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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使用价值评估的 ZTCM 和 TCIA 方法比较
———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

董 天 郑 华 肖 燚 欧阳志云
*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摘 要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 ZTCM) 和旅行费用区间模型( TCIA) 是两种常用的旅游资源使
用价值评估方法，但两种模型因构建的出发点不同而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比较两种方
法的评估结果对于准确评估旅游资源使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应用 ZTCM
和 TCIA 对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使用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基于 ZTCM，研究区的景
观使用价值为 162．36 亿元; 基于 TCIA，景观使用价值为 37．32 亿元．与 ZTCM 相比，TCIA 对追
加费用和旅游人数的拟合度更高．对于同一出发地旅行费用差异较大的样本，TCIA 可以有效
改进 ZTCM 假设同一出发地平均消费一致的前提，研究结果更符合实际，更适合准确评估旅
游资源的使用价值．

关键词 游憩价值; 支付意愿; 旅行费用法;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 旅行费用区间模型; 北京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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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zonal travel cost model ( ZTCM) and 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 ( TCIA) are two
commonly used tourism resources valuation methods． However，the two models may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because of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Comparing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method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tourism resource use value． In this study，Beijing
Olympic Forest Park was used to study the use value of this scenic spot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and ZTCM and TCI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ndscape use value was 16．236 and 3．732 billion
yuan by using ZTCM and TCIA，respectively． The fitness of the additional cost and tourist number
by TCIA was higher than that by ZTCM． TCIA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ZTCM assumption in
the same departure place for the sample of travel expenses that varied greatly at the same place of
departure． The results were more realistic and more suitable for the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use
value of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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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对旅游资源这一

稀缺性资源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学者们尝试从多

角度研究和探索旅游资源所产生的效益［1－4］．目前，

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方法有条件价值法 ( contingent
valuation model，CVM) ［3－6］、旅行费用法( travel cost

model，TCM ) ［7－10］、享 乐 价 格 模 型 ( hedonic price
modelling，HPM ) ［11］、选 择 模 型 ( choice modelling，

CM) ［12］等，其中，旅行费用法得到了广泛应用［7－10］．
旅行费用法是基于旅游人数和旅行费用这两个变量

之间的关系，来建立旅行需求函数［13－16］．该方法是

对实际发生的旅行行为进行分析，随着旅行距离的

增加，如果旅行费用变得越来越昂贵，可以证明随着

旅行费用的增加导致旅行需求下降［15－16］．在评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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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值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主要难题，休闲旅游是

一个典型的不均匀的商品，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市场

商品，不具备可观察的价格，旅行费用本质上是主观

的，不可通过观测得到［15－16］．因此，需要用旅行费用

来估计不可观测得到的旅行价格．
Englin 等［17］认为，旅行费用变量因为个体差异

产生的误差是不容忽视的，提出以距离、旅行时间、
时间机会成本( 每小时工资) 作为指标来构建旅行

费用模型，该模型还给出了每英里成本的参考值．
Common 等［18］认为，个体差异会导致评估结果出现

偏差．目前，常用的旅行费用模型有两类: 个体旅行

费用法( individual travel cost model，ITCM) ［19－20］ 和

分 区 旅 行 费 用 模 型 ( zonal travel cost model，
ZTCM) ［20－21］．前者以每年访问量作为因变量［19－20］，

适合客源较集中的景点［14］; 后者适用于游览次数不

频繁、从较远区域来的游客［20－21］．本研究的游客部

分来自较远省市，年游览量仅一两次，更适合采用分

区旅行费用模型．Zhang 等［22］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人

旅游支出与收入高度相关．分区旅行费用模型假设

距离景点越远的游客来源地的游客花费越高，以游

客来源地作为分区原则．理论假设前提是同一来源

地的游客旅行花费相似，每个游客来源地划分为一

个小区，各小区内的游客时间成本、直接花费的差异

性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将区域内的平均旅行成本乘

以区 域 内 总 旅 游 人 数 得 到 旅 游 地 总 价 值［12－13］．
ZTCM［15－16］和 TCIA［23－25］均为评估旅游资源使用价

值的常用方法，但两种方法原理不同，导致评估结果

产生明显差异．
本研究借助问卷调查，分别采用 ZTCM［15－16］方

法和 TCIA［23－25］方法，评估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旅游资源的使用价值，明确了两种方法对旅游资

