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Xiv合作期刊
ARID

LAND

GEOGRAPHY

基于 POI 的住宿业时空格局演化及与
旅游景点的空间关联研究
陈洪星 1,2， 杨德刚 1， 徐红涛 1,2， 霍金炜 1
（1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1408）

chinaXiv:202101.00007v1

摘 要：
以乌鲁木齐市住宿类 POI（2012 年、2018 年）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法探

究住宿设施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从旅游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利用分形维数模型和相关数据
统计分析方法测度住宿设施与旅游吸引物的空间耦合情况，旨在为城市住宿和旅游空间优化提供
科学参考。结果显示：
（1）主城区住宿设施总体沿河滩路、阿勒泰路等重要交通路线分布，数量明
显增长，米东新区等地有演变为外围集聚中心的趋势。
（2）住宿设施总体向东北方向移动，轴向集

聚转为离散分布，2012 年各类型空间分布方向和范围差异较大，2018 年三星级和经济型空间离散
化趋势最为明显。
（3）普通型住宿设施由孤立核模式演变为带状多核模式，呈现明显的中心集聚―
外围扩散趋势；经济型酒店由点状集聚转变为带状集聚。
（4）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的空间耦合性较
高，在主要道路缓冲区内具备较强的空间协调性，旅游地域系统处于单中心集聚发展的初级阶段，
分形结构有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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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住宿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是住宿产业在城市
社会空间上的投影，研究住宿业的时空演化可以揭
示住宿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规律，进而优化住宿

的诸多要素中，A 级旅游景区数量对住宿设施集聚

具有显著影响［16］；再如 GUTIERRE 等人对巴塞罗那
的研究发现，当地酒店布局更多地利用了靠近城市

产业格局，合理规划住宿产业规模，指导城市住宿

主要旅游景点这一区位优势，而非集聚在相似酒店

空间有序发展 。相关研究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周围［4］。但在以往研究中无论是传统的区域旅游竞

国外研究者从酒店的宏微观选址［2-3］、住宿业时空

争力测评抑或是住宿产业分布影响因子体系构建，

演化 、住宿设施分布的影响因素

等方面给出科

二者均被作为影响对方的一个评价因子，缺乏对二

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国内学者对酒店住宿业布局

者空间分布关系的实证研究及分布规律的归纳总

研究稍晚，主要集中在经济类、星级酒店等区位选

结，即如何阐释区域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之间的空

择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间关系？旅游地域系统是由旅游吸引物和服务设

［1］

［4］

［5-6］

等方面，也有学者探究

［7-10］

、区域差异特

施共同构成的开放性、自组织的复杂系统［17］，因此

征［12］、空间可达性研究［13］等方面。然而以上研究均

可以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将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视

基于单一要素―即住宿设施本身被视作考察对象，

为旅游地域系统的子系统，二者的空间布局关系及

事实上住宿业除了代表区域进步和投资机会外

耦合情况决定了旅游地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而

酒店的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预测

［11］

，

［14］

更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环节

。如根据龙飞等人对

［15］

长三角地区民宿设施的研究，影响住宿业分布格局

影响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服务水平。
目前有关旅游景区的文献往往以 A 级景点［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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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考察对象，缺乏对普通景点的关注，这显然不
利于政府和企业决策者在宏观层面上把握城市的

本文旅游景点和酒店住宿 POI 数据来源于高德

旅游结构。普通景点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了更多休

电子地图，原始数据经过一系列去重、纠偏等操作，

闲、游憩的选择，应当被纳入旅游子系统。而且当

得到含有名称、分类以及坐标信息等属性的各类兴

前基于地理位置的大数据（POI）可以便捷地获取，
这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旅游地域系统宏观格局的把
握。另一方面现有案例多集中于东、中部城市或都
市圈，对于西部大城市乌鲁木齐的住宿业时空格局

