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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浙江省森林公园在省域尺度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模式。【方法】以浙江省 128 个国家级和

省级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森林公园空间分布特征、均衡态势

和分布密度，结合定性分析，探讨浙江省森林公园的发展历程与旅游发展模式。【结果】①浙江省森林公园总体空间分

布特征为随机型，其中舟山市、台州市、衢州市为均匀型分布，宁波市、绍兴市为随机—离散型分布，温州市、丽水

市、湖州市、杭州市、金华市为随机型分布。②核密度结果显示：浙江省森林公园的疏密分布呈现 3 个梯次，东北部为

第 1 梯次，中部和南部为第 2 梯次，西部为第 3 梯次。③浙江省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分为探索起步期 (1982—1992 年)、

快速增长期 (1993—2001 年)、规范建设期 (2002—2010 年)、内涵提升期 (2011—2017 年) 和全面发展期 (2018 年至

今 )5 个阶段。④旅游开发分为城郊休闲型、景观游赏型、生态度假型、森林运动型和生态教育型等 5 种模式。

【结论】在多重因素制约下，浙江省森林公园在各地级市间分布不均，发展模式各异。今后浙江省森林公园的建设和旅

游发展，要在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对接森林旅游消费需求，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完善基础设施条件，

提高市场服务能力；创建特色旅游品牌，加大宣传力度。图 2 表 2 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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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of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Method] Taking 128 national forest parks and provincial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studie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equilibrium  situation  and  distribution  density  by  using  the  nearest  proximity  index,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other analysis methods, and combined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of Zhejiang forest parks. [Result] (1)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random, Zhoushan City, Taizhou City and Quzhou City are
uniformly  distributed,  Ningbo  and  Shaoxing  show  random  and  discrete  distribution,  while  We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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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ui  City,  Huzhou  City,  Hangzhou  City  and  Jinhua  City  are  randomly  distributed.  (2)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st parks is divided into three echel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nuclear d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echelons. The northeast of the country is the first tier, the

centre and south are the second tier, and the west is the third tier. (3)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are divided into 5 stages:  the initial  period of  exploration (1982−1992),  the

period  of  rapid  growth  (1993−2001),  the  period  of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2002−2010),  the  period  of

connotation improvement (2011−2017) and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2018−). (4)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modes:  suburban  leisure,

landscape tour, ecological vacation, forest sports and ecological education. [Conclusion]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among prefectural citi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patterns  are  different.  In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should, on the basis of making full use of the conditions of forest resources, actively dovetail

with  the  demand  for  forest  tourism  consumption,  optimise  the  spatial  layout  structure;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enhance the market  service  capacity;  Create  special  tourism brands and increase

publicity efforts. [Ch, 2 fig. 2 tab. 23 ref.]

Key  words: forest  park;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Zhejiang Province
 

随着森林运动、森林康养和自然教育等新业态的兴起与发展，森林旅游在旅游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

彰显。中国于 1982年建立第 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即张家界森林公园，开启了中国森林旅游业的发展征

程[1]。最初学者聚焦于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议、景观资源评价与森林植物多样性的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进

入 21世纪，森林公园的建设重点从经济效益逐步转为生态服务，研究人员开始深入探索森林旅游资源

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森林旅游产品与资源的开发，如吴章文[2] 从森林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提出了森林旅

游资源主要包含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旅游气候资源等。李世东等[3] 研究认为中国森林公园具有时间

上加速、空间分布上位移、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耦合、旅游业地位上升的发展趋势。2012年国家推进实

施生态文明战略，森林公园的研究重点随之转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游客满意度和行为特征等

方面[4]。近年来，学者开始更深层次地探究森林公园建设与森林旅游发展。如陈晓艳等[5] 采用微博签到

数据，运用经验模态法分析钟山景区不同属性的游客的节假日效应，唐笛扬等[6] 运用 Rost软件分析森林

公园的旅游形象感知要素结构特征，ZHAO等[7] 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估法探究了郊区森林公园的适

宜性特征。国内外有较多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分析事物空间分布特征的文献[8−9]，但由于空间格局影响因

素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目前国内针对森林公园的空间格局特征、时空演变过程以及旅游发展模式等方面

