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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旅游碳足迹、生态效率、旅游经济效应等理论，构建了旅游生态效率模型，在定量计算海南省 2012 年
摘要
旅游生态效率值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成因机制分析。主要结论有：① 海南省 2012 年旅游
交通生态效率为 0.898 元/kg，旅游住宿生态效率为 7.13 元/kg，旅游活动生态效率为 16.32 元/kg，旅游综合生态效
率为 1.787 元/kg，旅游活动和旅游住宿的生态效率值大于旅游交通生态效率值。② 在出行距离既定的情况下，
优化旅游生态效率的措施在于：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延长平均停留时间、增加平均参与活动频次，即“短距离、长
停留、高消费”的市场模式有利于优化旅游生态效率，反之，
“长距离、短停留、低消费”的市场模式则拉低了旅游
生态效率值。③ 海南省旅游者外部交通平均距离较大、乘坐飞机旅游者比例较高、旅游收入统计值低于实际值
等原因叠加起来使其旅游生态效率水平略次于部分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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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自然资源与能源，
相应地也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 。据估
[1]

计，旅游业消耗的化石能源“贡献”了全球大约
5%的 CO2 排放 [2] 。旅游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环

论和实践意义。

1 旅游生态效率模型设计

境压力对于旅游管理是一个“两难困境”，低碳旅

1.1 旅游生态效率的概念
旅游生态效率概念来源于生态效率，生态效

游与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由此产生。自 20 世纪 90

率的核心属性在于“最少投入，最大产出”，世界上

年代以来，学术界均认为旅游发展必须遵循可持

许多组织与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定义[9]。Ayres 认为

续发展原则，旅游业碳排放必须严格限定在门槛

生态效率是一个描述在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既

水平之下 。旅游生态效率就是用单位碳排放的

能降低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耗，
又能提升产品和服务

经济产出衡量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旅游 CO2 排

的价值，
并且可以减少污染物释放的概念 [10]。相应

放代表环境影响，旅游收入代表经济效益 [4] 。国

地，
旅游生态效率指为实现旅游经济效益最大化和

外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旅游生态效率的

环境影响最小化的“双重目标”，用旅游收益与环境

影响机制、战略模式、旅游者偏好等方面进行了

影响的比值核算的一个旅游学变量，是一个定量

分析

化评价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

[3]

[5~8]

。本文在构建旅游生态效率模型的基础

上，实证分析了海南省 2012 年旅游生态效率及
特征，对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

1.2 旅游碳足迹模型
碳足迹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消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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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产生的包含 CO2 在内的温室气体数量 [11]。旅

表 1 不同交通方式的相关变量系数

游碳足迹（Tourism Carbon Footprint）也即旅游者

Table 1 Factors for different transport modes
CO2 排放因子[kg/（人·km）]

等价因子

0.150

1.07

航空（海外）

0.150

1.07

火车

0.025

1.05

汽车

0.075

1.05

长途公共汽车

0.018

1.05

游过程中化石能源的利用与消耗，两者可以相互

渡轮

0.070

1.05

转化 [5]。本文依据旅游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游轮/游艇

0.070

1.05

Assessment, LCA）的理论，采用“自下而上”的方

自行车/脚踏车

0.010

1.05

法，将旅游活动产生碳足迹的过程分解为旅游交

其他

0.075

1.05

在旅游交通、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娱乐活动

交通模式

等过程中直接和间接引起的 CO2 排放总和。旅游

航空（国内）

碳足迹与旅游能源消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工业化国家，能源消费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
90%以上 [12]。旅游碳足迹的产生本质上是因为旅

通碳足迹、旅游住宿碳足迹、旅游活动碳足迹。相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3]修订。

应地，旅游碳足迹模型包括旅游交通碳足迹模型、
旅游住宿碳足迹模型、旅游活动碳足迹模型，3 个
模型汇总即得旅游碳足迹综合模型。
1.2.1 旅游交通碳足迹模型
许多学者对交通部门的 CO2 排放问题进行了
研究 [13~18]。毫无疑问，交通是旅游活动开展的基
础，旅游者到达旅游地、返回常住地、在目的地内
部运行和移动都需要交通系统的支持。旅游交通

