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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及成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荣慧芳 1,2，
陶卓民 1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2. 池州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池州 247000）

摘要：基于旅游网站数据，提出一种乡村旅游热点识别方法，以江苏省为例，运用趋势面、核密
度、热点分析等方法探寻乡村旅游冷热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其时空演化的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时间演化规律明显，年际变化呈“S”型演变轨
迹；季节变化呈“三峰四谷”特征。
（2）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空间结构在 2009—2017 年间经历
了“单核—双核—三核”的演化过程，但其空间异质性依然显著，整体表现为“南高北低，东高西
低”的差异特征。
（3）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段的影响强度各异，交通条件、服务能力一直是主导因
素，经济水平对乡村旅游发展早期的热度提升有显著影响，资源禀赋的显著性趋于下降，生态
环境和政府导向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
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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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人们回归自然、记忆乡愁的重要载体，凭借其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地
方文化，日益受到游客们的青睐。资料显示，2017 年，乡村旅游人次达 25 亿，占据国内
旅游总人次的一半以上。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向传统
农业延伸的新尝试，对于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促进乡村经济复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乡村旅游不仅成为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关注的焦点，也
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旅游网站、社交
软件等网络平台已成为游客查询出游信息、辅助出游决策、分享出游体验的重要工具，
由此产生的旅游大数据为乡村旅游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和方法支撑。因此，在乡村旅游
地位不断提升的新形势下，基于网络数据对乡村旅游时空演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进行研
究，不仅有助于拓展乡村旅游研究视野，而且对于理解乡村旅游发展机制，优化产业布
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乡村旅游学术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国外研究相对成熟与
细化，研究内容已从乡村旅游概念[2]、旅游者动机[3]、发展模式和策略研究[4]深入到乡村
旅游影响[5]、可持续发展[6]、利益相关者[7]等方面。国内研究则主要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探
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新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扶贫[8,9]、旅游地社区参与[10]、产业
融合与生态文明[11,12]、旅游城镇化[13,14]、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15-17]等方面。其中乡村旅游时
收稿日期：2019-05-24；修订日期：2019-08-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571139，5177800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KYCX19_0762）
作者简介：荣慧芳 （1984- ），女，河南永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E-mail: ronghuifang96@126.com
通讯作者：陶卓民 （1963- ），男，江苏苏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经济与市
场。E-mail: taozm@tom.com

