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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贡献作用，旅游与经济的发
要： 旅游产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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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以生态环境为主要依托，因此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构建旅游
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疆 2008—2017 年三大
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并利用灰色预测模型 GM（1，1）对未来五年的耦合协调度进
行预测。结果表明：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状态可分为

两种类型，其中 2008—2010 年为生态超前型，2011—2017 年为经济超前型；三大系统之间具有较高

的关联度，从时间维度上看，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协调等级上看，整体从初级协调

逐步演变到中级协调；未来几年内，新疆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小幅增长的趋势，在
2021 年达到良好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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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在带动

点问题。

相关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收入等方

国内关于旅游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研

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截至 2017 年底，旅游业对

究成果较多，大部分集中在旅游与经济、旅游与生

［1］

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度，以及旅游就业人口占全国

态、经济与生态等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分析方面。

就业人口的比值均达到 10%以上。旅游产业、经济

在旅游与经济耦合研究方面，安强等［5］分析了南疆

发展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密切，其中生态

三地州贫困与旅游资源优势度在空间上的关联；杨

环境的优化是支撑旅游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另

艳等［6］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对江苏乡村旅游信息化

外，旅游产业向好加快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为旅游

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另外

产业提供更好的基础服务设施，也为生态环境保护

刘丹丽等［7］从竞争力的视角对全球 35 个贫困国家

提供资金保障。然而，旅游和经济带动相关效益的

旅游与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成因机制进行了

快速增加，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起严重的资

分析。在经济与生态环境研究方面，学者们运用耦

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从而又反向成为制约旅游

合协调模型，从生态脆弱性与贫困区［8-9］、环境污染

发展的瓶颈［2-4］。因此，在促进旅游和经济持续向好

与经济增长［10］、生态环境与城市化［11-12］等多角度进

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到

行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在旅游与生态耦合研究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地区发展的重

方面，涉及单独的省市［13］、特定的城市群［14-15］、发达

收稿日期：2019－08－14； 修订日期：2019－12－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9D01A96）；
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
培养计划（2016-QNXZ-B-18）资助
作者简介：赵胡兰（1995 －），女，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旅游信息化. E-mail：
zhaohulan17@mails.ucas.ac.cn
通迅作者：杨兆萍（1964－），女，研究员，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世界遗产研究. E-mail：
yangzp@ms.xjb.ac.cn

ChinaXiv合作期刊

赵胡兰等：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态势分析及预测

的沿海区域［16］等多个研究尺度。目前在旅游—经
济—生态三者的耦合协调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果，
周成等

运用耦合协调数学模型对全国 31 个省市

［17］

经济—旅游—生态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
探讨了各省市之间的差异；李悦铮等

、王维

［18］

分

［19］

别选取不同区域对三者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相关研
究，并利用 ArcGIS 软件模拟了其空间动态演变过
程。然而现有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文献大

部分在时间选择上集中在截面数据或短期时段，缺
乏对未来情况的分析预测，且研究区域集中在中东
部省市，经济发达且生态环境条件相对较好，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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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脆弱干旱区的研究略显不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也
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和生态脆弱区的典型代表。
十三五以来，新疆旅游产业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生
态环境负担也因此加重。本文以新疆为研究对象，
通过获取 2008—2017 年间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
态环境三类数据，分析计算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

度。并借助 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新疆未来耦

合协调情况进行预测，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旅游发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系统三类数据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测
算。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新疆维吾
尔 自 治 区 统 计 局 ，包 括 新 疆《统 计 年 鉴》
（2009—
2018）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8—

2017）等。部分数据来源于旅游部门、环境部门和

其他相关单位的官方统计结果。

2

研究方法

2. 1 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新疆整体区域的实地调研，遵循指标选取
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借鉴已有的相
关研究［20-22］，本文从 7 个准则层选取相应的 30 个指
标建立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为了消除各子系统内选取的指标所代表的
量纲和物理意义不同造成的影响，首先利用极差标
准化方法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
采用熵值法［23］进一步计算得到旅游产业、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三个系统各指标的权重（表 1）。
2. 2 各子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展策略，为推进新疆自然资源科学保护与合理利