源使用价值评估的差异，并分析产生不同评估结果

的原因，提出准确评估旅游资源使用价值的合适

方法．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北京 奥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园 ( 40° 01' 3． 00″ N、
116°23'2．98″ E)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五环林萃路，

占地总面积约 680 hm2，水域面积约 122 hm2．该公园

采用“复合垂直人工湿地技术”，以满足湿地与湿地

外景区高程衔接的要求．湿地内观测到 44 种植物、
32 种动物、10 种水鸟、24 种微生物［14］．在 2008 年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 年残奥会举办期间，北

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承担了向世界展示北京生态城

市内涵的责任，是北京市民平时旅游休憩的休闲娱

乐重要场所．2013 年，奥林匹克公园被国家旅游局授

予“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称号．北京奥林匹克森林

公园不仅吸引了北京市的游客，还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游客，从游客的空间分布上具有典型性，可用于探

讨此类型开放式公园的研究方法应用与比较．由于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不收门票，其景观价值容易

被低估，因此，对这一地理区位具有典型性、经营方

式具有特色性的公园进行研究，更具有科研的价值

和意义．
1. 2 问卷设计

问卷由 2 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游客的基

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来源地;

第二部分是游客的游憩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旅行

时间、旅行方式、旅行次数、旅行目的、旅行花费等．
本研究通过当面访问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

要是游客，于 2014 年 7 月，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内随机向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 200 份，有

效回收 199 份，问卷有效率达 99．5%．与同类研究相

比，样本大小选择合理，调查对象代表性强，问卷有

效率高．样本来自 14 个省，具有使用分区域模型的

基础; 其中，北京地区的游客占 84%，具有本地游客

较集中的特点; 同一地区消费者花费差异较大，具有

按消费者花费分区的基础．通过文献查阅的方式，得

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年旅游人数约 250 万［14］．来北

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人均消费区间为［77． 74，

218．58］的置信度为 95%，样本的平均抽样误差为

35．6%．
1. 3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 ZTCM)

旅行费用法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方法，其目的是

使用相关市场的消费行为来对休闲场所的景观价值

进行评估［19，26］．旅行费用法利用旅行费用、旅游频

率、离景点的距离的关系来估计景点的使用价值［8］．
假设旅行费用代表游客的旅行意愿，作为一个替代

价格［8，19，26］，这些费用包括旅行费用、门票费、旅游

景点花费、租用设备费用、食宿费用等．该方法假设

旅游景点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弱互补性．这意味着，

当消费支出下降到零，去旅游景点游玩的边际效用

为零，即在一定时间内消费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或

服务所带来的新增效用为零，因此可以用消费支出

来代表景点的景观价值［19，26］．该方法已被广泛接受，

已用来评估非市场价值的众多案例［19，27］．常用的旅

行费用模型有两种: 1) 个人旅行费用模型，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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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是一个景点的个人游客每年的旅行次数( 或每

个季节) ［19］; 2)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依赖的变量是一

个特定区域或区域的人口数量的旅行．前者更适合

本地游客经常访问的景点，后者更合适不频繁游览

的景点以及旅客从远处到来进行游览的景点［19］．本
文采用后者进行研究． 消费者支出由时间机会成

本［28－31］和实际直接消费［8］两部分构成，直接消费包

括交通成本［8］、住宿成本［8］、纪念品土特产花费［8］、
餐饮费和景点门票等［8］消费．消费者剩余指消费者

实际支付的产品和服务价值与消费者愿意和能够支

付的产品服务价值之差，常用于衡量消费者的净收

益［1］．通过泊松回归或者负二项回归等模型，可以计

算得到每人每次旅行的消费者剩余［22］．
利用分区旅行费用模型，计算景点的使用价值，

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1. 3. 1 计算消费者支出 消费者支出( CC) 的计算

