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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邮轮旅游作为我国新兴的专项旅游活动，市场需求旺盛． 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通过网络获取邮轮旅游的相关信

息，并在检索过程中形成了对邮轮旅游的网络关注度． 可以说，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是旅游者的需求状况在网络上

的直观表现． 本文基于百度指数，综合运用变异系数、地理加权回归等数理及空间分析方法，研究 2011—2016 年我

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 1) 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总体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年

际差异较大，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旺季高、淡季低，全年出现 7 月和 3 月两个主次波峰．“春节”期间的网络关注

度基本在节日前两天达到高峰，“十一”的关注度的高峰比“春节”提前 1 天，“十一”及“春节”期间的网络关注度

整体呈现“V”字型，节前、节后的网络关注度均高于节日内． ( 2) 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省际差异较大，关注度的高

值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范围呈现由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向北方并不断向中部地区拓展的变化趋势，省际差

异逐渐缩小． ( 3) 气候条件及闲暇时间是影响关注度时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各省之间经济、旅游、教育等发展水平不

同是导致其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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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二者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越来越多的旅游消

费者选择通过各大搜索引擎有针对性地获取自己

需要的旅游信息，并通过各大旅游网站完成交通查

询、票务预定等在线旅游预订业务． 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

网民规模达到 7. 51 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 1 /5; 互

联网普及率达 54. 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4. 6%［1］．
邮轮旅游是一种以豪华游轮为载体，以提供海上观

光巡游，船上食宿和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以

及沿途靠岸购物、游览等一系列活动为主要内容的

高质量豪华享受型休闲度假旅游产品［2］． 在过去 5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邮轮旅游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是现代旅游业中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高的细

分市场之一，近年来，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的增速达

到年均 40%［3］．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的

统计快报 显 示，2016 年，我 国 邮 轮 出 境 旅 客 达 到

212. 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91%，中国邮轮旅游市场

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邮轮旅游市场，潜在客源丰

富，市场前景广阔．
旅游消费者在利用网络检索目的地相关信息

时，会在网页上留下相应的检索痕迹，将这些痕迹

统计起来，即形成所谓的“旅游网络关注度”［4］． 旅

游网络关注度能够较为准确、直观地反映旅游者的

需求状况及行为习惯，受到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有关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络关注度与现实旅游客流之间

关系的研究，如客流量与网络关注度的相关性［4 － 5］、
旅游信息流与旅游客流之间的耦合关系［6］，以及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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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流量预测［7 － 9］等． 二是基于旅游目的地［10 － 12］、
旅游景区等的网络关注度的研究［13 － 15］． 三是关于

网络搜索行为的研究［16 － 19］． 在邮轮旅游方面，国外

对于邮轮旅游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对经济的影响［20］、
对环境的影响［21］、市场需求［22］及游客偏好［23］等．
国内对于邮轮领域的研究多从经济与交通运输两

个视角出发，研究邮轮经济［24］、港口建设［25］、产业

发展［26］等内容．
现有研究从各个视角出发为深入推进邮轮旅

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结发现: 目前研究多以某

一旅游目的地、景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网络关注

度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与实际客流量之间的关系，

针对某个旅游产品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及动因

的研究较为少见; 邮轮旅游这一新兴业态并未引起

旅游学界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较少，多见经验借

鉴［27］、发展评述［28］、市场分析［29］等． 邮轮旅游者作

为邮轮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对这一

群体的研究是邮轮旅游研究的应有之义． 基于此，

本文利用百度指数，分析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

空格局及影响因素，探索我国邮轮旅游的发展现状

及需求特征，以期为促进邮轮旅游行业科学决策、
合理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 1 百度指数