趣点数据，从而运用 ArcGIS 10.2 平台建立旅游地
域子系统空间属性数据库，包含各类型住宿业设施

3 825 个；各类型旅游景点数量 584 个，包含公园、度
假村、游园、清真寺、生态园及其他等各种景区。参

演化以及旅游地域系统的分析鲜有涉及，因此本文

考前人研究［22］，并结合美团、去哪儿网的分类标准，

以乌鲁木齐市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以往不少学者

将旅馆、招待所、社会宾馆、家庭宾馆等定为普通

认为乌鲁木齐在整个新疆旅游地域系统内常被视
作外地游客赴疆旅游的集散地，其内部旅游景点及
相关服务设施的分布往往被忽略

。近年来，乌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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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大、各项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带。

型，将如家、7 天、格林豪泰、百时快捷、汉庭、锦江之

星、速 8 酒店等连锁酒店定义为经济型，各类星级酒

店的评判档级以官方认定或者历史参评数据为准，

鲁木齐作为首府城市，不断挖掘特色旅游产品，完

分为三星级和四星级及以上。

善旅游服务功能，加之政府政策导向，其“集散地”

1.2 研究方法

的功能不断被削弱，
“ 目的地”的功能不断被加强，

1.2.1 标准差椭圆

城市内部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相关服务设施持续
吸 引 外 地 来 乌 游 客 ，2018 年 全 年 接 待 各 地 游 客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al ellipse, SDE）是定量描述地理要素分布特征的一
种空间统计方法，主要度量要素包括椭圆中心、长

46.24×106 人次，比上年增长 40%，旅游总收入 694×

轴、短轴、方位角等各参数。中心点代表地理要素

旅游业俨然成为乌鲁木齐市战略支柱产业。因此，

短轴代表数据的分布范围，扁率越大代表其方向性

10 元，比上年增长 54%，占新疆旅游总收入的 52%，

空间分布的相对位置，长轴表示数据的分布方向，

本文选取住宿类 POI（2012 年、2018 年）以及旅游景

越明显，在 ArcGIS10.2 中采用标准差椭圆法来衡量

旅游景点分别作为旅游地域系统的两大要素，本文

1.2.2 核密度分析

8

点类 POI（2018 年）为基础数据，将城市住宿设施与

2012 年和 2018 年各类住宿设施的空间演化方向。

核密度分析是运用地理学第一

首次系统梳理乌鲁木齐市住宿设施时空格局演化

定律和空间差值原理对要素分布进行空间统计，距

及在现状背景下的旅游地域系统内部协调耦合情

离样本中心近的要素被赋予权重较高，距离较远则

况，旨在为旅游服务业合理布局和城市有序发展提

权重较低，从而呈现出要素的聚集程度。其计算方

供科学参考。

程式如下：

x - xi ö
（1）
÷
h ø
x - xi ö
式中：xi 代表空间内某一点，K çæ
÷ 表示核函数；
è h ø

∫ h(x) = nh1 ∑K çæè
n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d

i=1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治、经

h 为带宽，用以定义半径范围；d 为数据维度，n 代表

济、文化中心，各类型住宿设施达 4 000 多个，涵盖

带宽范围内点的个数，本文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

低端至高端各种类型，包括旅馆、招待所、快捷酒

度主城区范围内住宿业空间分布的集聚中心。

店、各类连锁酒店、各等级星级酒店等。由于市郊

1.2.3 聚集分形维数测算

仍处于农村向城市过渡地带，且农田沙漠等广布，

是在自然环境、人为选择以及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内

故本文选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做为研究案例，主城

外部要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23］，该过程从无序到有

区涵盖绕城高速以内的区域，包括新市区、头屯河

序再演化到新秩序，具备无穷嵌套及自相似性特

区、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米东区等，下辖

征，因此分形理论是刻画旅游地域系统耦合状态的

100 个街道，人口 188.36×10 人 ，是乌鲁木齐人口密

有效方法［24］。假设旅游地域系统中各个要素系统

4

①

① 数据来源于《201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旅游吸引物和住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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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设施、旅游景点）为聚集分形系统，则旅游地
域系统的聚集分形维数为各个要素聚集维数的几
何平均值：
D d = n D1 × D 2 × D3,...D N