者减少一次性生活日用品的使用、注意节约用电
用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措施是旅游住宿节能设
施的投入、安装、使用，进而提高旅游住宿设施的
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旅游住宿碳足迹。围绕旅游
住宿碳足迹强度的概念，也即根据人均每个床位
碳排放量，将旅游住宿碳足迹模型定义为：
Th =

因为其能源消耗问题获得日益多的关注，研究显
示旅游交通能源消耗占据旅游系统能耗总量的大
头，部分情况下甚至超过 90% [19~22]。相应地，旅游
交通节能减排也处于旅游节能减排的中心位置 。
[23]

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3，24]

，本文在分析旅游生

态效率过程中，将旅游交通碳足迹模型定义为：
T t = ∑(N i ⋅ L i ⋅ D i ⋅ β i ⋅ ε i)

（1）

i

式中，Tt 为旅游交通碳足迹（kg）；Ni 为旅游者总
人数（人）；Li 为第 i 类交通模式利用率（%）；Di 表
示采用第 i 类交通模式的运行距离（km）；βi 表示 i
类交通模式 CO2 排放强度[kg/(人·km)]；εi 表示 i
类交通模式的等价因子，该变量在计算中能起到
减小误差的作用。本文利用的排放因子引用已
有研究成果 [3] ，结合案例地实际，将航空交通的
等价因子定为 1.07，其它交通方式的等价因子定
为 1.05（表 1）。
1.2.2 旅游住宿碳足迹模型
住宿部门碳足迹是旅游碳足迹的重要组成部

∑(H j∙N j∙K j∙P j)

（2）

j

式中，Th 为旅游住宿碳足迹（kg）；Hj 为 j 类旅游住宿

方式人均每住一晚的碳排放量[kg/(人次·夜数)]；Nj
为旅游者总人数(人)；Kj 为旅游者平均留宿天数
(d)；Pj 为 j 类旅游住设施利用率，即选择该类住宿
类型旅游者数量与旅游者总数之比。
1.2.3 旅游活动碳足迹模型
现代人的旅游活动越来越丰富，旅游者更加
重视旅游的参与度与体验性，依托各类旅游设施
可以开展旅游休闲活动、运动和体验活动、鉴赏
和参观活动、旅游度假活动等。海南国际旅游岛
是中国重要的度假、会议、观光的旅游地，对于海
岛型旅游活动碳排放的研究具有典型示范意
义。参与不同旅游活动所产生碳足迹值不同，将
旅游者每参加一项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作为该
活动的碳足迹强度系数，相应地，旅游活动碳足
迹模型为：
Ta =

∑(A ∙N ∙F ∙P )
i

i

i

i

（3）

i

分。星级酒店、社会宾馆、公寓、度假村、私家旅馆

式中，Ta 指旅游活动产生的碳足迹（kg）；Ai 指第 i 类

等是目前海南省的主要旅游住宿类型。在国家政

旅游活动碳足迹强度，表示每位旅游者参与一次

策支持下，海南旅游住宿接待业积极参与到旅游

该活动的碳排放量[kg/(人次·频次)]；Ni 指旅游者

低碳化行动之中，执行“绿色宾馆”计划，鼓励旅游

总人数(人)；Fi 指第 i 类旅游活动旅游者平均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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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Pi 指参与 i 类活动的旅游者比例，等于参与该

游碳足迹，二是旅游收益。旅游碳足迹计算所需

项活动人数与旅游者总人数之比。

数据中旅游碳排放强度系数、旅游交通碳足迹等

1.2.4 旅游碳足迹综合模型
依照旅游生命周期评价理论，旅游产品与服

价因子等直接引用已有研究成果；所需客源地空

务的消费过程，起始于离开常住地，终止于回到常

游者平均停留天数、旅游住宿设施利用率、旅游活

住地，其中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所占碳

动平均参与频次、旅游活动参与者比例等数据来

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绝大部分，旅游综合碳足迹等

自 2012 年 10 月进行的市场调研，该调研共发放问

于旅游交通碳足迹、旅游住宿碳足迹、旅游活动碳

卷 1 864 份，收回 1 842 份，剔除无效问卷 104 份，实

足迹之和。因此，构建旅游碳足迹综合模型如下：

际 有 效 问 卷 为 1 738 份 ，问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T=Tt+Th+Ta

