾占比变异系数，共有 31 个 CV 3 值。
2.3.3

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计算

---- ∑1 CV 3
CV s =
（5）
n
---式 （5） 中，CV s 为某尺度内各行政单元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s 取值 1，2，分别对应国家尺度
n

和自然地理尺度。∑1 CV 3 为该尺度范围内各省级行政单元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之和，n 为该尺度范围内
n

省级行政单元的个数。
n = 31
---如 s=1 时， CV 1 为国家尺度上省级行政单元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的均值，∑ CV 3 为国家尺度上省级
行政单元干旱受灾占比变异系数之和。
2.4

5 年移动平均值占比分析方法

1

以当年年份干旱受灾占比为除数，以此前 5 年干旱受灾占比均值为被除数，计算移动平均值占比，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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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i
Ri
5 ∑i - 4

式 （6） 中，k i 为第 i 年 5 年移动平均值占比，

2003，…，20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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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R i 为第 i-4 年至 i 年干旱受灾占比均值，i 取值 2002，
5∑
i-4

研究结果
干旱灾害空间分布特征
整理了 1998—2017 年省级单元各年农业干旱受灾面积和播种面积统计数据，采用式 （1） 计算了国家

尺度上各年旱灾占比，采用式 （2） 计算了国家尺度上平均旱灾占比，采用式 （6） 计算了国家尺度上旱
灾占比的 5 年移动平均，结果如图 1 所示。结果表明 20 年我国旱灾受灾面积平均为 1 954.5 万 hm2，平均旱
灾占比为 12.29%。

图1

1998—2017 年国家尺度上 20 年旱灾统计参数

采用式 （1） 计算各省级行政单元各年份的旱灾占比，采用式 （2） 计算各省级单元 20 年的平均旱灾

占比和各省级行政单元平均旱灾占比的均值，如图 2 所示。

从平均旱灾面积来看，1998—2017 年平均旱灾面积最大的省份为内蒙古，受灾面积高达 208.9 万 hm2，

其次为黑龙江、河北、山西、山东、吉林和河南等省份，干旱受灾面积均在 100 万 hm2 以上。平均干旱受

灾面积最小的区域集中在上海、西藏、北京等地，受灾面积不足 5 万 hm2。表明干旱受灾面积较大的区域
同时也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

从平均旱灾占比来分析，省级单元平均旱灾占比的均值为 12.29%，平均旱灾占比最大和最小的省份

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和上海市，平均旱灾占比分别为 31.02% 和 0.00%。根据各省级单元平均旱灾占比大

小，可以将 31 个省级单元划分为 3 个等级，对应的平均旱灾占比范围分别为 0%~10.00%、10.00%~20.00%

和 20.0% 以上。各等级旱灾面积占全国旱灾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33.92%、36.87% 和 29.21%，省 （市、

区） 个数分别为 7 个、9 个、15 个。平均旱灾占比最大的 7 个省 （市、区） 分别为内蒙古、山西、青海、
辽宁、甘肃、宁夏和吉林，旱灾面积占全国旱灾面积的 33% 以上。表明旱灾发生严重程度较高的区域主
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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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2

2021 年

1998—2017 年省级尺度 20 年旱灾参数统计

干旱灾害时间分布特征

由图 1 所示的国家尺度上 20 年旱灾面积、平均旱灾面积、旱灾占比及平均旱灾占比的计算结果可知，

国家尺度上 20 年平均旱灾面积为 1 954.5 万 hm2；旱灾发生最严重的年份是 2000 年，旱灾面积 4 054.1 万

hm2；旱灾发生最轻的年份是 2012 年，旱灾面积为 934 万 hm2。20 年来，国家尺度上旱灾发生面积总体呈

现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0 年后，旱灾面积稳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可能与灌溉等水利设施的提升有关。
由于国家尺度上农作物播种面积较为稳定，旱灾占比变化特征与旱灾面积变化特征相近，即 2000 年前旱

灾占比逐渐增加，2000 年旱灾占比达到 20 年来最大值 25.94%，此后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旱灾占比最