《2016 年中国网民搜索行为研究报告》显示: 搜

索引擎是中国网民的基础互联网应用． 截止 2016 年

12 月底，我国综合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 6. 02 亿，使

用率为 82. 4% ． 其中，通过综合搜索网站( 百度、谷

歌等) 搜索信息的用户占比最高，达 85% ． 各品牌综

合搜索引擎在整体搜索服务用户中的渗透率方面，

百度搜索以占比 93. 1%位居榜首，是中国互联网用

户最常用的，也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30］． 百

度指数是以百度网页搜索及百度新闻搜索为基础

的面向公众提供的海量数据分析服务，能够反映不

同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用户关注度”及“媒

体关注度”． 其中“用户关注度”是以数千万网民在

百度网页上的搜索量为基础数据，以网民搜索的

“关键词”为统计对象，通过对搜索量的科学分析与

计算，记录各个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中的搜索频

次的加权和，并以曲线图的形式呈现出来．
1. 2 关键词的选取

百度指数关键词的选取方法有直接取词法、技

术取词法及范围取词法［31］． 其中，直接取词法是根

据主观经验直接确定关键词的，虽然这种方法简

单易操作，但容易出现遗漏关键词的现象; 技术取

词法是利用高性能、大规模的计算设备，将一切可

能的关键词全部纳入研究范围之中，通过计算机

运行相关的统计模型编成的程序来确定关键词，

该方法选词全面，精度高，但是技术难度高，工作

量大且研究条件苛刻; 范围取词法，即先根据经

验、问卷或者咨询专家意见等方法选出一定数量

的关键词，确定一定的选词范围，然后在范围内采

取一定评价方法进行精选，该方法选词比较全面，

且工作量适中，难点在于选词范围的界定． 本文综

合考虑以上 3 种方法的优缺点，借鉴前人研究经

验［32 － 34］，选择范围取词法，通过滚雪球抽样［35］的

方式选取关键词的范围． 滚雪球抽样，即先随机选

择一些调查对象，再根据这些对象提供的一些属

于研究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并根据所形成的线

索选择后续的调查对象，是最适合在特定的总体

样本难以找到时使用的一种抽样方法． 通过以上

两种方法，本文最终确定选取邮轮旅游、邮轮攻

略、邮轮网、邮轮航线 4 个关键词进行累加检索．
空间分析以省域为单位，检索中国省、自治区、直

辖市( 未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的邮轮旅游

关注度数据; 时序特征分析包括年、月、“黄金周”3
个尺度，获取 2011—2016 年的百度指数的逐日搜

索量作为基础数据，探索邮轮旅游关注度的时间

变化特征．
1. 3 研究方法

1. 3. 1 年际集中指数

为更好地了解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在某一时

间段内各年度之间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引入年际集

中指数，其值越小说明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年际

变化越小，关注度随时间变化稳定，反之则说明邮

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化大，关注度随时间变

化不稳定． 公式如下［36］:

V =
∑N

i = 1
( Ti － T) 2

槡 N ． ( 1)

式中: V 为年际集中指数; Ti 为第 i 年的关注度

数量占研究时段内关注度总数百分比的分子值; T
为研究时段内关注度数量的年平均值占研究时段

内关注度总数百分比的分子值; N 为研究时段内包

含的年份数，这里 N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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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季节性集中指数

为进一步反映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季节分

布的集中性及不均衡程度，引入季节性集中指数，

其值越大，说明网络关注度的月际差异越大，分布

越集中; 值越小，则网络关注度在年内各月分布分

散． 公式如下［37］:

Ｒ =
∑12

i = 1
( Xi － 8． 33) 2

槡 12 ． ( 2)

式中 Ｒ 为季节性集中指数; Xi 为各月关注度数

量占全年关注度总数的百分比的分子值．
1. 3. 3 地理集中指数和变异系数

为定量分析我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

分布的集中性和省际间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引

入地 理 集 中 指 数 与 变 异 系 数 进 行 测 算［38］，公 式

如下:

G = 100 × ∑ n

i = 1

Xi( )T槡
2

． ( 3)

式中 G 为地理集中指数; n 为研究区数量，这里

n = 31; Xi 为第 i 个省区的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数

量; T 为各省区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总量．

CVw = 1
x ∑ n

i = 1
( xi － x)槡 2 ． ( 4)

式中: CVw 为变异系数; xi 为第 i 个省区的邮轮

旅游网络关注度数量; x 为各省的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数量的均值; n 为研究区数量，这里 n = 31．
1. 3. 4 地理加权回归

地理 加 权 回 归 (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
sion，GWＲ) ，是用于研究空间数据的复杂性、变异性

及自相关性的新方法，能够很好应对由于数据的地

理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变量之间出现的结构的非平

稳变化．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与一般线性回归模型相

似，不同的是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允许回归参数随地

理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公式如下［39］:

ln yi = βi0 + βi1 Xi1 + … + β ik Xik + εi ． ( 5)