（2）

式中：D1, D, ×D3, ...D N 代表旅游地域系统中各个要

素系统的聚集维数；D d 代表旅游地域系统的聚集
维数，表征旅游地域系统围绕旅游极核的集聚效
应。就本研究而言，D1 、D 2 、D d 分别为住宿、旅游、
旅游地域系统聚集维数，各子系统聚集维数的计算
方法主要参考宋涛等人的研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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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住宿设施总体格局变化
住宿设施数量明显增多（图 1）。其由 2012 年的

915 处增加到 2018 年的 3 123 处，增长 3.4 倍，各类住

宿业的数量在 6 a 间亦均呈现增长趋势，表现为随

等级升高而降低，普通型升幅最大，这期间增加了
1 325 家，四星级及以上升幅最小，仅增加 128 家。

图 2 2012 年和 2018 年住宿设施总体分布及标准差椭圆
Fig.2 SDE and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accommodation
in 2012 and 2018

度。尽管住宿业依然沿城市重要交通线分布，但已
出现离散趋势加剧的特征。
2.2 各类型住宿设施空间结构演变
主城区内各类型住宿设施分布及演化趋势各
异（图 3）。2012 年经济型、四星及以上的酒店主要

沿河滩路分布，轴向布局十分明显，而三星级和普
通型呈现离散状态，在空间分布上相较均衡。2018
年除普通型外，其余各类的分布方向、离散趋势均
出现了明显变化。三星级和经济型离散扩张加剧，

图 1 2012 年及 2018 年住宿 POI 类别及数量
Fig.1 Type and quantity of lodging POIs in 2012 and 2018

轴向趋势弱化，前者由东北-西南分布转变为西北
—东南分布，归因于西北部高铁片区交通运输业发
展带动了酒店住宿相关行业的发展；后者的椭圆空

住宿设施空间分布结构出现变化（图 2）。从标

间范围增大，代表离散分布态势加强，而轴向趋势

现南北方向，即沿阿勒泰路、河滩路分布，乌鲁木齐

弱化，主要由于经济类酒店体量较小，且具备“连锁

市属于干旱区绿洲河谷城市，城市发展空间受地

经营”的理念，因而空间扩张较具市场理性，同时也

形、水源、交通干线影响较大，因此住宿设施总体呈

可避免盲目过度集聚和恶性市场竞争。

现南北分布。然而 2018 年住宿空间格局的标准差

2.3 集聚特征分析

开始向外围地区蔓延扩散。椭圆方位角向东北方

住宿设施（a 普通、b 经济、c 三星、d 四星及以上）进行

准差椭圆来看，2012 年住宿业设施总体分布趋势呈

椭圆明显北移，且涵盖的地理空间范围明显增大，
向偏移 10°且住宿设施重心向东北方向偏移，可见

为探究各类住宿设施的空间集聚特征，对四类
核密度分析（图 4）。普通型由原来的多个孤立核演

米东新区城市组团的住宿业设施增幅远超其他城

变为分布较为集中的带状多核，核密度等级明显提

市组团；标准差椭圆的短轴增加了 10 km，表现为向

高。2012 年主要聚集在南部长江路、南湖街道，以

东、西部外扩，表明高铁站片区、八钢片区等城市外

及北部二工片区、古牧地西路街道。2018 年该类型

围地区的住宿设施数量也在增加，拉大了短轴长

分布集聚特征更加明显，核密度高值区新增二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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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 年和 2018 年各类型住宿业标准差椭圆
Fig.3 SDE of various lodging facilities in 2012 and 2018

图 4 2012 和 2018 年各类住宿设施核密度分析结果
Fig.4 KDE analysis of various accommodation in 2012 and 2018

片区、平顶山片区、迎宾路片区、七道湾片区等。同

聚区，有向北部延伸的趋势，北部仍未形成明显聚

时外围地区形成孤岛状中心，扩散趋势明显，呈现

集区，然而核密度等级普遍升高，涵盖的空间范围

明显的中心集聚—外围扩散趋势。

也明显增大，未来存在集聚态势倾向。就三星级和

经济型酒店由点状集聚转变为带状集聚。
2012 年 3 个独立的小型集聚中心均位于南部老城区

四星及以上酒店而言，其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不如前
两者，是因为住宿设施等级越高，相应数量越少，考

