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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urism, as one of the vital driving forces, corresponds to the demands of the trend of new-type urAbstract：
banization—urban-rural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ity-producing interaction, intensive land use, ecological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and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interrelation in PLE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s, establishing TSOS model build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ith four levels:
target layer (3 indexes), criterion layer (9 indexes), sub-criterion layer (24 indexes), factor layer (96 index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urban living, recreation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spaces, and using
GIS technology to analyz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PLE spaces in Mayangxi eco- tourism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roduction space takes Shanchong village, which i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area, as a
core and shows a pattern of local regional agglomeration and a fuzzy edge extending along the whole Mayangxi River, and the proportion is 11.5%; 2) The living space should be gathered in southern part of Shili
village as a supporting service and living space of tourism area, and the proportion is 32.3% ; 3) ecology
space takes the central part—Tianzhu Mountain—as a core area, and it carries the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tection, and the proportion is 56.2%.
Key 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 spacial division;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提 要：旅游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

产空间应以北部山重村为核心，呈现局部区域集聚、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但现今尚存旅游开发失

全域沿马洋溪河相对延展的边缘模糊状态；城镇生活

当、空间秩序混乱、生态环境与景观风貌受损等问

区布局于南部十里村，为配套服务与居住空间；生态

题，亟需展开对这类新镇域空间的综合整治，重构科

保育区以中部天柱山为核心，承担区域生境质量保障

学合理的空间分区。本文从三生空间相互关系出发，

功能。该研究为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提供了科学的空间

确立旅游城镇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对马洋溪生态

管理依据。

旅游区进行三生空间分区。结果表明：该区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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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态空间的比例为 11.5∶32.3∶56.2，其中旅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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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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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构建与评价方法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旅游业对经济增长与社会
发展的影响日趋增大，并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发挥出愈发重

2.1 旅游城镇化地区三生空间特征
旅游城镇化进程中，三生空间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

要的推动作用。Mullins 通过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与阳光海

革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综合途径[19]。

岸两个城市实证分析，最早提出旅游城镇化 （tourism ur-

国内对空间结构和布局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限制开发区域的

banization） 的概念[1]。国内对旅游城镇化现象的研究起步较

阐述，有关“三生”空间优化的研究寥寥。马世发等对生

晚，20 世纪末，由于景区及配套服务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

态空间有较为明确界定，而对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界定

环境问题，国内开始展开旅游城镇化的研究，集中探讨了

则相对模糊[20]。朱媛媛等认为三生空间互为影响：生产空间

内涵解析、特征判定、动力机制与特殊区域发展模式等

是根本，生活空间是目的，生态空间是保障[21]。文章首次将

内容[2,3]。

三生空间理念引入旅游城镇化空间，试图从微观视角将研

国务院 2014 年 31 号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旅游业与新型

究重点由传统旅游目的地向旅游新区转移，而这类空间的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融合。旅游业在

发展正是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 （或旧城） 聚落形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显，受到政府和学

态的主要转变途径，有着极高的发展前景与研究价值。

界的高度关注。旅游城镇化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上，

因旅游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步性，界定旅游城镇化地区

能进一步合理调整城镇空间格局、改善原有土地利用方

三生空间，亦充分考虑其特殊内涵：生产空间特指旅游吸

式，形成以休闲经济与兼职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空间集约高

引物或景区，是旅游城镇化地区的核心旅游节点，主要职

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和谐发展的城乡互动区

能是承载游客游览活动，创造旅游经济效益；生活空间是

域，同时与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

城镇化进程中由乡村聚落演化而来的旅游小镇，一方面提

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要求相契合，是

供必要的交通中转、公共设施与政策管理、商业服务等基

实现村镇地区统筹发展，实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础条件，满足本地居民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旅游小镇存在

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但在旅游城镇化发

已有的和潜在的吸引物，如娱乐场所、公园、展览馆、会

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的空间分区管制，造成旅游地产

议中心以及有游憩价值的宾馆、度假村等场所，承担着部

遍地开花，旅游活动空间安排不合理，整体乡村风貌受损

分旅游经济职能；生态空间是旅游城镇化地区的乡村景观

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在快速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如何