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

用，提供参考依据。

庞大复杂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本

1

文通过线性加权法对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行

1.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测算。

U i = 1,2,3 =∑j = 1 Wi j Ri j
n

研究区概况

（1）

新疆地处欧亚腹地，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

式中：Ri j 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Wi j 为子系统 i

候，光热丰富，降水稀少，且分布不均、蒸发量大，植

第 j 项指标的权重；U1 、U 2 、U3 分别代表旅游产业系

被覆盖率低，土地荒漠化严重，是我国典型的干旱

统、经济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区和生态脆弱区。其拥有着“三山夹两盆”的特殊

U i 越大，
表示系统发展水平状况越好，
反之越差。

地形，创造了种类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也是我国

2. 3

系统耦合协调模型

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区。近年来，新疆旅游产业

耦合来自于物理学概念，用来表征各系统或各

发 展 持 续 增 长 ，从 2008—2017 年 ，入 境 旅 游 人 数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的好坏。本文涉及到旅

2008 年的 4.183×10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088×10

究，参考相关学者［24-25］的研究成果，借助物理学耦合

3.632 × 10 人 次 增 长 到 了 2.348 × 10 人 次 ，GDP 从

游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三个系统的耦合度研

元，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4.93%增长到了

协调模型，
得到耦合度公式如下：

5

6

11

12

16.74%，10 a 期间增加了 11.81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

增加 1.181 个百分点，旅游产业持续强劲发展态势
全面带动新疆宏观经济增速，已成为新疆经济快速
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1.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对

3

C=

((U

U1 × U 2 × U3

1

+ U 2 + U3／
) 3)

3

（2）

式中：C 表示耦合度，取值范围在［0，1］。耦合程度
越大，则表明系统间相关性越大，反之则越小。耦

合度的局限在于只能表示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
强弱，因此为了能够分析系统间整体的协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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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ts weight of 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developm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

目标层

指标层

准则层

旅游产业系统

旅游市场规模
旅游经济效益

权重

性质

入境旅游人数 / 人

0.030 5

正向

入境旅游消费 / 104 USD

0.031 8

正向

0.037 4

正向

0.038 2

正向

0.036 0

正向

0.036 1

正向

0.039 8

正向

0.036 4

正向

0.031 1

正向

0.027 6

正向

0.036 1

负向

0.041 7

负向

0.036 7

负向

0.024 4

正向

0.033 9

正向

国内旅游人数 / 人

国内旅游消费 / 10 元
8

旅游产业水平

旅行社总数 / 个

星级宾馆数量 / 个

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

旅游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 / %

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营业额 / 10 元
4

经济规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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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系统

限额以上住宿企业营业额 / 104 元
GDP / 10 元
8

人均 GDP / 元

第三产业产值 / 10 元
8

进出口贸易总额 / 104 USD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0 元
8

实际使用外商投资 / 104 USD

工业增加值 / 10 元
8

经济结构特征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指数 / %
全员劳动生产率 / 10 元·人
4

生态环境系统

环境污染现状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 104 t

-1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 10 m
8

3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 t
工业粉尘排放量 / t

环境治理成果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104 t

生活垃圾清运量 / 10 t
4

生活垃圾处理率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m

2

3
人均水资源量 / m·
人-1

引入了耦合协调模型。
T = U1 α + U 2 β + U3 γ
D= C×T

正向

0.037 7

正向

0.029 9

正向

0.030 8

正向

0.024 6

正向

0.037 2

正向

0.029 5

正向

0.045 3

正向

0.038 6

正向

0.029 6

正向

0.036 9

负向

0.034 3

负向

0.033 6

正向

0.018 9

正向

0.022 5

正向

性，动态变化具有随机性特点的系统建立的预测模
（3）
（4）

式中：D 表示耦合协调度；T 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型，也称 GM 模型。通过对原始随机变量进行累加、
均值处理，构建微分方程模型，对未来的数据做出
预测。

其中 α、β、γ 为待定系数且三者之和为 1。由于三

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且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

都有赖于生态环境的发展状况，参考已有的研究成
果［20，26］，故 将 三 者 分 别 设 置 为 α = 0.3 ，β = 0.3 ，
γ = 0.4 。本文借鉴廖重斌［27］对协调度的等级及其