的深度研究仍显不足。森林公园时空分布和旅游开发模式是基于地理区位、资源赋存、文化遗存以及社

会经济状况等综合因素的现实选择，也是森林公园管理部门与旅游开发经营主体长期努力的结果。本研

究以浙江省 128个森林公园为对象，利用数理统计手段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分布规律、建设发展历程

和旅游发展模式，并提出优化发展策略，以期为浙江省森林公园建设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浙江省“七山一水二分田”，森林资源丰富。截至 2019年底，浙江省林地面积达 6.60万 km2，森林

蓄积量为 3.30亿 m3，森林覆盖率达 61.15%，共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42个，省级森林公园 86个。研究数

据、森林公园名录及相关资料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http://www.forestry.gov.cn)、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官网 (http://www.mohurd.gov.cn)、浙江省林业局官网 (http://www.zjly.gov.cn)、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官网 (http://ct.zj.gov.cn)及其他森林公园相关网站。空间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来自 1∶400万中国基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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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库，交通路网数据来源于 2016年版《中国交通地图册》[9]。 

1.2    研究方法

借助谷歌地球软件获取浙江省森林公园空间属性数据，利用 ArcGIS 10.4绘制浙江省森林公园空间

分布图，通过测算相关指标研究空间分布特征。 

1.2.1    最邻近指数    浙江省森林公园在省域尺度内的空间分布要素表现为点状，借助 ArcGIS 10.4软件

中的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工具，得到各地级市森林公园平均最邻近距离和期望最邻近距离。最邻近

指数 (INN)指的是平均最邻近距离与期望最邻近距离之比。公式[10] 为：

INN＝

N∑
i=1

min
(
dij
)
/N

0.5
√

A/N
。 （1）

式 (1)中：min(dij)为任一森林公园与其最邻近森林公园的距离 (km)，N 为浙江省森林公园总数 (个)，
A 为省域面积 (km2)。利用最邻近指数可测算出研究对象的空间偏离程度，从而判别其空间分布类型。

INN≤0.5为聚集分布，INN≥1.5为均匀分布，0.5＜INN≤0.8为聚集—随机分布，0.8＜INN＜1.2为随机分

布，1.2≤INN＜1.5则为随机—离散分布。 

1.2.2    基尼系数    利用基尼系数 (IGini)描述空间要素分布状况，可测算浙江森林公园在省域尺度上的地

理离散程度。公式[11] 为：

IGini =

J∑
i=1

Hm ln Hm

lnJ
； （2）

C = 1－IGini。 （3）

式 (2)~(3)中：Hm 为森林公园在各地级市数目占总省森林公园数目的百分比，J 为浙江省地级市总个数

(个)，C 为分布均衡度。当 0＜IGini＜1时，取值越大，表明森林公园分布的非均衡性越大，地理凝聚程

度越高。当 IGini＜0.2为分布绝对平均，0.2≤IGini＜0.3属分布比较平均，0.3≤IGini＜0.4时属分布相对合

理，0.4≤IGini＜0.5属于分布比较集中，而 IGini≥0.5时属于分布非常集中。 

1.2.3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可以用来测算浙江省森林公园空间分布的集中化程度。公式[12] 为：

G =

√√ n∑
i=1

(xi/N)2×100。 （4）

式 (4)中：G 为地理集中指数，xi 为第 i 个区域的森林公园数量。0＜G＜100时，G 越接近 100，说明森

林公园的空间分布越集中，反之则越分散。 

1.2.4    核密度指数    核密度指数可描述森林公园在整个省域范围内的要素聚散特征。公式[12] 为：

f (x) =
1

nh

n∑
i=1

K
( x−Xi

h

)
。 （5）

x

n

式 (5)中：f(x)为第 x 个点状森林公园的核密度估计值；(x−Xi)为要素点 至森林公园 Xi 的距离，h 为带

宽，通常＞0；K[(x−Xi)/h]为核函数； 为设置的所有观测点的数量。f(x)越大，说明此处森林公园分布

的密度越大。 

2    结果与分析
 

2.1    森林公园区域分布特征

由表 1可见：按照行政区域来看，各地市森林公园的分布极不均衡，总数最多的为杭州 (22个)，最

少的为嘉兴 (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最多的为杭州 (9个)，最少的为舟山 (0个)；省级森林公园最多的为

温州 (19个)，最少的为嘉兴 (0个)。
利用公式 (1)计算浙江省各地级市的森林公园 (除仅有 1个森林公园的嘉兴市之外)的最邻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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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浙江省森林公园各地级市分布差异较