火车站附近，主要街道包括火车南站片区、新民路

虑到市场盈利及潜在客源，区位选择上不再倾向于

街道、长江路片区、大小西门片区，而北部核密度等

集聚分布，满足空间集聚的条件越来越严苛，导致

级均较低，未形成较为明显的集聚区。2018 年南部

其空间集聚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三星级集聚区位

和田街、大小西门、长江路三个街道片区形成一个

由 2012 年的大小西门片区，扩大到市区中部街道，

较为集聚的整体，且在南湖南路片区出现了新的集

而四星及以上酒店空间集聚特征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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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空间关联分析
2.4.1 旅游地域系统空间聚集分形结构特征

吸附作用仅仅局限在其周围，以集聚为主。在该半
本文

将南航明珠国际酒店和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分别
作为旅游服务设施重心和旅游吸引物重心。基于

0.44～3.38 km，判 定 系 数 R2 为 0.99，聚 集 维 数 为
2.23 > 2，子系统空间集聚性明显下降，住宿设施在

以下考虑：南航明珠国际酒店为五星级酒店，规格

该半径内的空间分布由集聚转为离散态势。无标

较高，建设较早；国际大巴扎集文化、建筑、民族商

度区间 3 相应 Rs 范围为 3.38～8.16 km，拟合方程显

贸、娱乐、餐饮于一体，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集地
和展示中心。二者所在区域在历史上属于河谷地
带（现在的河滩路沿线），该区域开发较早，且地处
乌鲁木齐市重要的商业、文化和购物中心地带，至

示判定系数 R2 为 0.96，聚集维数为 0.85 < 2。住宿网

点再次回到集聚状态，然而区间 1、3 的分形维数所

代表的含义有所差别：对区间 1 而言，有限的土地及

高昂的地价决定了该半径内部的住宿设施以高档
酒店或者连锁酒店为主，南航明珠国际酒店作为系

今仍是城市发展极核。
通过计算得到乌鲁木齐旅游、住宿系统空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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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范围外开始分化，无标度区间 2 对应 Rs 范围为

构聚集维数双对数图（图 5）。可以看出前者的无标

统重心的控制性十分有限；对区间 3，住宿设施多以
社会宾馆、招待所为主，且由于体量小，地价成本较

度区间较为宽阔，聚集分形维数为 1.03 < 2，判定系

低，加之缺少人为管控，表现出天然的自组织集聚

合效果较好。表明国际大巴扎对于其他旅游吸引

高度集聚。

数 R 为 0.93，且满足置信区间（F-test, p < 0.01），拟
2

分布，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现象，沿系统重心

物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该体系空间结

旅游设施表现出的单分形特征和住宿设施表

构是从中心旅游吸引物点向周围地区密度衰减，呈

现的多分形结构整体趋势相近，为衡量二者的分形

现紧凑型聚集格局，已经形成以国际大巴扎为核心

耦合程度，首先将住宿设施 3 个子系统的聚集维数

的自组织演化系统。
后者呈现 3 个无标度区间，自组织能力较差。

区间 1 对应 Rs 范围为 0.13～0.43 km，R 为 0.97，聚集
2

维数为 1.32 < 2，该区间主要以高端酒店为主，数量

较少，住宿设施空间结构较松散，中心酒店对地物

进行集成，计算得到 D1 =1.36，然后该数值与旅游景
点聚集维数 D 2 集成，
最后计算得到旅游地域系统的

空间分形维数 D d =1.18 < 2，介于 1 和 2 之间。表明

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旅游景区与住宿设施系统的空

间耦合性较强，旅游地域系统具有明显的中心性，
以单中心分布为主。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均呈现
出由中心向周围地域密度衰减的特征，旅游地域系
统的空间结构紧凑度高。根据旅游地域系统“点状
发展—集聚发展—多中心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演
化过程［26］，判断目前该系统处于单中心集聚发展的
初级阶段，自组织优化能力相对较弱。根据外围米
东、高铁片区组团的发展趋势，判断未来有向多中
心模式演化的趋势，但从图 5 可看出二者的无标度