式中 i = 1，2，…，n，即研究区数量，这里 n = 31;

yi 表示第 i 个省区的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 Xik ( k =
1，2，3) 表示 3 个自变量; β ik 为回归系数; εi 为随机

误差项．
GWＲ 在传统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自相

关，在分析我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特征

的影响因素时，能够很好地反映变量之间的空间位

置关系，同时能够捕捉空间数据的非平稳性，使得

分析结果能够全面反映空间数据的真实特征，从而

更好地揭示潜在的驱动因素［39］． 模型评价指标如

下: Ｒesidual Squares 是指模型中的残差平方和，此

测量值越小，表明 GWＲ 模型越拟合观测数据; Sig-
ma 的值为正规化剩余平方和的平方根，是残差的估

计标准差，值越小越好; AICc 是对模型性能的度量，

AICc 的值越低越好; Ｒ2 是拟合度的一种度量，可解

释为回归模型所涵盖的因变量方差的比例，其值在

0 ～ 1. 0 范围之间变化，值越大越好; Ｒ2Adjusted 是

校正后的 Ｒ2 值．

2 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间演变

特征

2. 1 年际变化特征

近年来，我国公民邮轮旅游需求旺盛，游客总

量增长显著．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统计

快报 数 据 显 示，2016 年，我 国 邮 轮 出 境 游 客 达

212. 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91% ．《中国在线邮轮零

售市场研究报告 ( 2016 ) 》指出，2016 年邮轮市场

的互联网渗透率达到 60% ，并且邮轮旅游产品将

成为在线旅游领域渗透率最高的产品之一［40］． 利

用百度指数获取 2011—2016 年邮轮旅游每天的

用户关注度，将用户关注度逐日加和得到图 1，可

以看出，全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总体上呈逐年

递增的趋势．

图 1 2011—2016 年中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化

根据公式( 1) 计算出 2011—2016 年全国( 不含

港澳台)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的年际集中指数( 表 1) ． 可以看出，全国的年际

集中指数为 7. 54，说明全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

年际差异较大; 天津和浙江的年际集中指数较低，

均小于 5，说明邮轮旅游关注度的年际间变化幅度

不大，关注度随时间变化较为稳定; 青海的年际集

中指数与其他省份相比最高，为 17. 34，对邮轮旅游

关注度的时间变化强度较大，关注度随时间变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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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山东、海南、辽宁的年

际集中指数介于 5 ～ 6 之间; 河北、山西、福建的年

际集中指数介于 6 ～ 7 之间; 广东、陕西、广西的年际

集中指数介于 7 ～8 之间; 黑龙江、江西、湖南、云南的

年际集中指数介于 8 ～ 9 之间; 内蒙古、吉林、四川的

年际集中指数介于 9 ～ 10 之间; 贵州、宁夏、安徽、河
南、重庆、新疆、西藏、甘肃的年际集中指数均大于

10． 总体而言，各阶层内各省份的年际集中指数较为

接近，全国范围内各省份的年际差异性较大．

表 1 2011—2016 年中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

年际集中指数

省份 年际集中指数 省份 年际集中指数

天津 4. 38 江西 8. 08

浙江 4. 88 湖南 8. 65

北京 5. 16 云南 8. 98

上海 5. 18 内蒙古 9. 02

湖北 5. 30 吉林 9. 24

江苏 5. 41 四川 9. 93

山东 5. 55 贵州 10. 62

海南 5. 89 宁夏 10. 84

辽宁 5. 89 安徽 10. 90

河北 6. 28 河南 11. 42

山西 6. 51 重庆 13. 06

福建 6. 56 新疆 14. 16

广东 7. 31 西藏 15. 06

陕西 7. 38 甘肃 15. 31

广西 7. 55 青海 17. 34

黑龙江 8. 06 全国 7. 54

图 3 2011—2016 年“黄金周”期间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

2. 2 月度差异特征

本文将 2011—2016 年的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

按月加和求均值，得到其季节特征分布图( 图 2) ，从

图中可以看出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存在季节性差

异，全年出现两个波峰，主高峰出现在 7 月，次高峰

出现在 3 月，关注度最低的是 1 月． 参照旅游客流量

的季节划分标准，将月关注度大于年平均月关注度

的月份划分为旺季，将月关注度为年平均月关注度

的 80% ～100% 的月份划分为平季，将月关注度少

于年平均月关注度的 80% 的月份划分为淡季［37］．
经计算，得出旺季为 5—9 月，平季为 2—4 月、10—
12 月，淡季为 1 月，旺季关注度高、淡季关注度低． 根