（4）

94.35% ，有 效 问 卷 数 量 和 比 率 能 够 满 足 研 究 需

式中，T 为旅游碳足迹总量，Tt 为旅游交通碳足迹，

要。海南省国际和国内旅游者人数、海南省旅游

Th 为旅游住宿碳足迹，Ta 为旅游活动碳足迹，单位

总体收入、海南省国际旅游者分国别人数等数据，

均是 kg。

均来自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年度统计资料

间结构、旅游交通方式利用率、旅游消费结构、旅

1.3 旅游生态效率模型
生态效率是一个兼顾生态和经济两个方面效

（2002~2012）。另外，旅游者旅行距离利用公共交

率的指标 。目前普遍接受的生态效率公式是由

2.2 旅游收益结构分析
旅游经济收益统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

[25]

WBCSD 提出的计算模型

[26，
27]

：

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产品或服务的增量
生态效率 =
=
环境影响
环境影响增量

式中，产品或者服务的增量、环境影响增量根据行
业性质赋予具体值。一般地，在旅游生态效率计
算中，用旅游碳足迹或者旅游能源消耗代表环境
影响，用旅游经济收益代表旅游产品或服务价值，
为了避免计算的重复和简化运算过程，此处不包
含间接经济效益。类似地，基于碳足迹的旅游生
态效率模型为：
T EE = T R /T EI

（5）

式中，TEE 为旅游生态效率（元/kg）；TR 为旅游收入
（元）；TEI 为 旅 游 环 境 影 响 ，具 体 指 旅 游 碳 足 迹
（kg）。模型中旅游生态效率值越高，旅游可持续
性能力越强。

2 区域旅游生态效率实证分析
2.1 案例地介绍与资料来源
海南省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热
带岛屿省份，旅游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0 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
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将在 2020 年将海南初步建
成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使之成为开
放之岛、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岛屿型旅
游地是旅游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研究的重点，本文
以海南省为案例地具有较强的适宜性。
旅游生态效率计算需要两种变量值，一是旅

通信息和 GIS 软件获取。

一个难以精确计算的结果。通过分析旅游者消费
结构，确定旅游地在旅游各个部门的收入，作为旅
游经济收益值，计算旅游生态效率。旅游市场接
待人均收入反映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据
统计，2012 年海南省旅游者总数为 3 320.36 万人
次，国内和国际旅游者数量分别为 3 238.80 万人次
和 81.56 万 人 次 ；2012 年 海 南 省 旅 游 总 收 入 为
379.12 亿元，人均旅游收入为 1 141.80 元/人，国内
市场人均收入为 1 101.61 元/人，按照同期汇率换
算，海外旅游市场人均收入为 2 737.86 元/人。市
场调查统计显示，海南省 2012 年国内旅游者在旅
游 消 费 中 支 出 比 例 为 ：交 通（45.2%）、住 宿
（30.9%）、娱 乐 活 动（7.9%）、餐 饮（3.2%）、购 物
（11.8%）、其他（1%）。海外旅游者消费结构中交
通、住宿、娱乐活动、餐饮、购物、其他的比例分别
为 33.1%、26.8%、11.0%、13.4%、10.8%、4.9%。将
旅游者消费支出比例应用于海南省旅游收入计
算，结果显示，2012 年海南省旅游交通、旅游住宿、
旅游活动的收入分别为 168.66 亿元、116.22 亿元、
30.65 亿元。
2.3 研究结果与分析
2.3.1 旅游交通生态效率
旅游交通是旅游过程最大的碳足迹来源，因
此基于碳足迹的旅游交通生态效率值对旅游环境
影响的评价意义最大。海南省 2012 年交通部门的
碳足迹总量为 18 791.24×106kg，旅游交通人均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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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为 565.94 kg/人次，旅游交通总收入为 168.66