12 期

荣慧芳 等：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及成因分析

2849

空分异研究探寻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作用机制，为乡村旅游产业布
局、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成为旅游地理学者重要的研究领域。梳理文献不难发现，
由于乡村旅游景点分布范围广、规模等级低，统计数据的缺失成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的
一大难题，目前乡村旅游时空格局的研究过度关注乡村旅游景点的数量多寡、聚散程度
等位置信息的表达，忽视了对乡村旅游资源质量、热度等属性信息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由此引发的关于旅游大数
据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切入点大体归为三个方面：一是运用网络关注度数据进行旅游
流时空格局分析。例如，张子昂等[18]以南京钟山景区为例，基于微博数据对游客活动的
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马丽君等[19]通过百度指数揭示了北京居民对 5A 级景区旅
游需求的时空格局及成因；孙烨等[20]以百度指数表征旅游者的网络关注度，预测了三清
山景区的一日游客量情况。二是借助地理标记照片研究游客流动轨迹。如秦静等[21]探索
了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北京市游客空间分布格局和流动特征。三是基于网络文本的旅游
体验与感知研究。如李萍等[22]通过挖掘网络点评信息研究了北京市典型城市旅游社区的
形象感知；刘超等 [23] 以黄山为例，基于网络文本分析了游客对山岳型景区的感知体验。
综合来看，前人研究多以百度指数或微博数据等单一数据源为研究对象，样本量有限，
可能导致一般性和小规模景点无法测度。此外，研究的时间尺度多在一年 （含） 以内，
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旅游流的真实分布状态，而且案例地多选择热点旅游城市或知名
旅游景区，而针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尚显不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按照乡村旅游“热度测算→冷热点识别→成因解析”的研究思
路，以江苏省 496 家星级乡村旅游景点为研究样本，利用网络数据对其在 2009—2017 年
间的乡村旅游热度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 GIS 空间分析技术识别乡村旅游的冷热
格局及演化过程。继而，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时空格局演化背后的影响因素及作用
机制。本文旨在拓展乡村旅游定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乡村旅游时空格局研究提供思
路和方法借鉴，并为乡村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及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理论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基础雄厚，历史文化悠久，是长三角重要
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优越的地理区位，发达的经济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江苏
省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之成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较早和较成熟的地区之
一。截至 2017 年底，江苏省共有星级乡村旅游景点 496 家，涵盖了农事体验类、休闲观
光类、农业科技类、乡村遗产类、新农村示范类等多种类型。2017 年全年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 2.87 亿人次，营业总收入近 900 亿元，带动直接从业人数近 42 万人。以江苏省为研
究案例，实证探讨乡村旅游冷热格局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可为乡村旅游产业布局及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也可为其他类似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1.2.1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涉及三大类：（1） 旅游网站数据，主要用于乡村旅游热度测评。在百
度指数中输入知名旅游网站名称，近五年整体日均值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携程、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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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牛，另外考虑到大众点评网景点覆盖范围广，样本量丰富，最终选择携程、去哪儿、
途牛、大众点评网四家网站作为数据来源网站。（2） 统计数据，主要用于影响因子探
测，来源于各地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3） 矢量数据，用于 ArcGIS 空间分析及可视化。
由国家地球系统数据共享平台——长江三角洲科学数据中心下载，数据年份为 2015 年。
1.2.2 数据采集与处理
（1） 样本选择与可视化。基于样本的典型性、代表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以江苏
省文化与旅游厅官方网站截至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 496 家星级乡村旅游景点为研究样本，
使用百度地图 API 实现样本点地理坐标拾取，并运用 ArcGIS 10.2 软件对所有样本点进行
可视化表达。需要指出的是，因江苏省星级景点评定工作开始于 2009 年，故研究时段确
定为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2） 网络数据采集。使用 Python 程序抓取景点的网络数据，具体采集工作分为三
步。第一步，数据抓取。以景点点评数、浏览数、点赞数等热度信息为目标数据，运用
PyCharm 和 Python 3.7 编写爬虫，构造 get 请求获取各网站目标数据的源代码，根据源代
码中链接循环进入目标数据具体页面，分析其源代码并截取目标数据详情。第二步，数
据清洗。删除研究区范围外同名景点数据、同一 ID 重复数据和无效数据，存入表格文件
中，最终获取有效样本 49952 条。第三步，数据汇总。分景点、分类型、分年份、分月
份，对乡村旅游热度信息进行统计汇总，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1

景点网络数据采集内容

Table 1 Collected data content of attraction in website
网站

现实热度信息

潜在热度信息

携程网

游记数

景点点评数

游记评论数

游记浏览数

去哪儿网

游记数

游记评论数

游记点赞数

游记浏览数

途牛网

游记数

点评数

游记收藏数

游记浏览数

大众点评网

默认点评数

全部点评数

点赞数

回应数

（3） 影响因素数据获取。县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乡村旅游是振兴县域经
济的重要路径，对其乡村旅游发展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选择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解析乡村旅游热度空间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9—
2017 年各县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等。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乡村
旅游的发生地域，参考相关研究的处理方法 [24]，将各市辖区合并为“市区”、与“县级
市”和“县”并行作为县域单位进行研究，以便有效衔接行政区划的调整与旅游宏观政
策的制定。
1.3 研究方法
1.3.1 景点热度测评
现有景点热度测评主要针对城市、大型景区等知名旅游目的地，通过百度指数、微
博签到等数据评估景点热度，但由于乡村旅游景点具有规模等级小、种类多样的特点，
上述测度方法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乡村旅游景点的热度信息。基于此，本文在考虑景点
等级参数的基础上，选取知名旅游网站为数据源，参考张霞等 [25] 的景观热度评价方法，
构建乡村旅游景点热度测评模型，测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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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1