划 分 标 准 研 究 ，将 耦 合 协 调 度 划 分 为 10 个 等 级

（表 2）。
2. 4

0.032 9

灰色预测模型 GM（1，
1）

灰色预测模型是针对层次、结构具有不确定

表2
Tab.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0.000～0.090

极度失调

0.500～0.590

勉强协调

0.100～0.190
0.200～0.290
0.300～0.390
0.400～0.490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0.600～0.690
0.700～0.790
0.800～0.890
0.900～1.000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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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原始数据列为 x（0）＝{x（0）（1），x（0）（2），…，

x（0）（n）}，进行累加后得到新序列：x（m）＝{x（m）（1），
x（m）
（2），…，x（m）
（n）（
} m=1，2，…），则 GM（1，1）模型相
应的一阶线性常系数微分方程为：

dx（1） + αx（1）= μ
dt
式中：α 表示发展系数；μ 表示灰作用量。

（5）

（2）利用 Python 软件编程求解微分方程，可得

预测模型：

图 1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的综合发展水平

μù
μ
é
X（1）
（k + 1） = êx（0）( 1 ) - ú e-αk +
α
α
ë
û
（k = 0，1，2…，n）

Fig. 1

（6）

developm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from 2008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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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 、μ 为待确定的未知参数；k 表示时间。
（3）为了验证灰色模型预测结果的可信性，需
要进行后验差检验：
F=

S2
S1

（7）

式中：S1 为原始数据列的标准差；S 2 为残差数据列

同程度的波动增长，其中经济发展系统波动最大，
由最低值 0.368 增长到了最高值 0.625，而旅游产业
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在波动增长过程中均出现了
短期较大幅度的下降状况，
具体分析如下：
旅游产业系统 U1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

的标准差。 F 为后验差比值表示按灰色预测模型
计算的估计值与实际值的接近程度，F 越小表示越
接近。
P= P

( | q( k) - -q |＜0.674 5S )

（8）

1

式中：P 为小误差频率，表示残差与残差平均值之

差小于给定值 0.674 5 S1 的频率，P 越大越好。

根据后验差比值和小误差频率可以综合评价

模型的精度（表 3）。若后验差比值 F 和小误差概率

P 均处于允许范围，即利用建立的模型对耦合协调

度的预测可行，否则需要通过分析残差序列，对公
式进行修正［28］。
表3
Tab. 3

3
3. 1

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状况。2008—2012 年，U1 由
0.392 增长到 0.503；2012—2017 年，U1 呈现“V”型波

动增长形式，2014 年出现低谷。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后，新疆的旅游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在
此阶段 U1 有所回升，
在 2017 年达到最高值 0.609。

经济发展系统 U 2 ：除 2009 年有所下降以外，在

2008—2014 年期间，U 2 呈现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
并在 2011 年开始反超 U1 和 U3 。新疆经济得到迅猛

提升得益于对口援疆政策的扶持。2015 年开始经
济增长有些波动，但指数也维持在 0.600 左右，且于

2017 年达到最大值 0.625。
预测模型精度的等级划分

Classification of prediction model accuracy
后验差比值 F

小误差频率 P

好

＜0.350

＞0.950

合格

＜0.500

＞0.800

勉强

＜0.650

＞0.700

不合格

≤0.700

≥0.650

精度等级

Xinjiang 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结果分析
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线性加权法对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

行测算，结果如图 1。总体上，三个子系统均呈现不

生态环境系统 U3 ：2008—2010 年，U3 发展较平

稳，保持在 0.480～0.510 之间。2010—2014 年，指数
出现逐步下降态势，且明显低于 U1 和 U 2 ，尤其到

2014 年，U3 仅为 0.390。在自治区政府不断加强完
善生态保护与监管机制后，2014—2017 年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改善，指数也在相应提升，到 2016 年时，U3

达到最大值 0.580。
3. 2

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利用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可以计算得出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

境的耦合度 C 和耦合协调度 D ，再结合现有的划分

标准，则可得出耦合协调等级及类型（图 2、表 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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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逼近。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新疆旅游产业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还是稳定在初级协调水
平。第二阶段为中级协调阶段（2015—2017 年）。
此阶段新疆旅游综合评价指数持续向好，经济和生
态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波动增长，在 2016 年三系统耦

合度达到最大值，并且耦合协调度也迅猛上升，在
图2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Fig. 2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among the three systems