基底，是地方性意象的辐射区，核心功能是生态安全体系

在保持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与完整性，确保资源环境对使用

的建立与生态景观保育，包括乡野农田、林区、草地和水

者的长期吸引力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同时，满足多

域等以及特殊的生态红线区，如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

[4]

元发展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游憩空间

[5-7]

，已成为当前重

要的研究课题。
基于生态、生产与生活界定的“三生空间”理念，最

三生空间在地域管辖中相对独立，功能作用上又互为
影响[22] （图 1）：①生活与生态空间存在不同阶段的拮抗与耦

合关系[23]。小镇 （服务区） 的发展一方面为了保护大乡村环

早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功能区划实践中[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境不被破碎化开发，另一方面也会对原有的乡村经济造成

会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冲击，而乡村特质又会影响到小镇的个性化建设；②生产与

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可见，在国家层面对三生

生活存在协同交叉[24]。传统古镇本身既是景点又承担旅游配

空间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9]。在实践层面，深圳、广

套的功能，是典型的生产—生活一体式旅游区，城镇区的

州、上海、杭州等城市在生态红线划定、产业空间布局等

商业娱乐项目本身也是旅游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均进行了相应规划探索，但迄今对三生空间界定及划分标

旅游景点外围服务区也承担部分生活服务功能，所以生产

准，国内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标准[10,11]。由于旅游业与生态

与生活空间交叉协同性颇为显著。为指标选取的科学性，

环境之间的强烈依存以及交互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

本文所指生产空间仅指代旅游景点，旅游服务要素暂不纳

下，更需对旅游推动型城镇的三生空间关系及其空间划分

入评价体系中；③生产与生态空间存在渗透互补，游憩活动

[12]

进行研究，以更好地推动旅游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协调
发展

。

[13,14]

本文尝试构建旅游城镇三生空间评价指标体系，并以

多以自然环境为物质基础，生态保育区可开展生态旅游，
而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也可促进生态环境的美化；④三生

空间的科学重构，既可实现空间开发综合效益最大化，也

福建省长泰县马洋溪生态旅游区进行案例研究，科学评价

为游憩者提供差异化的游憩体验机会[25]。如最少管理限制、

旅游城镇化过程中的旅游生产、城镇生活和生态保育三大

设施提供和最低游客相遇水平的原始区，提供一种感受独

空间的适宜性，为空间分区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15,16]，实现

处、亲密接触自然的体验机会；而想要付出最少努力获得

旅游产业发展集聚，游憩活动向局部区域空间相对集中，

游憩体验的游客则可选择能够允许机动车进入、设施舒适

新型居住区向中心城镇和农村新社区集中，保存乡村传统

和服务便捷的城区 （或靠近城镇） 环境[26]。

文化景观，解决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构建资源环境

2.2 三生空间评价指标体系

协调发展的新空间分区格局

。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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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城镇化地区三生空间职能关系

Fig.1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tial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表空间开发序列的指标体系，以三生空间开发适宜性为依

两方面 [29] 建立城镇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同样利用

据建立评价因子体系，并利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重新判定

AHP 确定各指标权重，如表 1 所示。

空间单元在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功能地位，画出空间开发

分区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因子量化主要涉及三种类型：

的“红线”区域，作为人地关系协调、人地系统稳定的区

定量因子标准化、定性因子定量化、功能因子分值化[30]。定

域保障；同时兼顾目标区域实际现状、区域总体规划、自

量因子标准化主要考虑因子值的频率分布状态，宜采用百

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专题内容进行微观修正 。本

分位次法、线性插值法、隶属度函数值法进行计算；定性

着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体现空间差异与现实可操

因子指标值具有模糊性，其定量化采用以模糊数学方法为

作性等原则，评价体系从城镇生活空间，旅游生产空间和

基础的专家评分法、集值统计法；功能因子在功能上具有

生态保育空间三个方面构建“总目标层、子目标层、因素

区域性渐变影响作用，如交通可达性、水位影响等，适宜

层、因子层”4 个层次，分别为 3、9、24、96 个指标 （见

运用时间距离成本等方法进行计算。对各因子进行量化之

表 1）。

后将其转化为栅格数据，栅格大小设置为 30m×30m，利用

[27]

