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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正成为国内旅游新的增长极，也是国内旅游学者、专家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近十年来国内

发表的 143 篇乡村旅游产品研究文献，梳理和对比了乡村旅游产品的概念、体系、分类、开发、营销等五个研究范

畴． 每个方面，前人均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定量

方法、研究视角、理论探索等方面． 鉴于此，本文也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创新要领，以期对后续研

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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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稳定转型，依托优

美的乡村环境、独特的乡村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

情，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其不仅对丰富旅游产品、
扩大产业规模具有重要作 用，也 对 有 效 解 决“三

农”问题、推动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经

济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开发热

潮． 自 20 世纪50 年代山东省石家庄村率先开展乡

村旅游活动以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2014 年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规模超过 5 亿人次，创造旅游

综合收入超过 2000 亿元，正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旅

游新的增长极．
顾名思义，乡村旅游就是利用乡村旅游资源，在

乡村环境中开展的旅游服务活动． 受自然环境、社会

条件和开发意识的限制，乡村旅游产品一直是乡村

旅游发展的“瓶颈”所在，已引起业内学者、专家的

高度关注．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库，以“篇

名”作为检索项，以“乡村”并含“旅游”并含“产品”
为关键词，以 2005 年到 2014 年为时间段，共查获有

效文献 143 篇． 文献年份统计数据如图 1 所示，总体

上乡村旅游产品研究呈上升趋势．

图 1 近十年来乡村旅游产品研究文献统计图

根据关键词分析，143 篇文献主要包括产品开

发、开发模式、旅游开发、产品体系、体验营销、产品

分类等关键词 33 个，主要划分为概念、体系、分类、
开发、营销五个范畴． 本文以此为依据，对检索文献

进行综合比较，梳理了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产品

的研究成果，明确了乡村旅游产品研究的内容及其

方向，为后期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乡村旅游产品概念研究

乡村旅游产品的概念是乡村旅游产品相关研究

的重要基础，多数学者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陈述了各

自观念，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但归纳而言，主要从旅

游主体、旅游客体两大视角给予界定． 如表 1 所示，

张小平［1］、曾建明和肖洁［2］从旅游主体的角度界定

了乡村旅游产品的概念，核心观念是指旅游者在进

行乡村旅游活动时，所购买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总

和． 王冰［3］、樊信友［4］从旅游客体的角度分析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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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产品的概念，普遍认为乡村旅游产品是指旅

游经营者为满足旅游者需求而提供的有形产品和无

形服务的总和．
虽然两者存在视角差异，但研究成果具有高

度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多数

学者认为乡村旅游产品是“物质产品”和“无形服

务”的总和，既离不开有形物质的支撑，也少不了

无形服务的保障． 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产品离不开

“乡村”特征，包 括 乡 村 景 观、乡 村 文 化 和 乡 村 活

动等．

表 1 乡村旅游产品概念统计表

视角 作者 具体概念

主体视角 张 小 平 等［1］，毛 凤

玲［5］

凡是带有乡村特征、能够为旅游消费群体带来乡村生活体验的多样化旅游产品都属于乡村旅
游产品的范畴

曾建明和肖洁［2］ 旅游者在乡村向旅游经营者购买的、在旅游活动中所消费的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总和

客体视角 王冰等［3］ 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以乡村社区为载体，以乡村自然人文景观，乡村产业和乡村文化为媒
介，以乡村地区的一系列乡村旅游活动为手段达到旅游者对乡村自然和人文的感知和体验，
从而达到精神升华的新型旅游产品

樊信友［4］ 旅游经营者以乡村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作为吸引物，向旅游者提供的用以满足其旅游活动需
求的全部服务，是一种“复合式”的旅游产品

孙晓等［6］ 乡村旅游经营者凭借一定的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向旅游者提供的满足其在旅游过程中综合
需要的服务

蔡碧凡和俞益武［7］ 乡村旅游地为满足旅游者体验乡村环境、乡村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而提供的有形产品和无形服
务的总和