公式如下:

CC=TC+SC ( 1)

TC=TIM×IN ( 2)

IN=MI( 3×30×24) ( 3)

SC=TＲ+OC+PC+EC ( 4)

式中: CC 为消费者支出; TC 为时间成本［28－31］; SC
为直接花费［8］; TIM 为旅行时间( h) ; IN 为收入; MI
为月收入，参考已有研究，以每小时平均收入的 1 /3
作为收入［1］; TＲ 为交通费用( 包括油费、过路费、停
车费，飞机费、火车费、地铁费、公交费等) ; OC 为餐

饮住宿费; PC 为购物费( 包括购买纪念品、土特产

等的费用) ; EC 为租船等其他费用［8］．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通过收集不同距离的游客

( 分区域) 和这些区域往返景点旅行费用信息，以空

间距离对样本进行分区．通过对分区后的小区旅游

率( y) 与消费者支出( x) 进行回归分析，建立游憩需

求曲线［12］．本研究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y = 0． 010 +
0．0000005282x( Ｒ = 0．998，Ｒ2 = 0．997，F = 3653．219，

Sig． = 0．000) ．根据该回归模型，计算得到各小区旅

游率( y) ．在此基础上估计每个小区来该景点的实际

旅游人数( AT) ，计算公式如下:

AT=ANT×y ( 5)

式中: ANT 为景点年旅游人数; y 为各小区旅游率．
每个小区的总时间成本( TTC) 、小区总直接花

费( TSC) 的计算公式如下:

TTC=AT×ATC ( 6)

TSC=AT×ASC ( 7)

式中: AT 为每个小区来该景点的实际旅游人数;

ATC 为小区平均时间成本; ASC 为小区平均直接

花费．
小区总消费者支出( TCC) 为 TTC 与 TSC 之和．

1. 3. 2 计算消费者剩余 对游憩需求曲线进行积

分，得到消费者剩余［22］．

CS = ∫
P( m)

0
f( x) dx ( 8)

式中: CS 为消费者剩余; P( m) 为景区游客率为零时

的追加消费支出; f( x) 为消费支出与旅游率的函数

关系式; x 为消费支出．
1. 3. 3 计算景点使用价值 景点使用价值的计算公

式如下:

UV=CC+CS ( 9)

式中: UV 为使用价值; CC 为消费者支出; CS 为消费

者剩余［8］．
1. 4 旅行费用区间模型( TCIA)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存在以下不足: 1) 分区旅行

费用模型假设离景点的距离越远旅行消费越高，游

客旅行频率下降［12－13］．有研究表明，游客对非市场

的环境产品或者服务的偏好是变化的［8］，实际游客

旅行频率与距离景点的距离、收入、年龄等多种驱动

因素［8］相关，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偏好．此外，还可能

受到由现场调查取样带来的数据分层的影响［35］．2)

通过分区旅行费用模型建立游憩需求曲线的方法，

需要根据分区的消费者支出与小区旅游率建立回归

模型［8，12，33］，该模型在遇到小区内游客的旅行费用

差异较大时，无法合理模拟实际消费者支出．3) 如果

小区内消费者支出差异显著，则根据游憩需求曲线

计算得到的小区旅游率［8，12，33］与实际小区旅游率有

所差异．
模型改进的依据: 1) 通过调查证实，游客对景

点地理环境、自然特征、游憩体验、景观质量等游憩

需求的理性偏好具有异质性［34－40］．旅行费用模型的

研究目的是依据实际旅行消费行为来估计景点的旅

行价值，避开了用距离景点的距离这一单因子估计

景点的旅游率，TCIA 模型是对实际旅行消费行为进

行模拟．2) TCIA 是用模型建立游憩需求曲线［8，12，33］，

该方法符合相关经济学原理．3) TCIA 对各小区旅游

率的评估［8，12，33］合理运用了相关统计学方法．
TCIA 模型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改进: 1) 根据调

