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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当前 ，旅游 目的地客源市场细分仍然大量采用单一变量作为市场细分依据 ，这在一 定程度上 忽视 

了细分市场形成的复杂条件 ．使客源市场细分缺乏 实用价值 旅游消费行为研 究是旅 游市场研究的起 点和基础 ． 

旅游消费行为的模式化差异应当成为客源市场细分的根本依据 文章结合旅游景区市场调查案例．采用统计手 

段处理有关市场数据．对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全部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 ．发展 了一种基于市场信．6-监控和数据 

统计分析 的多因素复合市场细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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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根据经典营销理论研究旅游市 

场 ，采用地理 、人 口、心理 、行为 四类变量对旅游客 

源市场进行细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地理变 

量进行 的客源市场细分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明确细 

分市场边界还可对后续的区域营销提供借鉴．因而 

被广泛采用。但是。传统细分方法在变量取舍方面 

缺乏系统的科学方法．这使得采用上述变量的客源 

市场细分实践效果差强人意。事实上 ．上述 四类变 

量均为旅游消费行为的产生背景 ．它们 只是从不同 

的方面来 间接解释旅游消费行为 ．旅游消费行为差 

异才是上述变量背后对市场进行细分的根本差异 

因此．将多变量复合方法引入旅游 目的地客源市场 

细分并将旅游消费行为的模式化差异作为客源市 

场细分的根本依据．对于更加科学准确的进行旅游 

目的地客源市场细分是有帮助的 
一

、旅游消费行为模式 

狭义的市场乃是需求的集合．旅游需求直观的 

表现为旅游消费行 为 。因此 ．旅游消费行为研究在 

旅游市场研究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刘少和『l_指 出．旅 

游消费行为研究是旅游市场营销的逻辑起点 随着 

近年来国内外旅游市场研究的深入 ．不 同学者[71-[19] 

结合案例对乡村旅游者、大学生、教师及女性等不 

同群体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大多 

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成果丰富却难以复制．理 

论价值有限．研究方法也缺乏突破。因此有学者相 

继展开旅游市场研究方法上的探索．杜宗斌嘲对传 

统旅游市场细分进行了反思．指出其存在缺陷．马 

立萍等[31认为数据挖掘技术的引入将使旅游市场细 

分更加科学 ．张亚卿等 采用心理变量作为基础指 

标进行 旅游市场研究 ．林增学f5J对旅游者消费行为 

模式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梳理．认为旅游消费行为 

模式研究是旅游市场研究 的重要领域 市场营销的 

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 ：市场细分是旅游营销的基 

石．而需求特征是市场细分的依据：消费行为是需 

求的直观表现．往往表现出群体化和模式化的趋 

势。因此。旅游消费行为模式作为客源市场细分的 

标准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旅游消费行为模式是指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 

在主观特征和客观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形成 的．相对 

稳定的 、具模式化和倾向性的旅游消费行为方式 ， 

包含了旅游动机形成、旅游决策制定、消费方式选 

择、旅游产品评价等倾向性行为方式。旅游消费行 

为模式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缓慢且渐进 的过程 ．其相 

对稳定性和模式化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将之作为旅 

游市场细分的标准 本文以江苏省无锡市鼋头渚景 

区为例．开展基于旅游消费行为模式的旅游市场细 

【收稿Et期】20l1—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0YJCZH246)；江苏省文化科研项目(09YB11)；常熟市科技发展研究丰软科学 

项 目(CR201012) 

【作者简介】沈敏(1982一 )，女，江苏无锡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教育与旅游营销；周永博(1982一 )，男，山东临沂 