5.66 kg/人次，旅游活动总收益为 30.65 亿元，基于

亿元，基于碳足迹的旅游交通生态效率值为 0.898

碳足迹的旅游生态效率值为 16.32 元/kg，说明旅游

元/kg，也即旅游交通部门每产生 1 kg CO2 排放量

娱乐活动部门每产生 1 kg CO2 的排放量创造的经

创造的经济收入为 0.898 元（表 2）。

济收入为 16.32 元（表 4）。

表 2 基于碳足迹的 2012 年海南省旅游交通生态效率

表 4 基于碳足迹的 2012 年海南省旅游活动生态效率

Table 2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transport based on

Table 4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activity based on

carbon footprint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12

carbon footprint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12

交通类型

旅游交通碳足迹 CO2-e（×10 kg）
6

飞机

17330.63

火车

1261.44

旅游活动类型

旅游者数量

碳足迹 CO2-e

（万人次）

（×106kg）

植物园

597.66

3.74

65.89

主题公园

1195.33

6.98

0

自然观光

2158.23

11.70

出租车

103.69

文化景观

498.05

1.80

自驾车

25.26

观看演出

531.26

1.28

其他

4.33

节庆会展

298.83

0.62

合计

18791.24

垂钓

265.63

14.64

潜水/游泳

1228.53

38.53

冲浪/沙滩

962.90

25.88

温泉/休闲度假

431.65

13.54

高尔夫

132.81

50.80

城市公交
步行/自行车

2.3.2 旅游住宿生态效率
旅游住宿部门在创造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
也成为旅游碳足迹和旅游能耗的重要来源，研究
表明，海南省 2012 年旅游者因为住宿产生的碳足

游轮/游艇
旅游活动参与人数与碳足迹合计

66.41

18.29

12331.80

187.80

迹 总 和 为 2 330.56 × 106kg，旅游住宿经济收入为
116.22 亿元，
旅游住宿人均碳足迹为 70.19 kg/人次，
海南省 2012 年基于碳足迹的旅游住宿生态效率值
为 7.13 元/kg，也即旅游住宿部门每产生 1 kg CO2
排放量创造的经济收入为 7.13 元（表 3）。
表 3 基于碳足迹的 2012 年海南省旅游住宿生态效率
Table 3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accommodation based
on carbon footprint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12

2.3.4 旅游总体生态效率
旅游总体生态效率是对旅游交通、旅游住宿、
旅游活动生态效率值进行整合分析的结果。研究
显示，海南省 2012 年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
动产生的碳足迹的总和为 21 209.6×106 kg，人均旅
游碳足迹为 638.77 kg/人次，旅游总收入为 379.12
亿元，基于碳足迹的旅游生态效率值为 1.787 元/
kg，也即旅游消费每产生 1 kg CO2 排放量创造的旅

游客过夜夜数

碳足迹 CO2-e

（×10 ）

（×10 kg）

星级酒店

9821.64

2023.26

社会宾馆

876.58

122.72

2.3.5 旅游生态效率分布差异分析
生态效率模型的引入在旅游业环境影响分析

度假村

903.18

129.14

中的作用得到了一致肯定 [28~30]。在旅游生态效率

家庭旅馆

348.64

55.43

11949.97

2330.56

模型中，提升生态效率水平的途径主要有：① 经济

住宿类型

住宿过夜数与碳足迹合计

4

6

游经济收益为 1.787 元。

收益不变，降低碳足迹；② 碳足迹不变，提高经济
收益；③ 碳足迹下降的同时经济收益增大。由于

2.3.3 旅游活动生态效率
旅游活动产生的碳足迹所占比例不大，但是

影响旅游生态效率高低的因子存在部门和区域差
异，旅游生态效率也显示出差异化分布的特征。

游憩活动作为旅游者体验内容其研究意义较大。

1) 旅游生态效率部门差异分析

本文旅游活动类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海南省实

由定量分析可知，旅游交通部门的碳足迹和

际情况进行确定。2012 年海南省旅游活动产生的

能源消耗比例最大，就海南省而言，长距离旅行旅

碳足迹为 187.8×106 kg，旅游活动人均碳足迹为

游者占很大比例，旅游者出入境主要采用能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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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飞机出行，因此旅游交通对环境影响最大。