耦合协调度

3. 3 耦合协调类型分析

从耦合协调类型来看，近 10 a 新疆旅游产业—

in Xinjiang from 2008 to 2017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可分为两种类

示）。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近十年来新疆旅游产
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均

chinaXiv:202011.00071v1

中级协调水平保持稳定发展。

达到 0.900 以上。这说明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

型：
生态超前型和经济超前型，
如表 4 所示。

其中 2008—2010 年属于生态超前型，U1 和 U 2

都远远低于 U3 ，这表明新疆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具有

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三系统之间关联度较高。

良好的状态，然而此阶段经济发展落后，新疆丰富

另一方面，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由于受到社会

的旅游资源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旅游产业、经

环境和生态环境影响，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呈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三系统仅能达到初级协调水平，

“下降—上升”循环波浪型增长趋势，但总体达到中
等较高水平。如在 2009 年，耦合协调度下降到波谷

长期来看旅游和经济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从 2011 年开始，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

值 0.647，但横观 2008—2017 年，总体耦合协调度的

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由生态超前型转向经济超前

提升到了中级。

体上都低于 U 2 ，这时期正值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召

变化，却从 0.656 增长到了 0.766，协调水平也从初级
根据耦合协调度变化，可将其划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初级协调阶段（2008—2014 年）。新
疆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在 2009 年降到最低值 0.647，

但在 2010 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后，19

型，U1 和 U3 都经历先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过程，但总
开，全国 19 省市对口援疆行动的实施大力促进了新

疆经济的发展，然而此时 U3 远远低于 U 2 和 U1 ，这
意味着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粗放式的经济

个省市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援助新

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对环境产生破坏，制约生态环境

疆的有效机制，这对新疆旅游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

的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很大的带动作用，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增长的形

3. 4 耦合协调发展预测分析

势，并在 2012 年一度达到 0.700，从初级协调向中级
表4
Tab. 4

为了进一步了解未来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及评判标准

Xinjiang 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developm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from 2008 to 2017

年份

U1

U2

U3

C

T

D

2008

0.394 6

0.395 3

0.487 6

0.995 0

0.432 0

0.655 6

2010

0.447 3

0.438 4

0.503 8

0.998 1

0.467 2

2009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0.391 7
0.462 8
0.503 3
0.460 1
0.447 4
0.497 0
0.552 2
0.608 6

0.368 0
0.528 6
0.557 9
0.603 1
0.612 2
0.593 4
0.587 5
0.624 6

0.485 8
0.462 8
0.436 5
0.396 7
0.390 4
0.460 2
0.580 1
0.543 1

0.992 8
0.998 0
0.995 0
0.984 8
0.982 0
0.994 3
0.999 6
0.998 2

0.422 2
0.482 6
0.493 0
0.477 7
0.474 0
0.511 2
0.574 0
0.587 2

U1、U2、U3 对比关系

耦合协调等级

类型划分

U3＞U2＞U1

初级协调

生态超前型

0.647 4

U3＞U1＞U2

初级协调

生态超前型

0.682 9

U3＞U1＞U2

初级协调

生态超前型

0.694 0

U2＞U3＞U1

初级协调

经济超前型

0.700 4

U2＞U1＞U3

中级协调

经济超前型

0.685 9

U2＞U1＞U3

初级协调

经济超前型

0.682 3

U2＞U1＞U3

初级协调

经济超前型

0.712 9

U2＞U1＞U3

中级协调

经济超前型

0.757 5

U2＞U3＞U1

中级协调

经济超前型

0.765 9

U2＞U1＞U3

中级协调

经济超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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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胡兰等：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态势分析及预测

本文以 2008—2017 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

势进行了分析。其结论如下：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序列作为原始数据，基于灰色

（1）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

预测模型 GM（1，1），在 Anaconda3 软件下的 Python

的增长，其中经济发展系统增幅最大，旅游产业与

3.6 编译环境中对其进行求解，计算出未来五年耦合

协调度（图 3）。

生态环境整体上有上升，但在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环
境的影响下均出现短期下降。这意味着经济的发
展与旅游、生态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
用，要实现三者的平衡，未来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不断拓展
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投融资渠道，并鼓励引导企业、
社会参与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强生态系统监测体
系建设，并定期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提高监
测能力，
实现发展与环保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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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新疆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三者
之间的耦合，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关联度，耦合协调
度在时间维度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近年来协调
能力也逐步从初级协调演变到稳定的中级协调。
图3
Fig. 3