人 ，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营销 、旅游文化 、旅游景观。 



沈敏 ．周永博 ：旅游 目的地客源市场细分方法创新研究 第 3期 

旅游者内在因素 i 旅游者外在因素 

j 

图 1 约翰．斯沃布鲁克等旅游消费决策影响因素模型[21 

分方法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和 

界定旅游消费行为模式．并以此为基础给出了相应 

的旅游市场细分建议 

二、客源市场调查设计与概况 

梅 奥(Mav0，E．)和贾 维斯 (Javis，L．)[201将影 响 

旅游决策的因素划分为 内部心理 因素和外部社会 

因素两部分，其中，内部心理因素包含了感知、学 

习、个性、动机和态度，而外部因素则是个体之外对 

旅游消费产生驱动的全部因素 ．包括文化与亚文 

化、社会阶层、角色与家庭、参照体系。约翰．斯沃布 

鲁克等『21]研究了旅游决策的复杂过程．认为旅游消 

费决策是外界因素作用于消费主体的结果．并由此 

提 出一个结构简单而 内容复杂的休 闲决策影响因 

素模型(见图 1) 

本文结合前人研究并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将 

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微观因素界定为两类 ：长期养 

成因素和情景刺激因素 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长期 

养成因素指旅游者的个人和环境条件 ．这些因素通 

过塑造旅游者的价值观来影响旅游者看待和消费 

旅游产品的方式 ：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情景刺激因 

素指旅游市场营销组合，这些因素能够推动旅游消 

费行为向营销期望的方向发生偏移 旅游消费行为 

模式的形成是长期养成因素和情境刺激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研究者在景区发放问卷 240份 ．回收有效问卷 

216份，问卷设计概况如下(表 1)。 

表 1 调查 问卷的问题分布 

问卷部分 问题类型 问题数量 

公关和形 象在旅游消费行为中的作用 A部分 6 

和影响(Public relations) 

产品的不 同属性在旅游 消费行 为中的 
作用 和影 响(Product) 17 

促销 方式 在旅游 消费行 为中的作用 和 B部分 8 

影 响(Promotion) 

价格水平在旅游消费行为 中的作用和 2 

影响 fP?ice) 

渠道选择在旅游消费行为 中的作用和 
影响 fPlace) 1 

C部分 旅游者的人 口统计特征 (People) 7 

共计 40 

问卷分析显示 ．样本男女性别 比例为 51．4％和 

48．6％：处 于 19岁 到 38岁年 龄 段 的样 本 比例 

77．8％：95．8％的样本为高中以上学历 ，其中接受大 

学教育 的样本 比例为 63．4％；学生 、知识分子 、白领 

和管理者 占全部样本比例为 75．9％．其 中学生在全 

部样本中占41．2％；单身、新婚和有子女抚养家庭 

成员 占全部样本 的 87．5％．其中单身游客 占全部样 

本的 53．7％：年收入在 60 000元 以下的游客 占全 

部样本的 86．1％．其中年收人在 40 000元以下的 

游客 占全部样本的 75．9％．调查结果与该景区国内 

游客状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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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根据游客对客源地和 目的地之间的感 知 

距离排序 ．采用德尔菲法对全部样本的客源地进行 

排序．将全部样本的感知距离分为由近及远的7个 

水平 (见表 2)，样本数量随感知距离衰减规律如图 

2所示。 

表 2 样本 感知距离排序状况 

感知距离水平 客源地范 围 排序 

当地游客(76例) 无锡市 0 

感知距离水平为 1(32例 ) 苏州市 、常州市 1 

感知距离水平为 2(35例 ) 上海市 、南京市 2 

镇江市 、泰州市 、扬卅l市 、南 感知距离水平 为 3(32例 ) 3 

通市 、杭州市 

宿迁市 、盐城市 、徐州 市 、淮 感知距离水平 为 4(23例 ) 4 

安市 、连 云港市 

北京市 、成都市 、济南市 、广 感知距离水平为5(15例) 5 

州市 、深圳市 、天津 市 

感知距离水平 为 6(3例 ) 哈尔滨市 、大 同市 、兰州市 6 

感知鼯离排序为6 

感知趣离排序为5 

感知距离撵序为4 

感知距离排序为3 

l感知距离{霉序为2 

感妇距离捧序为1 

当地游客 

● 

——■ ●——-  

i 

l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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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调 查 样 本数 量 随感 知 距 离 衰 减 规律 