停留时间、增加平均参与活动频次。也即，
“ 短距

旅游生态效率不仅与旅游碳排放和能耗有关，也

离、长停留、高消费”的旅游模式有利于提升旅游

与各旅游部门的消费支出和收益紧密相关。

生态效率，反之，
“长距离、短停留、低消费”的旅游

2012 年海南省旅游生态效率中，旅游活动生

模式则拉低了旅游生态效率值。

态效率为 16.32 元/kg，旅游住宿生态效率为 7.13

2） 与部分旅游地相比较，海南省 2012 年总体

元/kg，旅游交通生态效率为 0.898 元/kg，显然旅游

旅游生态效率水平相对较差，这与海南省国内外

活动的生态效率大于旅游住宿和旅游交通，这一

旅游者外部交通平均距离较大、乘坐飞机旅游者

方面说明了旅游娱乐活动、旅游住宿对目的地经

比例较高、旅游收入统计值略低于实际消费等因

济的拉动作用更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旅游外

素有关。

部交通距离既定的情况下，旅游者停留时间越长、

3） 由于旅游生态效率受到平均旅游消费、平

人均消费越高、旅游活动参与频次越高，旅游生态

均出行距离、平均停留时间、旅游交通方式等诸多

效率值越大，旅游发展的可持续能力越强。另外，

因素的影响，而且是一个相对比值，因此单纯利用

旅游三部门的生态效率差距绝对值小于人均碳足

生态效率评价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存在

迹差距的绝对值。

一定的不足。

2) 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外部分学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个复合变量系统，以水资
源消耗、能源利用、其它温室气体排放等作为环境

者通过实证研究了不同区域的旅游生态效率值。

变量，则能更为完善地构建旅游生态效率指标体

对比前人研究过的美国落基山国家山地公园 、塞

系，这也是有待深入的研究方向。另外，加强不同

舌尔 、舟山群岛地区 、黄山旅游风景区和九寨沟

时期旅游生态效率纵向变化研究，有利于探索旅

旅游区 的旅游生态效率值发现，
落基山国家山地公

游生态效率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3]

[3]

[31]

[32]

园、塞舌尔的旅游生态效率值分别为 3.283 元/kg、
1.049 元/kg ① ，舟山群岛地区旅游生态效率值为
27.10 元/kg，黄山旅游风景区和九寨沟旅游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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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Tourism Eco-Efficiency Model and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Hainan Province
Yao Zhiguo1,2, Chen Tian2, Yin Shoubing3, Li Xingang4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Territo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4.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of Tianjin Commerce University,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Tourism Carbon Footprint, Tourism Eco-efficiency and Tourism EconomAbstract
ic Effects,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e concept and model of Tourism Eco-efficiency. This study took Hainan Province as a research object, calculated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value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12 quantitatively, and made a mechanism analysis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ourism eco-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drew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In term of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12,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tourism transport was 0.898 yuan/kg,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tourism accommodation is 7.13 yuan/kg,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tourism activity or amusement
was 16.32 yuan/kg, the total tourism eco-efficiency was 1.787 yuan/kg,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value of
tourism activity and tourism accommodation is greater than tourism transport. 2) In case of the same travel distance, there were som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as follow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to extend the average residence time, to increase the average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on of
tourism activities, it is also known as an theory that tourism market structure with "short-distance, long stay,
high consumption" is conducive for optimizing tourism eco-efficiency, vice versa, tourism market structure
with "long-distance, short stay, lower consumption" will drives down the value of tourism eco-efficiency. 3)
The reasons that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of Hainan Province is lower than some compared destination could
be summarized as: longer tourists average outside transport distance, higher proportion of tourists choosing aircraft as transport model, tourism revenues by statistics relatively lower to the actual consumption figure.
Key words:
words tourism eco-efficiency; tourism carbon footprint; Hainan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