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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析实现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策略，利用野外调研、室内资料分析及抽样调查等方法获得

基础分析数据，对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进行分析，在新时代发展中，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

持续发展面临着新机遇和挑战，文章针对黑龙江省自然保护

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结果显

示，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实现自然保护地

可持续发展，需要自然保护地社区的可持续生计，形成合理的

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更完善的设施建设，自然生态服务质量

提升，生态旅游品牌和精品项目设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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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on sustainabl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protected area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basic analysis data are obtained by the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indoor data analysis and sampling
investigation, and there ar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sustainabl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protected
area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 -
tourism in natural protected area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nature protected area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requires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the communities is needed,
the reasonable spatial layout of nature reserves, the more perfect
facility constru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rvice quality of
nature reserv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ecotourism brand
and boutique projects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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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保护地专门为长期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类相关文化遗产而进行管理的地
方，生态旅游的发展对于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1]。自然保护地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土地利用
类型之一，从世界角度看自然保护地占全球陆地 14%，
未来将达到陆地 20%[1]。随着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践行，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成为提高人们生活品
质和旅游体验的必然要求[2]。2018年，黑龙江省实现旅
游业总收入 2244.0 亿元 [3]，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大约
70%以上来自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自然保护地生态旅
游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旅游趋势[4]。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经济活动
方式，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为自然
保护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生态旅游是
一种强调人们的活动保护环境，但不破坏环境，以自然
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为基础，在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满足游客的旅游体验需求，同
时发展经济的一种旅游活动。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
强调一种以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旅游，强调
可持续生计，生态旅游为当地带来资金，为当地人带来
就业机会，还能给旅游者带来生态环境教育的有利于
自然保护的旅游活动（Ben et al, 2019）[5]。
1 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现状

黑龙江省有着丰富多样且各具特色的自然保护
地，其中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
质公园。黑龙江省林地面积占全国林地面积的 8.3%，
活立木总蓄积量 19.28亿立方米，占全国活立木总蓄积
量的 12.5%；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有着极其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且被广袤林海所覆盖，大兴安岭更被称为
“绿色宝库”。

黑龙江省现有自然保护地中自然保护区面积
778.5 万公顷，截至 2018 年末，黑龙江省共有自然保护
区 250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9 个，省级自然保
护区 75 个，市县级自然保护区 126 个。自然保护地类
型多样，46.7%土地覆盖率的寒温带森林资源，森林公
园 96处，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54处、省级 42处。黑龙
江省是中国的重点林区之一。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和松
嫩平原具有丰富的湿地资源，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中国第一个大型水禽保护区。还有著名风景名胜区
有 34 处，既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包括省级风景
名胜区。地质公园有 15 个，包括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
地质，也有国家地质公园和省级地质公园。黑龙江省水
资源丰富、河流众多，有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乌苏里
江、绥芬河五大水系以及五大连池，镜泊湖等世界著名
的湖泊和世界地质公园，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的
动物生长繁育提供了栖息地。

此外气候资源塑造了独特的冰雪旅游品牌。黑龙
江省地理位置独特，黑龙江省纬度较高，冬季降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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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雪质好，每年的冰雪运动与景观会吸引大量游客。
民俗文化生态旅游正在开展，为当地的社区居民带来
了福利的增加。黑龙江省的十三个地市中城市建筑风
格独特，在生态旅游中起到了集散作用。
2 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挑战

2.1 生态旅游精品产品缺乏
生态旅游是生态文明的载体，也是自然保护地社

区可持续生计的经济收入活动，如果自然保护地的生
态旅游产品缺少特色，很难具备吸引力和竞争力，需
要打造生态旅游精品，发展高质量的生态旅游产品。
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独特，具有生
态旅游价值的自然资源分布在包括森林公园、自然保
护区、天然河流湖泊、湿地、以及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
地区域，但是缺少生态旅游高端产品。
2.2 社区发展理念缺乏可持续性

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对于当地自
然保护地可持续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居民如果为了生计去破环原始的生态资源，就会造成
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及其内在美感丧
失，也可能在解决生计的过程中居民对资源本身造成
一定破坏带来难以恢复的损失。社区的发展和居民的
可持续生计面临挑战。
2.3 财政投入不足

财政投入不足，自然保护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不够。例如我们调查中发现有森林公园管理的员工的
工资和经费不足，此外还有珍贵景观资源的保护设施
建设缺乏。随着自然的变迁，因为缺少保护，使得珍贵
的资源受到河水的侵蚀，例如：黑龙江边的恐龙化石
地层，遭受黑龙江水的侵蚀；还有的盲目建设设施，在
拆除的过程中并没有恢复到自然的原貌，还留了建筑
垃圾。自然保护地中自然景观的建设和恢复需要财政
的支持，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4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专业人才较缺乏

黑龙江省从事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人员存在
知识结构不够系统，知识内容更新不足的情况，此外
自然环境教育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以适应自然保护
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的可持续生计。
3 促进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建议

3.1 生态旅游精品产品设计和开发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产品要与自然相协调的精

品和高端的生态旅游产品服务。需要具有特殊独一无
二，发挥自然保护地的比较优势。在自然保护地进行
高度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和开发，需要做好充分的市场
调查，充分了解到市场客户的高端需求导向，根据客
户的需求进行高端生态旅游产品的研发。注重地方特
色，设计独特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项目，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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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生态旅游产品要结合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并体
现丰富的文化内涵。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突出地方自
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特征，打造有特色的自然保护地生
态旅游品牌，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3.2 践行可持续创新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理念，对自然保护地的居民和来访者宣
传生态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该坚持用发展生态
旅游的办法保护自然保护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自然
保护中让民众受益，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在生态
旅游高端产品开发中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制定高起
点高标准的自然保护地空间发展规划，自然与人文协
调发展，协调合理利用自然保护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和
人文资源。科学合理地制定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
规划，需要适应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和规划，地理空间
科学布局，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实到位，管控到位，管理
者福利有保障。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将自然资
源的保护从全局角度一起努力，使生态旅游与自然资
源有效保护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
3.3 加强自然保护设施建设

黑龙江省的自然保护地可进入性好。发达便利的
交通条件提供了自然保护地的可进入性，为生态旅游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但是还需要在自然保
护地周边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黑龙江与俄罗斯相邻，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国生态旅游合作，进行野生
东北虎等珍稀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并共同开发高品
质的高生态旅游产品。为保护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强自然资源保护设施建设，同时生态旅游的发
展可以促进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可以
促进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3.4 重视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建设需要专业的生
态旅游及自然资源管理人才。生态旅游的空间布局和
管理研究需要专业的科研队伍，需要综合不同的专业
背景的人才，解决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生态旅游发展中
的问题和挑战，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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