结合表 2和图 2．我们可 以发现 ：景区游 客主 

体来 自沪宁一线城市 ，其 中来 自无锡 、苏州 、常州 、 

南京和上海的样本占到66．2％．长三角区域游客占 

样本总数的 81％．样本数量随感知距离增大而衰减 

的趋势明显 

三、基于旅游消费行为模式的旅游市场细分 

研究首先根据问题的相关度将问卷 A、B两部 

分的问题进行了删减 ．最终纳入因子分析 的问题共 

计 19个．采用 SPSS16．0进行因子分析后．形成 9 

个公因子．其累积贡献率为80．285％ 本文根据 9 

个公因子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分别命名为：(1)广 

告与节事因子；(2)消费者先验因子；(3)服务质量 

因子；(4)设施环境因子；(5)产品价格因子；(6)资 

源禀赋因子；(7)旅行社因子 ；(8)交通条件因子 ；(9) 

历史文化因子．详见表 3 

36 

表 3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变 广告 
与节 消费者 服务 设施 产品 资源 旅行 交通 历史 

量 先验 质量 环境 价格 禀赋 ： 条件 文化 事 

Q1 ．244 ．721 ．084 ．13l 一．092 ．188 ．060 ．127 ．166 

Q2 ．233 ．828 一．024 一．005 ．104 ．118 ．056 一．086 ．037 

Q3 ．223 ．854 一．009 ．082 ．095 一．051 ．062 ．o41 ．042 

Q5 ．414 ．562 一．053 ．191 ．065 一．328 ～．019 ．152 ．224 

Q7 一．002 ．1O9 一．025 ．19O ．068 ．844 ．107 ．206 ．148 

Q11 ．143 ．12O ．347 ．723 ．078 一．078 ．141 ．070 ．170 

Q14 ．082 ．119 ．198 ．790 ．058 -3l7 一．079 ．070 一．100 

Q17 ．087 ．056 ．139 ．096 ．046 ．172 ．047 ．943 一．o21 

Q2o ．037 ．047 ．877 ．198 ．075 一．038 一．065 ．088 ．053 

Q21 ．163 一．050 ．870 ．171 ．004 ．040 ．087 ．053 一．058 

Q24 ．731 _351 ．099 -215 一．067 ．108 ．107 一．056 一．107 

Q25 ．827 ．2l2 ．143 ．174 ．040 一．048 一．088 ．064 一．063 

Q26 ．867 ．111 ．036 一．006 ．034 ．022 一．038 ．064 ．000 

Q27 ．790 ．199 ．093 一．060 ．085 ．049 ．069 一．009 ．168 

Q31 ．697 ．186 一．040 ．063 ．274 一．128 一．037 ．078 ．299 

Q32 ．169 一．077 ．058 ．149 ．839 一．132 ．033 ．074 ．200 

Q33 ．040 ．291 ．048 一．O50 ．761 ．358 一．023 一．029 一．205 

Q34 一．0l9 ．114 ．022 ．031 ．012 ．085 ．972 ．044 一．006 

Q4 ．170 ．50O ．009 ．039 ．065 ．243 一．0l3 一．053 ．707 

在案例景区．以上 9个因子共同构成影响消费 

行为的因素体系 由其排序我们不难看出：就案例 

而言．市场营销因素在影响旅游消费行为方面作用 

突出．市场营销成败在促成旅游者消费决策方面远 

比旅游产品的先天素质重要 ：在旅游市场营销组合 

中。促销和公关是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首要因素， 

这是由旅游产品公共产品的属性所决定的——在 

面对数量多且散布广的旅游消费者时 ．通过塑造 良 

好的公众形象并借助现代媒介宣传 自己．通过“拉 

式”营销策略将旅游者吸引过来 ．无疑是最高效的 

营销手段 此外 ．在该景区产品的众多属性中．服务 

与设施 因素在影 响旅游消费行为方 面的重要性要 

高于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和历史文化，这说明在历 

史文化因素不能单独构成旅游吸引力的情况下．一 

次舒适的旅游消费经历成为消费者的首要追求 

研究随后将样本在 9个因子上的得分和标准 

化处理后的人El统计指标数据纳入聚类分析．经反 

复尝试发现：将全部样本聚为 8类时．能够实现基 

于旅游消费行为模式的市场细分 如图3所示．各 

类别 所 占 比重 分别 为 ：1．39％、62．5％、26．39％ 、 

4．63％ 、1．39％ 、1．39％ 、0．46％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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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细分市场及其特征 