大，整体上呈现随机型的分布态势。其中舟山、台

州、衢州为均匀型分布，宁波、绍兴为随机—离散

型分布，其他地区为随机型分布。舟山最邻近指数

值最大，说明分布最为均匀，湖州最小，说明分布

最为随机。对于旅游需求而言，区域之间消费需求

的多样性及层次在一定程度呈现逐渐趋同的趋势，

森林旅游消费需求的区域不平衡性逐步缩小，森林

公园布局区域间均衡，有利于满足各个地区对森林

生态产品与旅游消费的需求。总体来说浙江省森林

公园的区域分布格局较为合理，能够较好地回应区

域森林资源保护的要求和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需求。 

2.2    森林公园分布均衡性 

2.2.1    空间集中程度     利用式 (2)计算浙江省森林

公园空间集中程度，得到基尼系数为 0.92，分布均

衡度为 0.08，表明浙江省森林公园总体趋向于不平

衡的发展态势，区域内分布集聚度很高。根据式

(4)计算可知：浙江省森林公园地理集中指数 (G)为
34.52。当森林公园均匀分布时，地理集中指数

(G′)为 30.15，G＞G′，说明浙江省森林公园整体上

呈现集聚分布的趋势，全省森林公园之间联系密

切，形成了空间集聚发展的格局特征。 

2.2.2    核密度分析    由图 1可知：不同地域森林公

园核密度值分布状况差异显著，总体呈现“东部

多，西部少”的半包圆型分布特征。按照核密度的

高低大致可以分为 3个梯次：第 1梯次包括东部的

宁波和绍兴，北部的杭州，南部的丽水和温州等

地；第 2梯次为北部的湖州、中部金华的北部、南

部的温州和东部的台州；第 3梯次为丽水中部、金华中部和衢州。国家级森林公园主要集中在杭州、宁

波、绍兴、衢州、台州等地，呈地势型聚集分布，中部地区如金华盆地，森林公园数量较少；省级森林

公园呈现带状延伸、片状聚集的特征，较多分布在杭州、宁波和衢州等地。

根据地形地貌特点将浙江省分为平原区 (海拔 0~200 m)、丘陵区 (海拔 200~500 m)和山地区 (海拔

500~2 000 m)，由图 2可知：浙江省森林公园大多数位于平原区 (66个)，其次是丘陵区 (34个)，山地区

最少，仅有 28个，说明地形山势对森林公园的空间布局影响显著。浙江省全境有浙南山地、浙东丘

陵、浙西天目山脉等高山地区，受地形、地势等自然条件制约，森林公园的开发和经营活动受到影响，

是丘陵区和山地区森林公园的数量少于平原区的原因。 

2.3    浙江省森林公园建设发展进程

按照国家政策引领、建设推进进程和工作重点，浙江省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进程可划分为 5个阶

段[9, 11, 13]。探索起步期 (1982—1992年)。该阶段试图建立以国家森林公园为载体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

从而推进森林资源的保护性利用工作。1982年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工作启动，浙江省建立了第 1个森林公

园 (宁波天童森林公园)，1990年建立第 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省森林公园

管理办公室成立，从宏观上加强对全省森林公园的管理；至此全省共有宁波天童、淳安千岛湖、舟山普

陀山、乐清雁荡山、诸暨五泄等 5处森林公园。这一阶段，森林公园建设刚刚起步，开启了“砍树”经

济向“护树”管理转型的尝试型探索，采取边筹建、边开发、边接待游客方式，森林公园建设与森林生

 

表 1    浙江省森林公园数量分布状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Province　　　　　　

地级市
森林公园/个

地级市
森林公园/个

国家级 省级 总数 国家级 省级 总数

舟山 0 2 2 丽水 5 9 14
宁波 4 11 15 湖州 2 4 6

绍兴 5 11 16 杭州 9 13 22

温州 5 14 19 嘉兴 1 0 1

台州 4 8 12 金华 2 12 14

衢州 5 2 7 合计 42 86 128

 

表 2    浙江省各地级市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类型
Table 2    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forest  parks  at  different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地级市
平均最邻