区间并未明显覆盖全局，而且系统的空间吸纳半径
并未达到最大，而旅游地域系统一体化的最终状态
必然是呈现出单一标度区间且无标度区间覆盖全
局，表明目前尽管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较好，然而二

者的分布尚未达到理想最优结构，分形结构仍有待
调整和优化。
2.4.2 旅游地域系统空间耦合实证分析
图 5 乌鲁木齐市旅游、住宿系统聚集维数双对数图
Fig 5 log-log plot for the aggregation dimension of tourisim
and lodging system in Urumqi

分形聚集

维数是基于旅游设施和住宿设施在空间上具备分
形特征的假设进行测算的，本节基于实证分析探究
二者空间关联关系。基于 Arc GIS 平台，分别从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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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局部分布角度出发测算二者的耦合情况，在主城

到 0.926，表明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地理分布

区范围内建立渔网空间并计算每个网格内的两类

具有协同性。这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往往能够带

POI 的数量，将二者的数量矩阵进行 Pearson 相关性

动住宿设施数量增加，而住宿设施的增加也为游客

明二者的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协同性，即二者

进，
共同促进旅游地域系统成长和演进。

分析，得到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77（Sig =0.01），表

互相伴随出现的概率较高，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
结论；另外，从局部布局角度出发，鉴于阿勒泰路、

提供了更多了选择性，二者在产业职能方面相互促

3 结 论

北京路、河滩快速路沿线是二者分布的主要区域，
以这三条主要轴线建立道路缓冲区，分别设置五级
缓冲范围（500 m、
1 000 m、
1 500 m、
2 000 m、
2 500 m、

chinaXiv:202101.00007v1

3 000 m），缓冲区内的旅游与住宿设施占比达到

本文在测度乌鲁木齐住宿业时空变化格局基
础上，阐述了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的空间关系，得
出如下结论：

（1）2012—2018 年间，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各类

86%，认为可以较好地代表该研究区的旅游地域系

型住宿设施数量明显增长，总体沿河滩路、阿勒泰

统。统计各级缓冲区内部的两种设施的数量，结果

路等重要交通路线分布，会展中心商圈、高铁站商

如图 6。可发现以道路为主轴线的缓冲区内，R 达

圈以及米东新区等地有望成长为外围地区的住宿

2

设施集聚中心。
（2）住宿设施总体格局向东北方向偏移，其空
间分布由依托轴向集聚转向离散分布；四类住宿设
施的空间集聚特征各异，普通型由孤立核模式演变
为带状多核模式，呈现明显的中心集聚-外围扩散
趋势，经济型酒店由点状集聚转变为带状集聚，在
城区形成集中连片分布态势，三星级及以上的酒店
主要在大小西门一带形成集聚中心，空间集聚变化
特征并不明显，建议未来在城北新区一带增加布局
高级酒店数目以满足城市北扩需求。
（3）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的空间耦合性较强，
旅游地域系统为单中心发展模式，空间结构紧凑度
较高，但未达到理想最优结构，分形结构仍有待调
整和优化。全局网格矩阵和局部道路缓冲区内的
两类地物分布均呈现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二者产业
职能的相关性决定了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具备较强关

图 6 主要道路五级缓冲区内住宿及旅游景点设施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and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within the the five level of buffer zone of the main road

联性，
然而某些片区存在不协调的情况，
建议在城市
新区附近如米东新区、高铁站片区新增旅游景点服
务设施以满足游客需求，
进而与住宿设施达到协调。
由于数据获取有限，本文只对 2012 和 2018 年