小值出现在 2012 年，仅为 5.72%。旱灾占比的 5 年移动平均结果也表明国家尺度旱灾占比呈现出逐渐降低
的趋势。

为了定量衡量旱灾占比波动程度的大小，采用式 （4） 计算省级尺度和国家尺度旱灾占比的变异系

数，利用式 （5） 计算省级单元旱灾占比变异系数的平均值，结果如图 3 所示。国家尺度上旱灾占比的变

异系数仅为 0.49，远小于 31 个省级单元旱灾占比 0.94 的变异系数均值。这主要由于国家尺度上同一年中
不同省份旱灾面积的增减相抵，从而降低了国家层面旱灾占比的波动性。

图3

1998—2017 年国家和省级尺度上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及其均值

在省级尺度上，各省级单元 20 年旱灾占比最大值是 76.92%，出现在辽宁省的 2000 年；旱灾占比最小

值是 0，在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广

东、广西、海南、重庆和西藏等 18 个省 （市、区） 中共计出现 79 次。省级旱灾占比变异系数最大和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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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份分别为福建省和上海市，波动幅度分别为 1.88 和 0；按照波动幅度大小将 31 个省级单元划分为 0~

0.50、0.50~1.00、1 以上 3 个等级，各波动幅度等级内旱灾面积占全国旱灾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4.95%、
80.44% 和 14.61%，省 （市、区） 个数分别为 2 个、17 个、12 个，波动幅度 0.5~1 的 17 个省 （市、区） 占

全国旱灾面积的 80% 以上，表明各省级单元上旱灾占比波动幅度以居中为主，波动大或波动小的省级单

元受灾面积较小。波动幅度变化较大的区域一般出现在作物播种面积较小或者旱灾面积占比较小的省
（市、区）。
省级尺度上，旱灾占比变异系数仅反映了总体波动情况，为了在时间维度上对旱灾波动趋势进行分

析，以 5 年为时间步长，采用移动平均方法对典型省份旱灾占比波动情况进行评价。分别选择福建省、重

庆市、辽宁省和甘肃省作为典型地区，4 地区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分别为 1.88、1.04、0.85 和 0.43。利用式

（6） 计算旱灾占比 5 年移动平均值，如图 4 所示。福建省和重庆市旱灾占比 5 年移动平均值较小，福建省

旱灾占比移动平均值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重庆市旱灾占比移动平均值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
辽宁省和甘肃省干旱占比 5 年移动平均值较大，且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规律与旱灾占比变
异系数较为一致，也表明各省区农作物旱灾变化趋势的多样性。

图4

3.3

2002—2017 年典型地区旱灾占比 5 年移动平均

干旱灾害空间分区
考虑到旱灾发生较重的省级单元在地理位置上较为分散，基于省级单元进行分区不利于说明旱灾的

变化规律。该文以我国的 7 个地理区域，即东北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华北 （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西北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新

疆自治区）、西南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华中 （江西省、湖北省、湖南
省）、华东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和华南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自治区、海南省） 为研
究对象，计算各地理区域单元内 20 年的平均旱灾面积，利用式 （1） 计算地理区尺度旱灾占比，并利用式

（2）、式 （4） 和式 （5） 分别计算地理区尺度 20 年平均旱灾占比、地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和
地理区内各地区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如图 5 所示。

在旱灾面积方面，20 年旱灾面积均值最大的地理区为华北，受灾面积达 663.9 万 hm2，其次为东北、

西北、西南、华中和华东，华南受灾面积最小，为 87.1 万 hm2。在地理区尺度上，全国旱灾发生面积较大
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和东北。在旱灾占比方面，地理区尺度平均旱灾占比最大的区域是东北，为

20.09%，其次为西北、华北、西南、华中、华南和华东。其中最小值区域的华东为 6.14%。从旱灾占比
看，东北和西北旱灾占比较高，其他区域旱灾占比较低。在灾害波动性方面，地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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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和地理区内各地区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两个参数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均表现出东