近距离/km
期望最邻

近距离/km
INN Z P

空间结构

类型

舟山 25.762 13.416 1.920 2.489 0.013 均匀型　　　

宁波 16.353 13.171 1.242 1.729 0.084 随机—离散型

绍兴 14.463 11.358 1.273 2.092 0.036 随机—离散型

温州 14.376 12.945 1.111 0.897 0.369 随机型　　　

台州 26.336 14.625 1.801 5.081 0.001 均匀型　　　

衢州 31.880 19.197 1.661 3.095 0.002 均匀型　　　

丽水 20.888 18.983 1.100 0.665 0.506 随机型　　　

湖州 14.683 17.059 0.861 0.596 0.551 随机型　　　

杭州 14.671 14.056 1.044 0.384 0.701 随机型　　　

金华 15.653 13.978 1.120 0.858 0.391 随机型　　　

整体 15.903 14.355 1.108 2.334 0.019 随机型　　　

　　说明：Z表示样本均值偏离整体均值的方差倍数；Z、P大

　　　　　于0表明结果显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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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服务逐渐展开。

快速增长期 (1993—2001年)。这一阶段在延续探索起步期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运动和国

内生态保护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加快划定森林资源保护区建设森林公园的步伐。1993年，《森林公园总

体规划工作意见》和《浙江省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要点》发布，1994年《森林公园管理方法》颁布，

1996年《森林公园总体设计规划》颁布，2001年森林公园建设被纳入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事业范畴。这

一阶段森林公园数量急剧增加，森林公园建设呈现出“圈地式”发展态势。至 2001年底，浙江省共有

省级及以上森林公园 68个，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17个。在此期间，森林公园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同时

也暴露出规范监管不严、建设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

规范建设期 (2002—2010年)。这一阶段森林公园的建设重点从数量扩增转向数量增长与管理质量提

升并重，注重森林生态功能保护与产业经济发展的结合，森林公园管理机构转型、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得到了重视，针对浙江森林风景资源的特点和森林旅游快速发展的现状，2004年 11月《浙江省森林公园

建设与发展总体规划》出台。到 2010年，全省省级以上森林公园总数达 107个，其中国家森林公园

17个，形成了浙东海天佛国、浙西钱江溯源、浙南奇山秀水和浙江竹乡等特色森林旅游线路。

内涵提升期 (2011—2017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从保护为主转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并重。

2011年 “森林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成立，明确了森林公园要以保护为重心的发展管理目标。国家

《“十二五”林业发展规划》指出，要深化改革加强林业产业化建设，全面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导地位的

战略模式。这一阶段，森林公园数量增加的趋势放缓，森林生态建设和多元化利用得到重视，以“美丽

林相”建设、“林下经济”发展和森林康养旅游为三大方向，浙江省森林公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得到

快速发展。至 2017年年底，浙江省共有省级及以上森林公园 123个，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41个；形成

以千岛湖、富春江等森林公园为主，以江湖山水为特色的浙西森林旅游区块；以宁波天童、舟山普陀

山，绍兴兰亭等森林公园为主，以佛教人文为特色的浙东森林旅游区块；以雁荡山、玉苍山、括苍山等

森林公园为主，以奇峰异石瀑布为特色的浙南森林旅游区块；以安吉竹乡、平湖九龙山森林公园为主，

以森林修竹为特色的浙北森林旅游区块。

全面发展期 (2018年至今 )。自 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

此对森林公园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0年 7月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明确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科学论证，可以合理

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森林公园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

新阶段。截止 2019年底，全省省级以上森林公园经营面积为 36.34万 km2，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42个，

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已创建或参与创建 3A级以上旅游景区 72个， 5A级旅游景区 8个。浙江森林公园已

成为老百姓休闲旅游、健康养生、陶冶性情的最佳目的地。2019年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共接待国内外游

客 7 508.51万人次，旅游收入 296.53亿元，与 2015年相比，分别增加 23.1%、44.4%。在全省已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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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江省森林公园的核密度
Figure 1    Nucleus density map of forest parks i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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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省地形地貌与森林公园耦合图
Figure 2    Coupled topography and forest park map of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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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国家森林康养基地、5个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国家重点建设基地、18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和 104个