式中：Hi 为第 i 个景点的热度值；Li 为景点等级；Rij 为第 i 景点在第 j 个网站所呈现的现实
热度，用游记数、点评数表达；Pij 为第 i 景点在第 j 个网站所呈现的潜在热度，用点赞
数、收藏数表达；w1 和 w2 分别为对应的权重，考虑到现实热度的实际影响效应远大于潜
在热度，取 w1 为 0.8，w2 为 0.2。
1.3.2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分析法通过全局多项式将空间采样点数值用数学函数拟合，将二维空间的采
样点数据转换成三维可视化平滑曲线，展示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变化趋势。本文利用趋
势面表达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空间分异趋势。设 zi (xi ,yi) 为第 i 个地理要素的真实观测
值， Ti (xi , yi) 为趋势面拟合值，则有如下计算公式[26]：
（2）

zi (xi , yi) = Ti (xi , yi) + εi

式中： (xi , yi) 为地理坐标； εi 为残差，即真实值与拟合值的偏差。
1.3.3 核密度估算
核密度估算法对数据分布不受任何假定条件的限制，是一种从数据样本本身出发研
究数据分布特征的方法，它具有表达直观、概念简洁和易于计算的优点，因而成为空间
分析中运用最为广泛的非参估计方法。其一般形式是[27]：
n
d
f (s) =∑ k 2 æç is ö÷
（3）
i = 1 πr è r ø
式中： f (s) 是位置 S 的密度；n 为样本数 （个）； dis 是点 i 到 S 的距离 （m）；k 为 dis 与 r 比
值的核函数；r 为带宽 （m）。要注意的是，带宽 r 的选择会对估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需
根据现实情况选择不同带宽值进行比较，直至得到与现实情况较吻合的核密度曲面。
1.3.4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 （Getis-Ord General Gi*），通过计算每个要素的 Gi* 值，可以识别具有统计
显著性的高值和低值空间聚类，进而判断出地域单元属于热点区还是冷点区。本文主要
借助热点分析识别乡村旅游冷热区域。具体公式[28]可表示为：

∑w x - Xˉ∑w
n

n

ij

*

Gi =

j=1

j

∑x
n

ij

j=1

2

, Xˉ =

j=1

n

∑x
n

j

, S=

j=1

n

2
j

- ( Xˉ )

2

（4）

æ
ö
n∑wij 2 - ç∑wij ÷
j=1
è j=1 ø
S
n-1
式中：xj 是要素 j 的属性值；wij 为要素 i 和要素 j 的空间权重；n 为要素数 （个）； Xˉ 是平
均值；Gi*统计是 Z 得分，如果 Gi*值高且显著，则表示有一个高值的空间聚类，称之为热
点，反之，如果 Gi*值低且为负、显著，则表示有一个低值的空间聚类，称之为冷点。
1.3.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模型通过探测两个变量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判断两变量之间存在的
因果关系。由于地理探测器无需考虑数据标准化及正态分布等前提条件，可有效避免传
统数学计量模型的局限性。具体模型[29]如下：
n

n

P D,U = 1 - 1 2∑ni σi2
nσ i = 1
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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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D,U 为要素 D 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力；n 为研究区样本数 （个），n=55；σ2 和σi2 分别

为所有区域与次级区域的方差；m 为次级区域数 （个）。σ2≠0，模型成立。 P D,U 的取值区

间为 [0, 1]， P D,U 的值越大，说明要素 D 对乡村旅游热度的影响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2 结果分析
2.1 时间演化
2.1.1 时序变化特征
运用乡村旅游景点热度测评模型计算
2009—2017 年 江 苏 省 乡 村 旅 游 景 点 热 度
值。2009—2017 年间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
值呈“S”型变化轨迹 （图 1），大体可划分
为缓慢发展、快速发展与稳定发展三个阶
段。江苏省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但前期产品
层次较低，发展速度较慢。2012 年开始的
村庄整治计划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契
机，2013—2015 年间江苏省乡村旅游进入
图1 2009—2017年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年度变化
快速上升期。尤其 2015 年底印发的 《江苏
Fig. 1 Annual count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in Jiangsu
省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6—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2018） 》 为 乡 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江苏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现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2.1.2 季节变化规律
从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月统计图 （图 2） 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热度的季节变化总
体上呈“三峰四谷”特征，4 月、8 月和 10 月构成“三峰”；1 月、6 月、9 月和 12 月形成
“四谷”。总体看来，江苏省乡村旅游旺季在 4 月、8 月和 10 月，淡季为 1 月、6 月、9 月
和 12 月。4 月前后正值春季花开时节，是乡村旅游观光游的最佳选择时段；10 月是秋季
采摘的黄金时期，再加上清明、国庆闲暇时间的增加，对乡村旅游出游起到很大的促进