据公式( 2) 计算得出，2011—2016 年，邮轮旅游网络

关注度的季节性集中指数值均约为 8. 25，说明关注

度的季节性明显，季节差异较大，各月份分布不均．

图 2 2011—2016 年中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季节变化

2. 3 “黄金周”分布特征

旅游者出行必须要有闲暇时间，由于目前我国

带薪休假制度并未得到普及，因此假期仍是人们首

选的出游时间． 目前我国的法定节假日有元旦、清

明、劳动节、端午、中秋 3 天小长假以及春节和国庆

7 天黄金周，本文以“十一”及“春节”两个“黄金周”
为例，选取假期前 5 天到假期后 3 天的邮轮旅游网

络关注度进行分析． 由图 3 可见，“十一”假期，网络

关注度基本在前 3 天达到高峰，之后呈下降趋势，

假期第 4 天后逐渐波动上升; “春节”假期，网络关

注度基本在前 2 天达到高峰，假期第 1 天降至谷底，

之后逐渐波动上升． 总体而言，“十一”的邮轮旅游

网络关注度的高峰比“春节”提前 1 天，“十一”及

“春节”假期期间的网络关注度，整体呈现“V”字

型，节前、节后的网络关注度均大于节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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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演变

特征

3. 1 空间分布总体特征

百度指数可以获取全国地区任意时限内关于邮

轮旅游相关信息的网络搜索信息流，并根据用户的

IP 地址辨别信息流的空间来源． 分析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在各地区的差异对掌握国内邮轮旅游现实市场的

空间分布及扩散规律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总的来看，我

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地区，且高值区的范围呈现由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向北

方并不断向中部地区拓展的变化趋势( 图 4) ．
利用百度指数，统计 2011—2016 年中国大陆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邮轮旅游关注度数据的区域

差异，对各地年均网络关注度进行排名，位列前十

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四

川、福建、山东、河南，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高值

区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 为更

好地通过分析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结构演

变规律反映现实市场空间分布及扩散规律，对各年

的关注度数据进行市场份额等级划分的分析与计

算． 将占全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总量 5% 以上的

地区定义为一级客源市场; 占比在 1% ～ 5% 的地区

定义为二级客源市场，其中占比在 2. 5% ～ 5% 的地

区为强二级市场，占比在 1% ～ 2. 5% 的地区为弱二

级市场; 占比小于 1% 的地区定义为三级客源市

场［41］． 将计算结果通过 ArcGIS10. 2 进行可视化呈

现，如图 4 所示． 可以看出: 一级市场基本稳定，集

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

的省份，二级市场分布范围呈扩大趋势，总体位于

东部及中部地区，有向西北转移的趋势; 三级市场

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多年

来，甘肃在一、二、三级市场中徘徊，表明其邮轮旅

游网络关注度不稳定．

图 4 2011—2016 年中国各省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市场份额图

3. 2 空间分布的集聚性与差异性

根据公式( 3) 和公式( 4) 计算 2011—2016 年我

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地理集中指数及变异系

数，整理得到表 2． 从中可以看出，2011—2016 年我

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地理集中指数在 20. 73 ～
23. 55 之间，呈逐渐递减趋势． 说明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的省份分布呈集聚性，但趋于分散，不断优化，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中邮轮旅游的客源地分布

较为分散且稳定，有利于邮轮旅游的发展． 变异系

数的计算结果显示，2011—2016 年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数值较大，呈下降趋势，说明各省之间的邮轮

旅游关注度差异较大，但正逐渐减小，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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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中国邮轮旅游的客源分布省际差异较大，但

差异正逐渐缩小，客源分布逐渐趋于均衡．

表 2 2011—2016 年中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

分布的集聚性与差异性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地理集中指数

22. 08

23. 55

22. 18

22. 18

21. 47

20. 73

变异系数

0. 71

0. 85

0. 72

0. 72

0. 66

0. 58

4 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

4. 1 时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

根据前文的研究可以发现，2011—2016 年我国

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不断增长，年内分布特征具有

相似性，且季节性明显，说明影响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时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因素是相对稳定的自然