（1） 城镇生活空间适宜性评价

加权平均法计算各栅格单元开发适宜性，计算公式如下：
F i =∑w j × e ij
m

新型旅游城镇的空间决策首先要满足城镇发展用地的

j=1

相关需求。在调查收集各项自然环境条件、建设条件等资

（1）

料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建设的需要，以及整备用地在工程

式中， F i 为 i 地块某类型开发适宜性最终得分，得分越高

技术上的可能性与经济性，对建设条件进行综合质量评

说明越适宜进行此类型开发， w j 为 j 因子相对最高层目标

价，以确定开发的适用程度，为城镇生活空间选择与功能

的权重， e ij 为 i 地块 j 因子标准化得分， m 代表因子个数。

组织提供科学依据 [28]。以 《城乡用地评价标准 （CJJ132—

利用式 1 分别计算各栅格单元城镇、生态开发适宜性，

2009） 》 为基础，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及数据可得性，从地

为方便进行叠置分析，利用 Natural Breaks 方法分为 1、2、

形地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利用现状四方面建立城镇

3、 4、 5 个 适 宜 级 别 ， 得 到 区 域 城 镇 、 生 态 开 发 适 宜 性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并通过 AHP 确定各指标权重，

结果。

如表 1 所示。
（2） 生态保育空间适宜性评价

（3） 旅游生产空间适宜性评价
旅游城镇化强调旅游产业是城镇复兴与发展的触发点

生态环境是新型旅游城镇发展的基础，是新型旅游城

和主导因素[31]，因此明确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界定旅游生产

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达到新型城镇化“望得见山，看

空间极为重要。借鉴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求的物质承载，因而对生态保育

T18972－2003），确定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加值

适宜性评价就变得极为重要。以国家环保部 2002 年颁布的

3 个主体评价层，建立新型旅游城镇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

《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131—3003） 为基础，
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及数据可得性，从生态价值、干扰强度

系，并利用 AHP 法确定指标权重。
一般而言，旅游单体等级越高，其服务范围及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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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也越广；但同时，旅游单体的影响也具有强烈的距离衰

F i (U ) 为 i 地块用于城镇开发适宜性， F i ( E ) 为 i 地块用于生

减效应，以国内著名的 5A 级景区—都江堰景区为例，其服

态保育适宜性， n 为用于城镇开发栅格单元数目，N 为区域

务区基本位于其景区大门周边 500m 范围内；考虑到大部分

栅格单元总数。

旅游资源位于山地或丘陵区，为保证足够的旅游服务空
间，结合实地调查，确定不同等级旅游单体开发空间距
离，确定 1—5 级旅游资源单体开发空间距离分别为 100、
200、300、500、1000m。

在实际分析中，若 F i (U ) = F i ( E ) ，则可将其划定为弹
性用地区，根据区域具体情况合理确定用地方向。由于生
态空间是旅游城镇发展的基础及承载，因而将其确定为生
态用地，通过以上分析将区域划分为城镇与生态空间。由

（4） 三生空间分区叠置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由于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二者存在排
他性，而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存在融合互补关系且高度依
附于景点资源；因而，为使得区域三生空间达到最优匹
配，将区域栅格单元在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进行分配，达

空间） 存在相互融合互补的关系，因而将旅游缓冲区与城
镇用地叠加，得到旅游服务区用地 （生产空间）；由于旅游
生产空间同时受到相关规划及当地历史惯性的强烈影响，
为使得生产空间更具可实施性，需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对生

到适宜程度最大化的目标，如式 （2） 所示：
N-n
æ n
ö
A = max ç∑F i (U ) +∑F i ( E ) ÷
i=1
è i=1
ø

于景点周边的旅游服务区 （生产空间） 与城镇空间 （生活

（2）

式中： A 为全区域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达到最优分配，

产空间的分析结果进行相应修正。基于以上分析，得到新
型旅游城镇三生空间格局，完成新型旅游城镇三生空间功
能分区。

表 1 旅游城镇地区的三生空间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Space Partition based on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总目标层