图2

2009—2017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月统计图

Fig. 2 Monthly count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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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8 月正值暑期，亲子游是这一时段的乡村旅游主体。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类型的
乡村旅游景点受季节影响不同。休闲观光类景点受季节影响最大，主峰最为突出，农业
科技类景点的热度值受季节影响较小，主峰特征不是很明显。反映了乡村旅游热度与乡
村旅游景点的资源类型和客源主体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2 空间演化
2.2.1 空间趋势演化
明确乡村旅游热度空间趋势变化有助于整体把握乡村旅游冷热格局演化的过程与机
制。趋势面拟合结果显示 （图 3），研究时段内，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空间趋势线基本
保持“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布局态势，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南部和东部
为乡村旅游的高热度区域。同时注意到，不同方向上的趋势线变化存在差异，南北方向
上的趋势面过渡较为陡峭，而东西方向上的趋势面过渡趋于平缓，意味着乡村旅游热度
在南北方向上的分异特征更为明显和强烈。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热度作为地区乡村旅游
吸引力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其空间表现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丰度等的
空间差异以及旅游支撑系统的空间配置高度一致。

注：绿线表示东西方向，蓝线表示南北方向。

图 3 2009—2017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空间趋势面拟合
Fig. 3 Trend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2.2.2 空间结构演化
趋势面分析直观地表达了乡村旅游热度的空间分布趋势，为进一步探究其空间结构及
演化特征，利用 ArcGIS 10.2 对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进行核密度制图 （图 4）。结果显示：

注：c 图中灰色代表“c”字形空间结构。

图4

2009—2017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核密度分布

Fig. 4 Kernel density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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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空间结构特征突出，分布层级明显，具体表现为苏南区连
片高密度分布，苏中区局部集聚，苏北区零星散落布局，形成了以苏州、南京、盐城为
核心的“C”字形空间结构，基本规定了江苏省乡村旅游流的整体脉络和格局。乡村旅
游空间结构特征是自然本地和资源禀赋综合差异的反映，苏北地势平坦，具备农业生产
的基础条件，但由于接待服务设施配套薄弱，生态环境较差，客源吸引能力有限；苏南
经济基础雄厚，设施配置完善，生态环境优越，具备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区位。
（2） 近十年来，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空间结构呈现出“单核—双核—三核”的演化
过程。2009 年，乡村旅游热点区集中于苏南地区，其中苏州的乡村旅游热度最为突出；
2013 年，热点区进一步向西北扩散至南京；2017 年，苏中地区的盐城市周边也逐渐成为
乡村旅游热点区，现已形成以苏州、南京、盐城为核心的三大集聚区。总体来看，江苏
省乡村旅游表现出从南向北逐步扩散的演变趋势，但高热度值仍显著集聚在苏南地区。
由此不难看出，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存在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现象，区域之间
的相互影响对于乡村旅游热度的扩散和空间结构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区域间应打破传
统的地带区划，开展跨区域旅游开发与合作。
2.2.3 县域格局演化
趋势面分析与核密度估计一定层面上揭示了乡村旅游热度的总体分布规律，但无法
精确判别各研究单元的集聚状态。因此，本文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利用 ArcGIS 软件的热
点分析方法精确识别乡村旅游热度的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即热点区和冷点区。首
先计算出各县域的 Gi*得分，继而采用 Jenks 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三个典型年份的
Gi*得分值从高到低分成四类，并考虑到结果的可比性，参照曹瑞芬等[30]的处理方法，对
各年份冷热区划分的区间值进行了统一，进而生成乡村旅游冷热格局演化图 （图 5）。结
果分析如下：