进行了住宿业演化分析，且未考虑旅游市场及其他
旅游节点对旅游地域系统的影响，难免会出现分析
不到位、机理解释不够细致等问题，未来可以尝试
从更长时间尺度探寻住宿业时空演化特征，或对旅
游地域系统空间提出调控优化的方法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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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nd spatial
association with tourist spots based on POI
CHEN Hong-xing1，2, YANG De-gang1, XU Hong-tao1，2, HUO Jin-wei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esert and Oasis Ecology，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 830011，Xinjiang，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Abstract：The urban An urban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consists of tourism service facili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which are the part of tourism service facilities, represent regional progress and invest⁃
ment opportunit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ccommo⁃
dation industr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addition, it is crucia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mmoda⁃
tion facili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for regional tourism systems as the spati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se

two parts determine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level of a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Urumqi, a large city in western

China, has s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 receptions and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Tourism has become a

strategic pillar industry in Urumqi; however,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accommodation has not been ex⁃
plored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tourism area system has hardly been studied. There⁃
fore,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model to explore the spatial

changes of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using Urumqi as a case. Then, the spatial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c⁃
commodation facili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Urumqi is explored based on fractal dimension theory and spatial

data statistics methods. We found that the overall pattern of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in Urumqi changed significant⁃
ly, increasing from 915 to 3,123 between 2012 and 2018. The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are basically distributed in
the axial direction along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lines such as Hetan highway and Altay road. Additionally, the
number of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in the Midong New Are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orming a concentration there.

In 2018,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were shifting to the northeast significantly and axial aggregation model evolved in⁃

to patterns of increasing trends of discrete distribution, with the most obvious trend being the dispersal of three-star

and economic accommodations. The ordinary type of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has trans⁃
ferred from isolated cores to a belt multi-core model. Additionally, budget hotels have changed from point aggrega⁃
tion to a belt aggregation model. The aggregate fractal dimension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m attractions, with the Inter⁃
national Grand Bazaar as the core, have evolved into a self-organizing fractal system. However, the fractal structure
of the tourism service facility, which has the Southern Airlines Pearl International Hotel as its core, is at a lo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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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aggregation dimension of tourist facili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s 1.18, demonstrating that the spa⁃
tial coupling of these two parts is high. However, the fractal structur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ourist service facili⁃
ties has not reached an ideal state and must be optimized and adjusted. To further measur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parts, this study establishing a fishnet grid by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the two parts in each

grid. These results yielded a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77, showing a significantly strong correlation. A lin⁃
ear regression equation is obtained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the two parts in a five-level buffer of the main road,

and the R2 value obtained was 0.926.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Urumqi’s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have strong spati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industrial
functions determines their proximity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Key words：POI; accommodation industry; tourist attractions; aggregation fractal; Urumqi


2020 年 10 月 19～22 日，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办的第五届干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环境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科
院新疆生地所、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塔里木大学等单
位的 300 多位专家参加会议。会议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求，重点研讨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干旱区水循环与水资源系统、流域生态水文过程以及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等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中国科学院院
士于贵瑞分别作了题为“黄土高原绿水青山提质增效”和“自然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生态学原理”的大
会主题报告。兰州大学教授黄宁、新疆生地所研究员陈亚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小雁、中科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冯起、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余新晓分别作了题为“高寒山区积雪水资源的
多尺度、多物理过程定量评估与预测”、
“ 美丽新疆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How dryland shrub as

ecosystem engineer to modulate ecohydrological and hydropedological processes at different scales”、
“河西
地区气候环境与社会发展耦合机制”
、
“干旱区水资源变化与植被响应”
的学术报告。

在塔里木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塔里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峰华教授和新疆生地所副所长
孙福宝研究员分别致辞。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永强、中山大学陈洋波教授、陈晓
宏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斌、兰州大学教授张宝庆、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曾红伟
以及塔里木大学白铁成教授、李发永教授、孙三民副教授分别作了重要学术报告。会后，
全体人员参
观了塔里木大学校史馆和“三五九旅展览馆”；考察了塔里木河三源流汇河口；调研了新疆生地所阿
克苏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阿克苏站副站长
（执行站长）郝兴明研究员对阿克苏站的历史沿革、功能定位、
研究方向、科研能力与技术平台等做了详细介绍。
干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环境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的成功
举办，使得参会学者充分分享和交流了相关专业领域的新理
念、新实践、新成果、新预见，增进了院校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形成了协同创新长效机制。
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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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干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环境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