因素和社会因素，如气候条件及人们的闲暇时间．
4. 1. 1 气候条件

不同的季节、气候条件，会直接影响旅游者的

旅游感知体验，旅游者往往会针对不同的目的地，

尽可能地选择最佳季节出游，因此导致不同旅游地

游客数量的季节性变化． 不同于传统旅游产品，邮轮

旅游产品是邮轮公司根据年度计划安排好既定的时

间和线路供游客选择． 邮轮旅游要求气候条件较为舒

适，夏季海滨度假成为人们的首选． 目前，在线旅游平

台上可以看到，从 3 月末开始便有可以预定的航次，

但航次较少，随着气候条件更加适宜，航次不断增多．
并且，邮轮旅游凭借自身优势，可以减轻家庭出游负

担，因此暑期是邮轮旅游的高峰期． 由此，邮轮旅游网

络关注度呈现季节性特征，旺季为 5—9 月．
4. 1. 2 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与旅游的关系密不可分，是邮轮旅游

需求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人们的闲暇时间主

要有日常闲暇时间、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 日常闲

暇时间较短，人们需处理日常事务及恢复体力，通

常不会选择出游． 双休日时间稍长，通常适合短途

及周边游． 但邮轮旅游每个航程通常都要一周左

右，最少也需要 3 天时间，因此法定假日，如“小长

假”及“黄金周”成为出游高峰期，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也围绕不同假期节点呈现一定规律的变化． 加

之网络关注度具有一定的先兆性，因此法定假日

前、后关注度较高，假期内相对较低．
4. 2 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

参考孙伟宇［42］研究，根据数据指标的相关性、
可获取性与可比性等原则，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发展

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总收

入) 、互联网发展水平( 网民普及率) 及教育发展水

平(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 对我国 31 个省区的邮轮

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影响． 首先采用均值化方法对各

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逐步回归分

析方法进行共线性检验，选取容差值大于 0. 7 的指

标，剔除共线指标，最终确定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

总收入、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作为自变量表征经

济、旅游、及教育发展水平对各省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差异的影响机理．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发展

水平对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一定影响，但本文中由

于不同地区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通常网民普及率也较高，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

关注度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包含网民普及率对关注

度的影响． 本文采用 GWＲ 的最小二乘法对 2011—
2016 年中国 31 个省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收

入、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对邮轮旅游关注度的影响

进行比较分析，因篇幅限制，仅展示 2011、2016 年的

分析结果( 图 5) ． 采用 AIC 信息准则法，得到 2011、
2016 年影响中国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格局演

变各变量 GWＲ 模型参数结果 ( 表 3 ) ，可知 2011、
2016 年调整后的模型拟合优度 ( Ｒ2 Adjusted) 分别

为 0. 9295 和 0. 9356，均达到 90% 以上，整个 GWＲ
估计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各变量对邮轮旅游关注度

的影响，这表明用 GWＲ 模型得到的结论更合理．

表 3 2011、2016 年 GWＲ 模型结果

模型参数 2011 年 2016 年

Ｒesidual Squares 1. 0048 0. 5103

Sigma 0. 1929 0. 1485

AICc － 5. 9138 － 19. 3291

Ｒ2 0. 9365 0. 9504

Ｒ2Adjusted 0. 9295 0. 9356

4. 2. 1 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省关注度差异形成的

影响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被认为是影响居民消

费开支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人们产生旅游

动机的重要客观条件之一． 图 5 表明，2011—2016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略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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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WＲ 模型回归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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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北扩”趋势，说明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相比，东部

沿海地区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增长受经济发展

水平的影响越来越大．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

使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热烈，对旅游、休

闲活动的渴求更加迫切，因此对于邮轮旅游的关注

度要大大高于西北内陆地区．
4. 2. 2 旅游发展水平对各省关注度差异形成的

影响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结果相反，旅游总收入的

回归系数表现出明显的“西进”趋势，说明近年来西

部地区的旅游发展对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促进

作用不断增强，中国邮轮旅游业若想拓展西部客源

市场，还需不断提升各省的旅游发展水平． 但是，多

年来，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高值区仍然位于东部

沿海地区，这反过来又说明东部地区的旅游发展对

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拉动作用有限．
4. 2. 3 教育发展水平对各省关注度差异形成的