图5

2009—2017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冷热格局演化

Fig. 5 Hotpot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1） 冷热点格局演化。数量变化上，随着乡村旅游热潮的到来，2009—2017 年江
苏省乡村旅游热点地区不断增多，热点区与次热点区由 2009 年的 11 个增加到 2017 的
21 个，所占全省县域数量的比例由 20%上升至 38.2%，冷点区与次冷点区数量明显减
少，尤其是冷点区由 28 个急剧降低到 10 个，数量占比由 50.9%降为 18.2%。空间分布
上，2009 年热点区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形成明显的乡村旅游热度高值集聚区，向北
逐渐演替为冷点区，冷热格局的梯度变化较为明显；到 2013 年，高值集聚区开始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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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向推移，南京市由次热点区升级为热点区，苏中地区由冷点区跃迁为新的次热点
区；2017 年，热点区进一步向东北方向扩散，苏中地区升级为热点区，苏北地区也由冷
点区升级为次冷点区。总体来看，热点区有自南向北扩散的趋势，但苏南地区仍然占据
江苏省乡村旅游的半壁江山。
（2） 县域热度变化。盐城、兴化和东台、射阳变化程度最大，分别由次冷点区和冷
点区跃升为热点区和次热点区。苏州、无锡、昆山和句容、宜兴、江阴、张家港、常熟
一直是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扬州、扬中、泰兴、海安、宝应、淮安、泗阳、宿迁、涟
水、阜宁和如东、海门、启东、丰县、沛县、徐州分别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乡村旅游
热度变化不大。其他县域中，除常州、靖江、南通在个别年份出现了逐级减弱外，其他
24 个县域均表现为逐级增强。可以发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县市乡村旅游热度较
高，对周边地区的扩散作用也较大。苏锡常等相对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旅游、信息、
交通等联系更加频繁与密集，带来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体验宣传、管理服务等较多合作
与发展机会，乡村旅游热度日益增强，并形成区域间乡村旅游集聚区。相对来说，苏北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再加上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在乡村旅游竞
争中无法形成对等的地位与优势。
2.3 冷热格局演化的成因解析
2.3.1 指标选择
乡村旅游作为发生在乡村地区的一种新型旅游形式，具有传统旅游项目的共同特
性，其旅游空间格局演化受到传统旅游吸引物空间布局的影响，但乡村旅游有着自身的
鲜明特征，如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来自城市，出游方式以自驾为主。因此，本文参考相
关研究[31,32]，在县域数据可获得基础上，充分考虑乡村旅游的客源特征，以旅游引力模型
为基础，选取吸引力、驱动力、保障力、调控力四项基础要素，遴选经济发展水平、交
通便利程度、接待服务能力、旅游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条件、政府政策导向六项指标作
为探测因子，具体指标及因子的选取依据和数据来源如表 2 所示，并构建乡村旅游冷热
格局演化影响机制分析框架 （图 6）。
2.3.2 因子探测
以各县域范围内乡村旅游景点热度值作为因变量，以上述六项探测因子作为自变
量。由于地理探测器善于分析类别变量，故首先借助 K-means 分类算法对各因子变量进
行离散化处理，然后运用 GeoDetector 软件分别计算出 2009 年、2013 年和 2017 年各因子
的 P D,U 值，结果如表 3 所示。
（1） 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热度的影响值从 2009 年的 0.612
上升到 2013 年的 0.671，但在 2017 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出游行为选择
存在收入“拐点”，当居民收入达到一定的“拐点”后，经济变量的影响将不再显著。在
居民收入有限时，旅游决策对经济收入具有高度依赖性，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参
与旅游的可能性就越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旅游观念也随之
发生改变，旅游者出游决策更加灵活和独立，不再仅仅依赖于经济收入。江苏省乡村旅
游南热北冷的空间格局以及北向扩散的演变趋势，正是体现了以上规律。
（2） 交通便利程度。表 3 显示，交通便利程度在 3 个典型年份的 P D,U 值均大于 0.7，
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说明交通条件对乡村旅游热度的影响显著且深远。交通网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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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乡村旅游冷热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
Table 2 Index syste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表征因子

因子解释

数据来源

人均可支配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基础，可从供需两个方 各县市统计年鉴
收入
面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用于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的影响
公路里程数 公路交通是乡村旅游的主要交通方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景点的 各县市统计年鉴
可进入性，本文选用公路里程数来衡量交通条件对乡村旅游的驱
动作用
星级饭店数 星级饭店、旅行社是旅游服务接待能力的重要表征因子[33]，但考虑 各县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
到乡村旅游以自助游为主，旅游社影响作用不大，故选用星级饭 公报、统计年鉴
店数这一因子来表征
星级景点数 乡村旅游星级景点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代表了区域旅游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公
资源的富集程度，是吸引游客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星级景点数 布的星级景点评定文件
成为学者衡量旅游资源禀赋的常用表征因子[34]
空气质量优 空气质量已成为影响旅游需求和偏好的一大因素，考虑数据的可 数据来源于各县市环境质量公报
劣率
获取性，本文选取空气质量优良率来表征生态环境条件对乡村旅 及统计年鉴，如无直接统计，可
游热度的影响[35]
由空气优良天数除以年天数
（365） 计算得到
旅游总收入 政府部门往往通过资金投入发挥其政策导向作用，旅游投资比例 数据来源于各县市统计年鉴和国
占 GDP 的 是较为理想的表征因子，但大多县市并未将这一指标纳入官方统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若
比例
计，为此，学者多选取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比例来替代 （该指标 无旅游总收入直接统计值，则由
可反映出旅游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地位，是政府政策导向作用的综 旅游外汇收入乘以当年汇率再与
合体现） [36]
国内旅游收入求和得到
注：个别县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数据缺失，采取插值的方式补充完善。