查问卷的样本统计数据，依据样本旅游费用的特点，

将样本分为 1 ～ 10、11 ～ 20、21 ～ 30、31 ～ 40、41 ～ 50、
51～60、61～100、101～200、201～1000、1001～3000 元

10 个分区．2)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剔除离群值，建立

70628 期 董 天等: 旅游资源使用价值评估的 ZTCM 和 TCIA 方法比较———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



游憩需求曲线，消费者支出( x) 与旅游率( y) 的幂函

数回归模型为 lny= 0．001－0．424lnx ( Ｒ = 0．988，Ｒ2 =
0．977，F= 209．249，Sig． = 0．000) ．3) 根据游憩需求曲

线计算得到各小区旅游率( y) ，更符合实际旅行消

费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旅游资源使用价值评估

由表 1 可知，基于分区旅行费用模型( ZTCM)

计 算 得 到 各 小 区 总 时 间 成 本 ( TTC ) 合 计 为

169831．12万元，各小区的总消费者支出( TCC) 合计

为 1609321．02 万元，各小区间的消费者支出差别巨

大．通过分析样本发现: 各小区内部样本差异较大．
由图 1 可知，基于旅行费用区间模型( TCIA) 计

表 1 基于分区旅行费用法的消费者支出
Table 1 Consumer expenditure based on the zonal travel
cost model ( ×104 yuan)

客源地
Tourist source

小区总时间
成本 TTC

小区总直接
花费 TSC

小区总消费
者支出 TCC

天津 Tianjin 0．02 5．23 5．25
江西 Jiangxi 0．18 35．44 35．62
河南 Henan 0．26 73．05 73．31
浙江 Zhejiang 0．04 76．18 76．22
福建 Fujian 0．06 76．57 76．63
新疆 Xinjiang 0．06 120．32 120．38
江苏 Jiangsu 0．59 242．18 242．77
山西 Shanxi 0．24 259．93 260．17
湖北 Hubei 1．60 3316．11 3317．71
河北 Hebei 2．66 4385．74 4388．40
安徽 Anhui 9．00 6776．43 6785．43
辽宁 Liaoning 4．58 9915．80 9920．38
山东 Shandong 33．42 13182．51 13215．93
北京 Beijing 169778．41 1401024．4 1570802．81
合计 Total 169831．12 1439489．9 1609321．02

图 1 基于旅行费用区间模型的消费者支出
Fig．1 Consumer expenditure based on the 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
Ⅰ: 1～10; Ⅱ: 11～20; Ⅲ: 21～30; Ⅳ: 31～40; Ⅴ: 41～50; Ⅵ: 51～60;

Ⅶ: 61～100; Ⅷ: 101～200; Ⅸ: 201～1000; Ⅹ: 1001～3000．

算得到 TTC 合计为 110839．59 万元，各小区的总直接

花费( TSC) 合计为 248120．79 万元，由于该方法是基

于旅行费用进行分区，各小区间的消费者支出差别较

小．通过分析样本发现，各小区内部样本差异较小．
根据问卷得到的追加费用( x) 和实际旅游人数

( y) ，建立 Logarithmic 对数函数回归模型:

y= 203．964－48．115lnx ( Ｒ = 0．970，Ｒ2 = 0．941，

F= 112．143，Sig． = 0．000)

通过模拟的回归模型可以算出，当追加费用为

69．31 元时，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旅游人数为

0，说明当追加费用为 70 元时，将没有游客去北京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游玩．因此，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的消费者剩余为 CS = ∫
70