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
协调发展预测
Forecast of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among
the three systems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运用 Python 3.6 进行计算

求解，获得α、β参数值分别为－0.006 25，0.650 75，

并利用参数求解出微分方程并获得预测模型为

（0.656+40.046 15）e0.016 25 －40.046 15。经过对模型

的后验差检验，得到 F＝0.206，P＝0.900，可知预测

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最后得出 2018—2022 年耦

合协调度分别为：0.772、0.784、0.797、0.810、0.824。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五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将保持小幅度的持续上升
趋势，在 2021 年将由原来的中级协调达到良好协
调。耦合协调度虽总体上在逐步向好发展，协调程
度有所提高，但是其演变速度还较为缓慢，要实现

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稳步优质协调
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维护社会环境的稳定，针对阻
碍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着力突破难点，以达到三系
统的互利共赢。

4

新疆旅游和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得益于“一带一
路”的政策性发展机遇，也得益于新疆天山自然遗
产的成功申遗。未来更应加大旅游产业的政府引
导和政策支持，促进旅游产业多元化发展，推动“旅
游+”多种新业态旅游产品发展壮大。大力实施旅
游扶贫工程，
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
（3）研究期间系统综合发展状态可分为生态超
前型和经济超前型，其中 2008—2010 年为生态超前
型，2011—2017 年为经济超前型。经济发展速度与

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是决定地区发展的关键，

对口援疆政策实施在总量上得到了体现，在质量上
也应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
长。应继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控制高污染高耗能
的企业，促进粗放式发展模式向集约式转变，不断
提高创新能力，
使得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根据灰色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
较高，未来五年内新疆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
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在 2021 年达到中级协调水

平。为了实现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三者之间耦合协调度的稳定上升，新疆应继续加大

结 论

力度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依靠对口援疆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

展作为新疆战略支柱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疆的
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态

的同时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并坚持以旅游业发
要引擎，
加强产业融合，
促进全区稳步发展。
目前学者针对旅游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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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研究逐步成熟起来，但针对西

证分析［J］. 应用生态学报，2016，27（8）：2614－2622.［CAO

部干旱区的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借鉴相关领域的

Shisong，WANG Yanhui，DUAN Fuzhou，et al. Coupling be-

研究成果对近年来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

tween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economic poverty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China：Empirical analysis of 714 pover-

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态势进行分析并做出了预测，

ty-stricken counties［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可以更好的了解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目

2016，
27（8）：
2614－2622.］

前的发展协调状况，并为未来制定合理的发展规

［9］ 王昭，刘建红，李同昇，等. 秦巴特困区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
的耦合关系分析——以陕西省山阳县为例［J］. 生态学报，

划、推动国家公园的科学选定和建设给予参考。但

2019，
（11）：1－9.［WANG Zhao，LIU Jianhong，LI Tongsheng，

是由于数据的有限性，对于指标的选取和空间上不

et al.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同地州的横向研究还不够深入，日后有待加强。

vulnerability and economic poverty in Qinling-Dabashan contiguous poor areas：A case study of Shanyang County in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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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coupling situation among 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developm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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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industries，tourism plays a vital role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increasing tax revenue，and promot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y heavily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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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development tends to negatively affect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is key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this paper selects 30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to establish a 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developm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dex composed of seven criteria，including the tourism market scale，economic benefits to tourism，tourism industry level，economic scale，econom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atus，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utcomes. This study also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standardize the data and further calculate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of the three systems. As a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is evaluation index，this paper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Xinjiang，China from 2008
to 2017. Subsequently，this study predict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systems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using a GM（1,1）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three systems all increase at different degrees. Among these，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increases the
most. Although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rease overall，they all decline in the short
ter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overall social environment. The effect of development on the
three sector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Xinjiang from
2008 to 2017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rom
2008 to 2010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is ecologically advanced. From 2011 to 2017，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systems. Over time，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a trend of rising volatility. Concerning coordination，
overall coordination gradually evolves from primary coordination to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The GM（1，1）
forecasting model displayed a high degree of fitting. In the next few years，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in Xinjiang will slightly increase and reach a good coordination level in 2021.
Key words：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tourism industry；economic developm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
Xinj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