二级目标

因素指标分值权重
地貌地形形态（0. 0625）

地形地貌 0.25

工程地质
城镇建设

0.35

适宜性
指标

地形坡度（0.15）

因子层
地块基本形态要素：
简单；
较复杂；
复杂；
破碎
考察地形起伏 ＜10%；
10—20%；
21—30%；＞30%

地面坡向（0.0375）

考虑到日照、
光线等因素：
南、
东南、
西南；东、
西；西北、东北；
北

地基承载力（0.07）

<100kpa；
100—180kpa；
181—250kpa；>250kpa

岩土类型（0.0875）

基岩或卵砾石；
硬塑粘性土；
砂土；
软土

抗震设防裂度（0.0875）

考察抗地震风险能力：
＜Ⅵ度区；
Ⅶ、
Ⅷ度区；
Ⅸ度区；
＞Ⅸ度区

水文地质

洪水淹没程度（0.14）

无洪水淹没；
淹没深度或场地标高低于设防潮水位＜1.0m；1.0—1.5m；
＞1.5m

0.2

污染风向区位（0.06）

污染指数与城镇健康：
无；
低；
较高；
高

利用现状

土地用途（0.1）

0.2

生态价值 0.60

交通区位（0.1）

居民点及工矿、
交通用地；
荒草地、
苇地、
滩地、其他用地；耕地、园地、
河流、水利
设施；林地、
湖泊
主要考察距主要干道距离：<3km；
3—5km；
6—10km；
>10km

植被覆盖率（0.20）

考察植被覆盖面积：
<20%；
20—50%；
51—80%；>80%

生物多样性（0.25）

动植物的γ多样性：
0—0.5；
0.6—1.0；
1.1—2.0；
>2.0
<100m；
100—300m；
301—600m；
>600m

生态

地表水保护范围（0.15）

适宜性

人口干扰强度（0.20）

<20 人/km2；20—60 人/km2；
61—100 人/km2；
>100 人/km2

产业干扰强度（0.10）

<20%；
20—40%；
41—60%；
>60%

工程干扰强度（0.10）

0—1.0km；
1.1—2.0km；
2.1—3.0km；
3.1—4.0km

指标

干扰强度 0.40

观赏游憩使用价值（0.28） 考察观赏价值、
游憩价值、
使用价值
资源要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0.24）考察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科学价值、
艺术价值

素价值

珍稀奇特程度（0.14）

0.8

规模、丰度与几率（0.09）
完整性（0.05）

旅游发展
潜力指标

资源影响力
0.15
附加值 0.05

知名度和影响力（0.07）

考察珍稀物种、
景观差异性
考察单体规模、
体量、
结构、疏密度以及活动的周期性
考察形态与结构完整度
旅游景观类型、
相对密度、
距离、
空间分布、
形成线型、
环型或马蹄型的旅游线
排列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0.03） 社会结构稳定性、
民居友好度、文化融合度、社会经济波动的幅度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0.05） 考察环境受到污染与安全隐患因素，
此处采用逆向给分，污染越高分数越低

注：评价级别借鉴国标中的等级划分为 5 级：
高度适宜、
较高适宜、
中度适宜、
较低适宜、
不适宜。一级权重 W′值总和为 1.00。生态
适宜性越高，
越应进行生态保育的管制。旅游评价指标在借鉴《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标准表（2003）》基础上，
结合实际可调整评价因子，
如度假类旅游城镇地区可加康益、舒适与安全性等相关评价指标[32]。根据单体资源的评价分值，对空间区域内的资源进行分级打分，
最终确定五个等级。等级越高辐射的潜力范围越大，
相应等级低的资源体影响力在空间上表现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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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为 1:10000）、2012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等。利用

3 实证研究

ArcGis10.1 软件从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中获得土地利用、水域
等信息；以地形图为数据来源，建立 DEM，栅格大小取 30

马洋溪生态旅游区 2004 年 10 月经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厦、漳、泉闽南“金三