大变化和交通技术的革新均会促使乡村旅
游空间结构的演变，尤其是高速公路网的
完善对于以自驾游为主的乡村旅游发展意
义重大。2009 年江苏省全面建成了“四纵
四横四联”高速公路网，使得客源地与目
的地、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联系强度得
以提升，促使苏南地区形成乡村旅游集聚
带，且进一步影响着苏中及苏北地区，反
映了交通条件的改善对乡村旅游热度提升
的重要作用。乡村旅游资源大多分布在山
区、丘陵地带，交通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关 图 6 乡村旅游冷热格局演化的影响机制分析框架
键，应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构建乡村道路 Fig. 6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to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网，破解“最后一公里”及停车难问题，

表 3 2009—2017 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影响因子 PD,U 值
Table 3 Determinants PD,U value of rural tourism popularity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年份

经济发展水平

交通便利程度

旅游资源禀赋

生态环境条件

接待服务能力

政府政策导向

2009

0.612

0.738

0.508

0.402

0.892

0.421

2013

0.671***

0.781***

0.623***

0.512**

0.827***

0.522**

2017

0.418

0.825***

0.566**

0.536**

0.804***

0.633***

***

***

**

注：***和**分别表示影响因子在 0.01 和 0.05 置信水平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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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游客更加高效便捷的旅游需求。
（3） 接待服务能力。2009—2017 年间，接待服务能力的影响力排名一直位于前三
位，且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说明区域接待服务能力是保障乡村旅游客源的重要条件。
以星级酒店为代表的旅游服务设施质量和服务水平决定着游客的感知体验，尤其是在体
验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共同作用下，旅游者通过旅游网站、个人社交平台等渠道分享旅游
感知和体验，影响着潜在游客的选择倾向，进而影响实际客流量。苏南地区旅游服务设
施分布密度高，等级及服务质量也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使得苏南地区始终是江苏省乡村
旅游的高热度区。苏北地区乡村旅游接待设施配套不够完善，游客感知体验较差，致使
其市场占有率较低，吸引力与竞争力不高。
（4） 旅游资源禀赋。表 3 显示，虽然旅游资源禀赋的探测值在各研究年份均大于
0.5，但其影响程度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资源禀赋水平在乡村旅游发展早期起到决
定性作用，乡村物质或非物质旅游资源富集且优越的地区乡村旅游吸引力强，往往会首
先形成区域性旅游中心。然而，随着旅游层次的提升和新型旅游产品的出现，旅游资源
禀赋的影响程度逐渐弱化。例如，扬州市虽然在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上占有优势，但并未
形成明显的乡村旅游热点区；而盐城市在资源条件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当地
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开发了荷兰花海、恒北新村等一批乡村旅游特色产品，成为苏中
地区重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热度与日俱增。这也佐证了前人仅以景点的多寡
与聚散来描述乡村旅游热度差异的片面之处。
（5） 生态环境水平。因子探测结果显示，生态环境影响的显著性在 2013 年开始显
现，且其影响力表现出不断增强的变化趋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以
创造金山银山”，优良的生态环境质量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引力源，更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根基所在。随着大健康时代的到来，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目的选择的
决定因素之一，而较差的生态环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潜在旅游者流失，对乡村旅游市场
产生负面效应，这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趋向以及目标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 政府政策导向。政府政策导向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乡村旅游发展，是
乡村旅游时空演化的外在调控力。从各年份的 P D,U 值来看，政府导向的影响力已经由不
显著变为显著，成为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例如，兴化市近年来通过转换
发展思路，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垛田特色增加投资，逐步从因工业污染严重的不锈钢
产业基地发展为环境优美、百姓致富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成为苏中板块的高热点区。下
一步应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通过合理布局、要素优化来实现乡村旅游吸引力
的提升，积极引导乡村旅游投资由南向北扩散，为江苏北部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新
动力，开拓新思路。
2.3.3 成因解析
乡村旅游热度时空演化过程是各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是
乡村旅游热度空间演变的直接驱动力，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是重要的吸引力要素，接待
能力和政府导向则分别起着内在保障和外在调控的作用。前文分析可知，各要素在不同
时期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交通条件和接待能力在 3 个研究时段均产生重要影响，其他
因子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段存在一定差异。2009 年，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主要影响因子，
对乡村旅游热度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直接影响江苏省乡村旅游冷热格局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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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013 年，资源禀赋和政府导向的作用开始呈现；2017 年，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江苏
省乡村旅游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逐步减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
响力日益凸显。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旅游需求由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向更加重
视特色化、品质化转变，交通条件、接待能力、生态环境必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乡村
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主导因素。