影响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的回归系数分布及演

进趋势表明，西、北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与邮轮旅

游网络关注度的相关性更大，说明这些地区的教育

水平提高有助于提升其对邮轮旅游的网络关注度．
显然，网络关注度的提升，不仅要满足互联网等基

础硬件设施的完善与发展，人口素质的提升不仅对

于人们更好地使用网络，更加便捷地获取、分享信

息，乃至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因此，提升我国人口的文化知识水平也是促进

我国邮轮旅游发展的应有之义．

5 结 论

本文利用百度指数，综合运用数理统计与空间

分析方法，对我国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邮轮

旅游网络关注度问题展开研究，揭示其在时间及空

间上的分布及演变特征，并对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

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 从年际变化特征上来看，全国邮轮旅游网

络关注度总体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年际差异较

大． 从季节特征方面来看，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

季节差异较大，各月份分布不均，全年出现两个波

峰，主高峰出现在 7 月，次高峰出现在 3 月，关注度

最低的是 1 月． 并且呈现旺季长、淡季短的特点，旺

季为 5—9 月，平季为 2—4 月、10—12 月，淡季为 1
月． 从“黄金周”来说，“春节”期间的网络关注度基

本在前两天达到高峰，“十一”的关注度的高峰比

“春节”提前 1 天，“十一”及“春节”假期期间的网

络关注度整体呈现“V”字形，节前、节后的网络关注

度均大于节日内．
( 2) 空间演变特征上: 首先，从空间分布结构来

看，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省际差异较大，高值区

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范围呈现由沿海到内

陆、从南方向北方并不断向中部地区拓展的变化趋

势． 其次，从空间分布的集中性来看，邮轮旅游网络

关注度的分布呈集聚分布特征，但趋于分散，不断

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中邮轮旅游的客源地

分布较为分散且稳定，有利于邮轮旅游的发展． 最

后，从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来看，各省之间的邮轮旅

游关注度差异较大，但正逐渐缩小，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中国邮轮旅游的客源分布省际差异较大，但差

异正逐渐缩小，客源分布逐渐趋于均衡．
( 3) 气候条件和闲暇时间是影响邮轮旅游网络

关注度时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不同季节气候条件的

适宜性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旅游感知体验，夏季海滨

度假是人们邮轮旅游的首选，因此邮轮旅游网络关

注度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5—9 月为旺季． 闲暇

时间是邮轮旅游需求得以满足的必要条件之一，加

之邮轮旅游的每个航程所需时间通常为一周或至

少 3 天，因此法定假日通常是邮轮出游的高峰期，

而邮轮旅游的网络关注度又具有一定的先兆性，因

此假期前后的关注度要高于假期内． 各省之间经

济、旅游、教育等发展水平不同是导致其空间分布

差异特征的重要因素． 东部沿海地区邮轮旅游网络

关注度的增长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于中西部

地区; 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对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

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而东部地区的旅游发展对邮

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拉动作用有; 西北地区的教育

发展水平与邮轮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相关性大于东

部地区，说明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升

其对邮轮旅游的网络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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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Network Attention
on Cruise Tourism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HAO Shiyu1 ZHAO Yuan1，2

( 1．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23;

2． Ginling Colleg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Cruise tourism is a new special tourism activity in China，the market demand is strong． More and more tourists

get information about cruise tourism through the Internet，and a network attention to cruise tourism is formed during
the search proces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network attention of cruise tourism is an intuitive performance of tourists'
demand． Based on Baidu index，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network attention on
cruise tourism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6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variation coefficient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Ｒegression and the spati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 1) the network attention of cruise
tourism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with large inter-annual differences and obvious seasonal features，the peak
season is high and slack season is low． There ar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eaks in July and March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peak network attention is in two days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Holiday． The peak network attention of
“National Day Holiday”is one day ahead of the“Spring Festival”． The network attention during“National Day
holiday”and“Spring Festival”shows V-shaped curve． The network attentions of pre-holiday and post-holiday are
higher than during the holiday． ( 2 )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of network attention are obvious． High value
area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and its range shows a trend from the coast to the inland，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and then to the central，and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is gradually reduced． ( 3) Climate
conditions and leisure time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ttenti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y，tourism，education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Keywords: Baidu index; cruise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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