北和华东旱灾占比波动性较大、其他区域旱灾占比波动性较小的特点。地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
数和地理区内各省份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两个参数的最大值分别为华东的 0.96 和华北的 1.34，最

小值分别为西北的 0.46 和西南的 0.65。从旱灾波动性看，表现出东北和华东旱灾占比波动性较大、其他区
域旱灾占比波动性较小的特征。

图5

1998—2017 年 7 个地理区域尺度旱灾统计参数

此外，华北地区地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和地理区内各省份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分

别为 0.56 和 1.34，参数间差异显著。这主要由于华北区域内的北京市、天津市均为直辖市，作物播种面积

小，作物受灾程度受偶然因素影响较大，导致旱灾占比常年较低，特殊年份旱灾占比值异常高，进而导
致直辖市 20 年变异系数异常高，并最终造成了地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和地理区内各省份 20 年

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两个参数的差异。除华北区域外，在其他地理区内部，两个参数较为接近，即在
地理区层面，并未因为同一地理区内不同省份旱灾面积的增减相抵而使波动性降低。这表明地理区内部
各省份具有相似的波动性规律，以地理区作为分区的基本单元具有合理性。
采用地理区尺度 20 年平均旱灾占比、地

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和地理区内
各省份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 3 个参数进
行聚类分析。因聚类参数的数量级不同，聚类

分析前先通过 Z 值方法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最终聚类结果如图 6 所示。总体上可以将我国
大致分为北方大区和南方大区，北方大区包括
东北、华北和西北，南方大区包括西南、华
中、华南和华东。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初步将我国划分为旱

灾Ⅰ区、旱灾Ⅱ区、旱灾Ⅲ区 3 个区域。旱灾
Ⅰ区：包括西北，该区域旱灾占比大，且年际

波动幅度相对较低，即常年受旱灾影响较为严
重；旱灾Ⅱ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该区域旱灾
占比大，但旱灾波动性较大；旱灾Ⅲ区：包括
西南、华中、华南和华东，该区域总体旱灾发

图6

基于地理单元的中国旱灾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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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较轻，且除华东外，旱灾年际波动幅度小，即常年旱灾发生较轻。

4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在国家、地理区、省级尺度上，通过农业干旱受灾面积、旱灾占比及旱灾占比变异系数 3 个参

数对旱灾发生规律进行分析，并在旱灾空间分布、旱灾时间动态变化和旱灾空间分区 3 个方面进行了研

究。在旱灾空间分布上，我国旱灾主要集中在农业主产区，旱灾占比较大的省份多集中在西北和东北；
在旱灾时间动态变化上，旱灾发生面积和占比总体呈现出波动降低的特点；在旱灾空间分区上，利用地

理区尺度 20 年平均旱灾占比、地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和地理区内各地区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
数均值 3 个参数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 3 个旱灾区。

以往旱灾研究多数注重于旱灾监测和评价方法的研究，研究范围以中小尺度为主。该文利用 1998—

2017 年 20 年农业干旱受灾面积和播种面积的统计数据，对国家尺度上干旱灾害发生的空间规律和时间规
律进行了分析。在规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旱灾占比和旱灾占比变异系数两个方面的 3 个参数进行了聚类分
析，定量化地得到了国家尺度上的农作物旱灾分区结果，可以为农业生产者及管理者提供参考。

该文仅对旱灾受灾面积进行了统计和计算，并未区分旱灾发生的严重程度。基于统计数据、遥感监

测数据等多元数据的旱灾分区研究将是今后探索的主要方向之一。此外，对于华北区域，地理区尺度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和地理区内各省份 20 年旱灾占比变异系数均值两个参数差异较大，主要因为地理区

内直辖市的波动性大而其他省份波动性小，波动差异显著所致。在生产上如有必要，可以考虑进一步分
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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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IN CHINA*
Wang Limin1，Liu Jia1，Zhang Youzhi2，Yang Fugang1，Gao Jianmeng1，Liu Shubin3※
(1.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Beijing 100081, China；