森林氧吧中，森林公园分别占了 2、4、12和 41个。 

3    森林旅游发展模式分析

森林公园以其绿水青山和人文底蕴，一直是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经济社会发展极度

活跃和旅游消费极为强劲的长三角地区，浙江的森林旅游发展日益繁荣且后劲十足。在各级政府政策扶

持和积极推动下，浙江森林公园的旅游发展呈现出城郊休闲、风景游赏、生态度假、森林运动和生态教

育等多元化的特色模式，并涌现出了一批典型样板。 

3.1    城郊休闲型

城郊休闲型森林休闲公园位于城市近郊，方便城市游客周末出行，承载当地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的

日常休闲健身、风光游赏、生态体验、自然教育等功能，展示当地的生态建设成果、历史文化底蕴和居

民生活图景，促进森林公园的旅游发展和可持续利用[7, 14−15]。一般为政府主导进行规划建设和开发管

理，免费对社会公众开放，具有城市居民生态休闲公园的属性。城郊休闲型森林公园具有客源较为稳

定、游客重游率高等特点，在完善建设周边交通设施的前提下，适宜开发运动健身类、休闲疗养类等项

目，为当地居民提供野营度假和户外娱乐的自然空间。也可与当地中小学合作开展研学活动，如开展科

普基地、野外考察、写生摄影、生态展馆等教育展示活动，起到认知学习和科普宣传的目的。如丽水白

云国家森林公园是较为典型城郊休闲型景区，是丽水市离中心城市最近的天然次生阔叶林区，兼有怪

石、幽林、秀水等自然景观和寺庙、道观等人文景观为一体，是丽水市天然生态屏障和市民生态花

园[7, 14−16]。该森林公园按照城郊休闲发展模式的内涵建设要求，积极通过森林植被林相景观改造、整修

生态步道、新增康养绿道、增加康养活动平台、增添自然教育教室和植入当地人文特色等建设途径，取

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先后获得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第 1批)等荣誉称号，夏季每天访客量超过 2万人次[17]。 

3.2    风景游赏型

风景游赏型森林旅游景区一般以森林植被、地形地貌和山水风光见长，具有较高的资源独特性和市

场旅游吸引力，引入相关经营主体开发为独立运作的森林旅游景区。业态上较为接近传统意义上的旅游

景区，主要以景观林相、飞瀑流泉、象形山石和人文典故等作为核心卖点，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出

于森林植被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考虑，景区内部一般设立餐饮、住宿空间，较多依赖门票经济。

丽水南尖岩景区是典型的风景游赏型发展模式，位于丽水市遂昌县王村口镇，距离遂昌县城约 50 km，

是以遂昌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生态和森林风光特色为依托开发的重要景区之一[18]。该景区以自然山水风

光和森林生态见长，融景区云海梯田、奇峰异石、溪流瀑布、竹海、云端玻璃桥和索桥等景观要素为一

体，包含 30多个景点，被评为“国家一级摄影基地”，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3.3    生态度假型

生态度假型森林康养基地大多以森林公园核心区外围为发展空间，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森林风光

基础，结合森林人家、乡村民宿和主题酒店等业态集聚而形成的森林康养度假区域[19]。以生态养生住宿

产品为核心，整合森林休闲、林间运动、森林美食和高端运动等产品，打造不同档次的森林度假产品，

满足多元化的旅游度假消费需求，形成森林旅游度假综合体。例如德清依托莫干山国家森林公园，形成

了裸心堡、西溪花间堂、西坡山乡、大乐之野等高端民宿集聚区，成为生态度假型发展模式的典型案

例。其民宿风格设有复古华丽的欧式建筑、含蓄秀美的新中式建筑、简约素雅的日式建筑等，别具一格

的民宿为莫干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民宿品牌的示范效应，也带动了农家乐的转型升级和高端主题

酒店的进入，同时拉动山地马拉松、山花观赏节等节事活动的兴盛，推动了森林生态度假业态集聚区的形成。 

3.4    森林运动型

森林公园中良好的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地质地貌和丰富的水体景观，是开展森林休闲运动、户外慢

行运动和体育运动赛事的良好载体[20]。积极引入开发主体，通过建设开发森林步道、峡谷漂流、攀岩速

降、定向越野、山地马拉松、滑雪滑草、体育赛事等森林运动项目，打造森林休闲运动小镇。灵鹫山国

家森林运动小镇是森林运动型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浙江省内唯一的森林运动小镇[21]。按照森林运动