2 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研究

乡村旅游产品体系是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其内

部构成，剖析其层次结构和主次关系． 虽然研究较

少，但王宏星和崔凤军［8］、金娜［9］、徐清［10］以及毛

勇［11］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王宏星从乡村旅游产

品组织者和提供者的市场行为以及旅游者的消费

行为入手，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产品域、
辅助产品域和扩张产品域． 金娜以消费者需求为

依据，认为乡村旅游产品系统一般包括核心部分、
形式部分和延伸部分． 徐清依据乡村旅游消费水

平将旅游产品划分为 4 个维度: 基础产品、功能产

品、发展产品和高端产品．
如上所述，三者对体系划分的依据基本一致，主

要集中于市场消费层面． 基于体系研究目的，建议后

续研究中关注三大方面: 首先，建议充分体现乡村旅

游产品的“乡村”特质; 其次，建议强化四大旅游子

系统的对接与分析; 另外，建议开创新的研究视角，

丰富产品体系研究．

3 乡村旅游产品分类研究

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其开发成乡村旅游产品也

体现出众多类型． 在乡村旅游产品分类方面，诸多学

者给予了积极探索． 如表 2 所示，前人主要以产品形

表 2 乡村旅游产品分类统计表

划分依据 作者 内容

产品形态 王玉玲等［12］ 农业观光、乡村休闲度假、涉农体验互动、节庆会展、实景演艺或影视拍摄等

蔡碧凡和俞益武［7］ 观光游览型、休闲娱乐型、参与体验型、交叉型或复合型

杨载田和刘沛林［13］ Ⅰ观光观赏型、参与体验型、休闲度假型和乡村民俗节庆型

Ⅱ展现田园风光的乡村旅游产品; 以开展各种参与性农事活动和土特产品购买的产品; 具有典
型区域文化特征与生态特征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类和高科技术类乡村旅游产品; 充分利用自然
原料和“乡村性”设施开发乡村度假旅游产品

王云才［14］ 主题农园与农庄发展、乡村主题博物馆、乡村民俗体验与主题文化村落、乡村俱乐部、现代商务
度假与企业庄园、农业产业化与产业庄园发展、区域景观整体与乡村意境梦幻体验

魏小安［15］ 农家乐、高科技农业观光园、农业新村、古村落的开发、农业的绝景和胜景
旅游功能 姚美玲［16］ 体现田园风光的旅游产品; 参与型的农家乐旅游产品; 体验乡风民俗的旅游产品

徐清［10］ 农家乐产品，乡村餐饮产品，乡村科普产品，乡村景区产品，乡村社区产品，乡村运动产品，康体
养生产品，乡村度假产品，乡村俱乐部、会所产品

资源类型 殷蕾［1］ 特色自然景观型; 乡村民俗型; 特色农业类型; 综合型
主题类型 马永强等［18］ 水乡渔村型、森林度假型、农业体验型、休闲娱乐型、民俗风情型和温泉疗养型

体验目的 伍海琳［19］ 以娱乐体验为主的乡村旅游产品，以逃避现实体验为主的乡村旅游产品，以教育体验为主的乡
村旅游产品，以审美体验为主的乡村旅游产品

景观生态学 戴春芳［20］ 乡村旅游景观观赏型; 农产品开发利用型; 农村文化体验型; 综合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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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功能、资源类型等为依据对乡村旅游产品进

行了分类，其中产品形态是最为广泛和流行的分类

依据，即在传统“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形态分

类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外延．
产品分类体系与分类依据密切相关，通过对比

各个文献的分类结果，其分类依据最终归结为产品

形态，只是在产品形态中考虑资源、功能、主题等因

素的影响． 由此可见，现有乡村旅游产品分类研究中

缺乏对分类依据的深入思考，在产品质量、经营方

式、管理模式、权属关系等方面考虑不足． 另外，分类

研究对象局限于现有事物，严重缺乏动态思维，对未

来可能出现的新兴产品、新兴业态考虑不周．

4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目前正处在乡村旅游开发与建设的高潮时期，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研究备受关注，既有实证研究，也

有积极的理论探索． 其中，实证研究占主要部分，多

数文献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了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思