2.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Harbin 310012, Heilongjiang, China；
3.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arbin 310012,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drought disasters in agriculture at the Chinese

national scale, authors assembled the historical statistical data on drought affected areas in 31 provinces or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Regions from 1998 to 2017.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dynamic

of drought events during these two decades, was analysed by methods of multi-year moving averag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s well as clustering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me regularity in both spatial and temporal

aspects of drought disaster pattern. In terms of absolute acreage affected by drought events, provinces in North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with, larg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were mostly impacted. Provinces with higher
percentage on agricultural areas affected by drought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Northwest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where the relative severity of drought were revealed. As to the temporal dynamic chang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based on drought affected areas and relative drought percentage displayed a drifting down trend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on the national level. In addition,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for relative drought percentag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mounted 0.49, which was far less than the mean value of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for 31
provinces. This was resulted by an offset of fluctuation for drought affected area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in the same

year, leading to a reduction of relative drought percentage on the national scale. Z score normaliza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were applied at the geographic level to 3 variables: absolute drought affected area, relative drought

percentage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for the relative drought percentage. Finally, the country was classified into 3
drought affected zon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ought disasters. The Drought-Region Ⅰ consisted of
provinces in Northwest China, where drought disaster occurred steadily and constantly. North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belonged to the Drought-Region Ⅱ , where drought disaster occurred stiffly in general but fluctuates from

year to year. The Drought-Region Ⅲ included Southwest China, Centre China, South China and East China,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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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ught disaster occurred moderately in general with a minor fluctuation. In summar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can be illustrated based on historical statistical data. This kind of analysis
can be considered for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Keywords

agricultural drought；drought area；relative drought percentage；spatio-temporal pattern；clustering

analysis；drought zoning



·书评·

绿色乡村旅游营销模式及投融资管理
——评 《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化评价与升级研究》
程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旅游产业绿色化的评级
指标、评价方法和驱动机制，就如何建立我国旅
游业绿色化评价体系给出了建议，作者还配合了
旅游产业绿色化推动产业升级的案例分析；第八
章是研究结论和展望。全书概念清晰、层次分明，
为乡村旅游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思路。乡村旅游监
测报告的数据显示，仅 2019 年上半年乡村旅游接
待人次达 15.1 亿人次，足见乡村旅游在我国旅游
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乡村旅游应充分结合自
身特色，走绿色开发之路，以实现旅游、生态、
经济的协同发展。
较之快节奏、交通拥堵的都市生活，乡村的
宁静和清新空气给人们带来了别致的旅游体验，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

因此绿色乡村旅游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市场前

要方式，但由于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仍处在尚未

景广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成熟的阶段，乡村旅游在开发和建设过程中仍存

山银山”科学论断，指导我们要充分利用乡村丰

在破坏环境的现象，甚至对有些乡村造成了不可

富的自然资源和独具特色的优美环境发展绿色旅

逆转的破坏。因此，以保护环境、亲近环境及维

游业。但当前绿色乡村旅游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

持生态平衡为前提的绿色乡村旅游产业成为乡村

战，如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知名度较低辐射范

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热点。由田磊撰述、中国社会

围小、推广模式不成熟等。如何破解绿色乡村旅

科学出版社于 2020 年 11 月出版的 《中国旅游产业

游的营销模式和投融资管理难题成为不可忽视的

绿色化评价与升级研究》 一书，系统运用多种研

问题。

究方法向读者介绍了旅游产业绿色化的相关理论，

当前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当地居

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重

民的自有资金，这直接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和

点对旅游产业绿色化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为绿

缺乏持续动力。当地政府应加强对乡村旅游业的

色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管理，并给予对应的政策扶持。对于像水、电、

全书共 8 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研究背

道路等难以获利的基础设施政府应直接投入资金

景、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介绍了国内外

完善，优化当地乡村旅游的环境承载能力。同时

关于旅游产业的研究进展和理论基础；第三章至

开展实地考察，对当地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科学合

第七章将我国旅游业置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

理规划，维护好当地的旅游形象，为其推广宣传

讲述了我国旅游产业绿色化的影响因素、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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