3 结论与讨论
面向公众服务的旅游网站数据包含旅游时间、地点、感知等属性信息，具有数据丰
富、实时性强的特点，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提供了数据源。同时 Python 等数据挖掘技术
的进步为数据获取提供了技术支持。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旅游大数据的
乡村旅游热度测评方法。在此基础上，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江苏省乡村旅游冷热格
局及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对格局演化成因进行解析。研究结果表明：
（1） 时间上，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年际变化特征及季节变化规律明显。年际变化
呈“S”型演化轨迹；季节变化呈“三峰四谷”特征，淡旺季分明。总体来看，不同类型
的乡村旅游景点受季节影响不同，而休闲观光类景点受季节影响最大。
（2） 空间上，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区域差异显著，整体表现为“南高北低，东高西
低”的空间特征，冷热格局的梯度变化较为明显。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空间结构经历
了“单核—双核—三核”的演化过程，目前呈现出“西进北拓”的扩散趋势。
（3） 乡村旅游热度时空演化与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交通条件、接待能力、生态环
境、政策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不同时段各因素影响强度各异。其中，交通条件、接
待能力一直是主导因素；经济水平对乡村旅游发展早中期的热度提升有显著影响；资源
禀赋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生态环境和政策导向的正向影响力不断增强。
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尝试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实
用性方面有利于明晰乡村旅游热度时空演化特征，深化区域乡村旅游发展认知，对乡村
旅游区域合作、规划与决策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
由于现阶段旅游大数据还存在着人群异质性、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尽管研究结果较好地
切合了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但测评模型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仍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
步通过实验、模拟等手段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受到统计年鉴数据类型、数据内容及地
域间数据差异的限制，乡村旅游热度驱动机制研究仅基于县域尺度进行了分析，如能针
对不同类型景点对其热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能对乡村旅游发展与规划的指导价值和
意义更大。为此，本文在测评模型构建与验证、方法创新以及影响机制研究方面尚有较
大改进空间，今后仍需继续努力与探索，以期做出更具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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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 identification and cause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website data:
Take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RONG Hui-fang1,2, TAO Zhuo-min1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Resource Environment College,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247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the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covering the rural economy, especiall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us, rural tourism is not only the focu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but also a hot topic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travel websites, social
software and other online platform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ools to obtain travel information,
make travel decisions, and share travel experiences. Tourism big data provides data sources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rural tourism research. Based on data of tourism network,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rural tourism hotspots.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trend surface, nuclear density estimation and hot spo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old and hot patterns of rural tourism, and reveal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volution with the help of geographic dete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changes of rural tourism heat are obvious. The annual change presents s an
"S" shaped evolution track, seasonal vari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peaks and four
valleys", but the degree of seasonal influence on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s
slightly different. (2)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tourism in Jiangsu province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of "mononuclear-dual-nuclear-trinuclear" in 2009-2017, but its heterogeneity is still
significant, basically maintaining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south and east
regions, while low in the north and west regions". The hot spots are concentrated in southern
Jiangsu and gradually evolve into cold spots in the north.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shows a trend of "expand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north". (3) There are obvious strength
differences and time variations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and
reception capacity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resource tends to declin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 orientation on rural tourism is increasing. Hotspot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network
data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rural tourism. In terms of
practicability, it is helpful to clarif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d and hot patterns of
rural tourism so as to provid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rural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big data; hotspot identification; evolution; cause; Jiangsu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