× 30m，通过空间分析获取坡度、高程等评价指标信息；自

然灾害情况、基本农田保护、交通情况、建成区、地基承

角”的腹地。全区总面积 138km2，下辖十里、旺亭、后

载力、自然保护区等信息分别从 《长泰县自然灾害统计

坊、山重 4 个行政村及天成社区，人口 1.1 万人。区内海拔

表》、《长泰县地质灾害评估报告》、长泰县基本农田数据

最高 965.8m，最低 16.7m，平均海拔 450m 左右，地理地貌

库、变更调查遥感影像图以及相关图件资料中获取。

相对复杂，属低山丘陵、山峰、阶地、谷地、悬崖等，山

3.2 评价结果

体面积达 76%以上。地质构造属闽浙活动地带，地层单

（1） 城镇生活空间

一，岩性复杂，主要地质由中生代侏罗纪火山岩和燕山时

根据表 1 评价指标中对城镇适宜性指标因子的计算叠

期火山岩组成，地质历史时期曾有过强烈的断裂作用，新

加，得出如图 2 中 A 所示，城镇空间适宜度分为 1—5 个等

华厦系构造在境内表现强烈。境内主干河流马洋溪全长

级。在不考虑其他两类空间用地的基础上，将 Reclassfy 结

30.4km，河道落差 222m，水流缓急交错，适于漂流及皮划

果大于 3 的区域视为高值区，计算出城镇适宜度比列约为

艇运动，河流两岸草滩地、村落、生态果园错落分布，风

32.3%。适宜区主要集中在马洋溪南部的十里村，中部区域

景优美。

沿交通干道与原居民点周边延伸出相对狭长地带，天柱山

在 2004 年前，旅游区城镇化速度缓慢，居民主要从事

外围靠近旺亭村的部分谷地也有较破碎的适宜空间。这类

农业生产。自设立旅游区后，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与区位

破碎地块不适合建设大体量的社区，仅考虑在规划中配合

优势，已开发马洋溪漂流、泛华生态博览园、天柱山国家

旅游景点的开发布局服务站。

森林公园等 17 项旅游 （或地产） 项目，初步形成一批特色

（2） 生态保育空间

旅游品牌，年接待游客超近 100 万人次，旅游收入 2 亿多

分析结果如图 2 中 B 所示：生态保育适宜度分为 1—5

元。马洋溪进入快速旅游城镇化的轨道，但是出现明显的

个等级，将 Reclassfy 结果大于 3 的区域视为高值区，适宜度

空间无序和生态破坏情况。马洋溪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

比例约 56.2%。生态保育度高值区集中在中部天柱山、北部

立，旅游配套服务基本处于空白，大量旅游地产遍地渗

林场、红岩水库及马洋溪的中上游区域；南部十里村与北

透，尚未形成旅游产业集聚中心。该区亟需空间重构，进

部的山重村仅从单一生态空间分析结果来看是适宜度最差

一步明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游憩生活的空间范围。本

区域。

研究有助于旅游开发、环境保护与城镇化进程的协调共
进，避免某一方面的过度发展导致失衡，同时也是对新型

（3） 旅游生产空间
根据马洋溪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结果，得出全区五级

城镇化中“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有益实践。

资源仅后坊村龙人古琴文化村一处；四级资源有山重古民

3.1 数据来源

居、马洋溪漂流、天成山、天柱山四处；一至三级资源点

本研究采用数据均引自福建省马洋溪法定的调查和统

较为丰富，全区分散布局 （见图 2 中 C）。不同等级的资源

计数据，主要包括近五年统计年鉴、农经报表、自然灾害

点的开发潜力大小不一样，运用 Buffer Wizard 工具对不同

统计表、马洋溪总体规划 （2009—2025 年）、地形图 （比例

等级资源进行空间分析，得出如图 2C 所示旅游开发区以后

A.马洋溪城镇生活空间适宜性评价

B.马洋溪生态保育空间适宜性

C.马洋溪旅游生产空间适宜性评价

图 2 马洋溪旅游三生空间适宜性等级评价

Fig.2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tial Evaluation of May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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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与山重两个村庄适宜区范围最大。后坊虽然拥有等级最