0
( 203．964 － 48．115lnx) dx =

1．43 亿元．
2. 2 基于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比较

使用分区旅行费用模型( ZTCM) 和旅行费用区

间模型( TCIA) 的 2014 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景

观使用价值分别为 162．36 和 37．32 亿元．其中，使用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的直接花费为 143．95 亿元，占总

价值的 88．7%，时间成本为 16．98 亿元，占总价值的

10．5%，消费者剩余仅占总价值的 0．9%．使用旅行费

用区间模型的直接花费为 24．81 亿元，占总价值的

66．5%，时间成本为 11．08 亿元，占总价值的 29．7%，

消费者剩余仅占总价值的 3．8%．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均显示: 直接花费占该景

区使用价值比重最大．该景区地处市中心，交通便

利，游客交通方便，又属于开放式免费公园，周围还

有鸟巢、水立方等其他景点可以顺便游览，游客在此

游玩的时间较短，大部分游客只在该景区逗留几小

时或者一天，因此时间成本不是此景点的主要使用

价值．景点的消费者剩余主要是游客能接受的最高

消费与目前实际消费的差额，本研究通过问卷设计

直接询问游客如果该景区收取门票能接受的最高价

格，从而计算得到消费者剩余．
两种模型在评估直接花费时的显著差异，表明

仅考虑客源地来评估旅行费用可能过高估计实际旅

行产生的直接花费，从而导致对景点使用价值的高

估; 由于该景点游客逗留时间较短，两种方法对于时

间成本的评估结果差异不明显．评估结果表明: 大部

分游客来自北京地区，虽然该景点属于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但对于外省市游客吸引力仍然较小，应加

大宣传力度，以助于拓宽国内外旅游市场、增加旅游

人数和旅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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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与旅行费用区间模型的评估结果

比较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zonal
travel cost model and the travel cost interval model．

3 讨 论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 ZTCM) ［15－16］方法和旅行费

用区间模型( TCIA) 方法［23－25］均属于区域旅行费用

法，在旅游资源使用价值评估领域均有采用．
旅行费用区间模型具有以下优势: 首先，分区旅

行费用模型的理论假设是同一个分区的游客旅行费

用是相似的，而实际上来自同一分区的游客由于样

本的收入水平、旅行时间、旅行频率、交通方式、饮

食、住宿等条件的不同，导致同一区域的游客实际旅

行费用具有巨大差异．改进后的方法有效避免和减

少了实际调查过程中因为同一旅行来源地游客的旅

行费用差异较大，导致使用传统的分区旅行费用模

型评估出现的评估结果误差，克服了分区旅行费用

法由空间距离进行分区导致的旅游价值评估误差这

一难题．其次，与分区旅行费用模型相比，旅行费用

区间模型对追加费用和旅游人数的拟合度更高．最
后，对于同一出发地旅行费用差异较大的样本，旅行

费用区间模型可以有效改进分区旅行费用模型假设

同一出发地平均消费一致的前提，旅行费用区间模

型根据实际问卷的结果进行分区更符合实际情况，

计算结果更合理．
贺峰等［41］评估结果表明，2008 年北京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人工湿地非使用价值为 1．23 亿元，徐

宏［14］采用旅行费用法评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人工湿地 2012 年度休闲旅游价值达 3．78 亿元．本文

使用价值使用分区旅行费用模型和旅行费用区间模

型的计算结果表明，2014 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景观使用价值分别为 162．36 和 37．32 亿元．
景观价值增加的最显著原因是游客消费增加，

说明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游客愿意花

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旅游．在感受自然风光的同时，

锻炼身体、休闲娱乐也成为本地人的一种日常生活

方式．
本研究通过比较分区旅行费用模型和旅行费用

区间模型，表明旅行费用区间模型对于追加费用和

旅游人数的拟合度更高．建议在针对同一出发地旅

行费用差异较大的样本进行景观价值评估时，采用

旅行费用区间模型的评估结果能更符合实际，更准

确评估旅游资源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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