养生旅游景区内涵，积极发展森林山地运动、森林生态休闲、森林乡村民宿度假和主题运动赛事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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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先后获得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2017年)和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第
1批)(2020年)等荣誉称号。 

3.5    生态教育型

森林公园中多样性丰富的物种、生态、地质、气象等资源特色，是开展森林生态体验、森林科普和

自然教育的天然载体[22]。可以大中小学生为主体目标客源定位，通过策划设计科普考察、野外探险、环

境识别、标本制作、植物染研修等课程体系和建设开发生态博物馆、天文观测站、大自然教室、户外营

地等服务设施，打造森林科普、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与一体的森林生态教育基地。位于杭州天目山的

“大地之野”自然学校，是集国际游学、国内研学、营地教育为一体的自然教育基地。先后获得省级首

批研学基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教育基地”、“中国林学会自然学校 (基地)”等称号，成为国内

自然教育的知名品牌。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浙江省森林公园总体空间分布特征为随机型，其中舟山市、台州市、衢州市为均匀型分布，宁波

市、绍兴市为随机—离散型分布，温州市、丽水市、湖州市、杭州市和金华市为随机型分布。国家级森

林公园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绍兴、衢州、台州等地，呈地势型聚集分布状态，省级森林公园呈现带

状延伸、片状聚集的特征，较多分布在杭州、宁波和衢州等地。

浙江省森林公园的空间集聚态分为 3个梯次，第 1梯次分布最为集中，包括东部的宁波、绍兴，北

部的杭州和部分南部地区；第 2梯次为北部的湖州、中部的金华、南部的温州和东部的台州；第 3梯次

为丽水中部、金华中部和衢州等地。

浙江省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分为探索起步期、快速增长期、规范建设期、内涵提升期和全面发展期

等 5个阶段；森林旅游开发呈现出城郊休闲型、风景游赏型、生态度假型、森林运动型和生态教育型等

5种模式。 

4.2    发展建议

森林公园的建设与旅游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森林公园建设既受森林资源本底的约束，也受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旅游开发还受到旅游消费需求驱动和交通条件限制。森林公园是森林资源保护的

手段和载体，森林旅游开发是森林公园保护性利用的重要途径，在森林公园旅游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不同

内涵特征的发展模式。为有效促进森林公园建设和森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①优化空间分布格局，满足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需要。目前全省森林公园空间分布尚不均衡，集中

程度也不高，各地级市应完善森林公园申报制度，根据森林资源的发展状况和旅游市场的需求，进一步

优化全省森林公园的发展格局。对于密集地区如宁波、绍兴和杭州等地，应以满足周边居民假日出行旅

游为主，优化周边配套服务设施，推动环城森林游憩带的形成。对于中间地区如湖州、温州、台州来

说，应联合打造森林公园聚落，发挥聚集效应，彰显自身特色，提升区域内整体发展水平。对于稀疏地

区如丽水、金华、衢州而言，应结合自然优势，引导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建设森林公园，创新构建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旅游业态和发展模式，全力打造“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转换的实现路径。

②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森林旅游市场服务能力。距离衰减规律认为，游客出行会受到两地距

离、交通区位、旅游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可以提升森林公园的可达性与吸引力，拓展

客源市场的吸引半径，促进森林旅游资源向交通要道集聚。要注重开发森林公园周边相对应的交通设

施，开通各大森林景区至城乡主干道的直达交通，优化交通网络节点，链接交通网络格局，缩短游客往

返时间。建立完整的供电供水通信设施，设立安全防护、科学防灾、医疗救助区域，并科学设置森林休

闲与旅游项目[23]，改进提升森林公园游玩路线与空间结构，形成城市中心—城市近郊—城市远郊的合理

空间布局。

③创建特色旅游品牌，对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森林旅游发展需求。积极对接国家生态文明、美丽

中国、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等重大发展战略，科学编制森林公园建设和旅游发展规划，将本地具有生态

特色的风景风貌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康养度假、中医草药、休闲运动等项目有机结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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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鲜明的森林康养、生态研学、康养度假、森林运动等森林旅游活动，完善森林旅游发展特色模式的

内涵。此外，需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公司等合作，利用社交网络媒体、新闻网站、旅游网站、标识牌

等方式扩大森林旅游宣传力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森林旅游宣传推广体系，打造具有独特生命力、

富有文化底蕴的浙江省森林旅游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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