宿、购物、娱乐的高消费区，绝大多数旅游小镇承担游客

高的资源单体，但资源密度不如北部山重聚集，从开发规

服务与旅游集散的功能。生态空间除遵循国家对森林公园

模效益而言，山重是旅游发展最适宜区；中部天柱山、南

与水源保护地等相关限制条件外，还可开展人工痕迹低、

部天成山、连氏旅游区由于基础较好，等级较高，也具有

私密性 （非团体性） 强的生态旅游活动，接待负责任游客

较高开发潜力。

行为的介入。故虽然纯粹以景点潜力辐射的旅游生产空间

（4） 综合空间叠合评价
根据三生空间相互关系对研究区域进行空间分区，得
出综合评价结果如图 3 所示：①马洋溪生态保育适宜空间集
中分布旺亭以北区域，以中东部天柱山与北部林场为核

仅占总面积的 11.5%，但潜在旅游适宜度的高值空间可达
30%，正好契合生产空间均质拓展、边缘模糊的基本属性。

4 结论与讨论

心，空间连续性较高，全区覆盖率达 56.2%。根据三生空间
重构的内涵界定，旅游城镇化空间管制以生态安全网络[33]构

旅游城镇化地区的空间重塑是是伴随着旅游区域内生

建为目标，故本文界定凡新型旅游城镇的生态保育空间所

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的根本性变革过程。本文

占比例不得低于 50%；②城镇生活适宜空间分布于亭下林场

关注新型旅游城镇空间管理问题，基于三生空间相互作用

以南十里村区域，南部地块高度集中，北部适宜区较为破

关系出发首创性提出了以空间管制为核心的“城镇生活、

碎化，共占比例约 32.3%。南部集中建设公共服务与集散中

旅游生产与生态保育”三类功能空间分区指标体系，共包

心、新旧居民的新型社区以及旅游商贸特色街区。城镇生

括 3 大类 9 亚类 24 小类评价因子。利用 GIS 空间技术，以马

活区的集中安置，可以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降低服务

洋溪为个案实现了三生空间的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马

设施布局成本，有利于疏散、管理与优化空间资源。南部

洋溪适合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集中布局于南部十里村区

中心小城镇要设定好城镇增长的边界，以绿化隔离带的形

域，用以承担该区的居民生活、旅游配套服务以及集散中

式避免城镇空间无序蔓延，整体构建“大区小镇”的空间

心等功能，是人为活动最频繁干扰度最强的区域，占地比

格局；③旅游生产空间的最终确立，需要考虑景点资源在地

例为 32.3%；旅游生产空间由于景点布局沿马洋溪河流自北

理空间上的分异度。对马洋溪旅游适宜空间的叠置，在缓

向南分散布局，以山重村为核心，空间比例为 11.5%；而区

冲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单体资源的实际情况，得出如图 3 所

域内大部分空间界定为生态保育空间，正好契合生态旅游

示，旅游生产空间适宜区随景点位置集中分布，从全域而

区的定位，以中部的天柱山森林公园为核心，是区域生态

言主要集中在北部山重与后坊区域，南部的天成山、天柱

绿心，承担着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占地比例为 56.2%；三

山等资源级别较高的景区附近，所占比例约 11.5%。

生空间理论与 GIS 空间分析技术的结合，既是对游憩空间管
理理论的嬗变与发展，更是对功能分区方法的实践创新，
为未来新型旅游城镇的空间合理布局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
依据，作为人地关系协调、人地系统稳定的技术保障。
三生空间理论的应用关键在于确定基于评价区域实际
状况的评价指标，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有所差异，空间
分区的影响因素也会不同。长远来看，空间管理的内容、
任务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相应变化，不同社会经济
发展背景下的区域空间利用形态的差异，将导致区域空间
重构模式和内容的不同，势必对空间利用与整治提出新的
要求，需要注重评价指标应用的区域性和阶段性，需要因
地制宜地开展区域空间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文章虽然提
出一种基于三生空间视角的旅游城镇空间重构方法，现阶
段尚未得出三生空间的限制开发比例，成为后续研究的重
点；相对于传统旅游区而言，适用三生空间评价指标的新
型空间的游客活动行为尚无规律可循，未来还需加强对旅
游者游憩行为偏好与活动质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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