路、技术和方法． 例如刘云［21］论述了北京真实性乡

村旅游产品开发对经济的影响; 陈佳平［22］提出了新

农村建设背景下河南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策略;

李金梅［23］以新疆杜庄旅游度假村为例，从体验营销

的角度对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进行了研究; 黄翠

鸾［24］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为例，提出了少数民族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构思; 朱慧娟［25］研究了我国乡村

旅游产 品 开 发 的 特 点、现 状 及 思 路; 段 圣 奎 和 张

丽［26］从体验经济的角度对淮安乡村旅游产品的设

计进行了研究; 张玉蓉［27］从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产品

的视角，深入探讨了重庆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徐子琳

等［28］以体验经济为导向，提出了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的原则; 樊信友［4］提出了重庆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

对策; 马治鸾［29］提出成都乡村旅游产品优化和升级

的策略; 毛凤玲［5］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探讨了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总之，很多专家学者也运用

实证方法讨论了不同案例旅游产品开发的方法、思
路、技术、原则、问题、对策等．

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也对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理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开发模式研

究方面． 吕丽辉和李明辉［30］构建了乡村旅游产品市

场开发模式; 万绪才［31］提出了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

一般模式; 徐清［10］根据开发对象性质总结了三种模

式: 依附型开发模式、自主型开发模式、开拓型开发

模式．

纵观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研究成果，其既有实际

指导意义，也有理论价值． 但研究方法存在两大问

题，一方面表现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足;

另一方面表现为个案研究较多，对比性研究较少．

5 乡村旅游产品营销研究

国内乡村旅游起步晚，旅游产品普遍存在品质

低、规模小、品牌弱等问题，市场营销对其提升市场

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在实证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旅游产品的具体营销策略

及应用． 其中，孙晓等［6］提出了乡村旅游产品的生

命周期营销策略理论; 张丽华和周艳［32］提出了乡村

体验旅游品牌产品营销策略; 庄军［33］总结了乡村旅

游产品广告促销、销售促进、全员促销、节庆促销等

营销方式; 李海凤［34］、郭剑英和邱云志［35］、邓燕萍

和刘克纾［36］分析了体验营销战略模块、营销组织、
乡村文化意境的价值和作用．

随着乡村旅游开发的高涨，同质化竞争和代替性

竞争将更加激烈，市场营销的研究理论价值和实际意

义将更加凸显． 前人也在乡村旅游产品的营销策略、
营销理论等方面积极探索，但对市场消费特征、市场

供求关系、客源市场细分、市场竞争态势等方面研究

不足，造成研究局限于表面，缺乏深层次的分析．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产品研究方

向主要集中概念、体系、分类、开发和营销等五大方

面，143 篇文献也展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在学术

回顾和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本文发现: 目前国内乡村

旅游产品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侧重于个案实证研

究，存在视野狭窄、创新不足等问题． 故此，建议在后

续研究中在如下三个方面给予突破，为乡村旅游发

展提供更加充足的理论依据，提高学术研究的实用

价值．
1) 研究方法的突破: 积极引入定量研究、对比

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提高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

2) 内容创新的突破: 在现有概念、体系、分类、
开发和营销等内容研究基础上，加强学科交叉，加强

视角创新;

3) 理论规律的突破: 以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

积极开展理论和规律研究，从一般到普遍，提高理论

和规律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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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Products over the Past Decades

Yao Changhong Zhang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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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rural tourism is becoming a new growth pole in domestic tourism，and study of r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n academic hotpot for tourism scholars． By reviewing 143 academic papers about rural tourism products
over the past decade，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compared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bout rural tourism from aspects
of CONCEPT，SYSTEM，CATEGORIES，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In the CONCEPT part，this paper
summed the concept of rural tourism up from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ngles of view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it is showed in the text that in every aspect of these five parts，scholars hve got abundant achievements．
However，some aspects of existing studies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mainly manifested in lacking of quantitative
study and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ese， this article then suggested the possible research areas and
innovations of future rural tourism study，for the purpose of offering a further thought for the related studies and
benefiting the rural tourism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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