细分 市场及其命名 人 口统计特征 旅游消费行为特征 

更易被广告宣传和节事活动所 吸引 ： 

青年人群 对旅游交通条件要求不高 ： 

大学教 育为 主 倾 向于忽视旅游产品的口碑和声望 ： 

知识 阶层 对旅游服务的质量要求不高 ： 青年 知识群体 

单 身为主 对景区旅游设施 和 自然环境不敏感 ： 

收入较低 对旅游产品价格较敏感 ．但并 不将价格作为最重要的选择依据 ： 

沪宁苏锡常 及周边地市 了解历史文化 ．但历史文化吸引无法单独构成其旅游消费 的理 由： 

旅行社 在旅游消费 中的作用有限 ： 

巾青年人群 重视旅游产 品的声望和 VI碑 ： 

高 巾以上教育 重视旅游服务质量 ： 

自领阶层与私营业主 对旅游设施和环境要求不高 ： 社会 财富骨 于 

单身和满巢家庭 为主 对旅游产品价格不敏感 ．承受力较强 ： 

收入中等偏 高 重视旅游产品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 ： 

沪宁苏锡常地区 旅行社在旅游消费中的作用很小 ： 

包括各年龄段 对旅游交通要求很高 ： 

无 高等 教育经历 对旅游产品先期了解很少 ．不 重视旅游产品的 口碑和声望： 

劳动阶层 对旅游服务质量期望值较高 ： 

劳动群体 团队 以满巢家庭 为主 ．单身 与空巢家庭 对旅游产品的设施 和环境要求较高 ： 

为辅 对旅游产品的价格敏感 ： 

收人水平低 倾 向于忽视旅 游产 品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 ： 

沪宁苏锡常 以外的国内其他地 区 旅行社在旅游 消费 中起决定性作 用： 

1．3 

图 3聚类分析后 ．各类样本 比重 

占全部样本 93．52％的 2、3、4三类游客构成了 

鼋头渚景区的市场主体 ．对它们的因子得分情况进 

行比较 ，结果如图 4所示 

分析第 2类样本发现。该群体以 19岁到 28岁 

为最多 ．占总量 的 65．2％．19岁到 38岁之间的人 

数．占全部样本的84．5％ 该群体中接受过大学教 

育的人占总量的 71．9％．其次为高中和中专教育水 

平．占到20．7％．两者合计占样本总量的91．7％。该 

群体以学生为最多 ．约占 63％，此外 ，知识分子和管 

理者各 占 14．1％和 12．6％．三者共同构 成了 2类群 

体的主体 由于该群体的年龄比较低．所以普遍处 

于单身、新婚和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家庭阶段．其中 

单身占65．2％．新婚 占 12．6％．有子女需抚养者占 

13-3％ 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高．年收入低于 40 

000元者 占绝大多数．比例为 92．6％．半数以上的人 

年收入不足 20 000元 感知距离排序在 4以内的 

游客 占到全部 2类样本的 91．9％．这显示了 2类游 

客主要来 自以沪宁城市带为主的长三角地区及江 

苏省内各地 2类样本所代表的细分市场规模较 

大 ．在与其他细分市场相 比我们可 以发现 ．该群体 

的旅游消费行为特征是：对广告宣传和节事营销敏 

感度高 ．比较容易被一些创意广告和节事活动所吸 

引 ；由于空间距离较近 、行动能力较强 ，他们对交通 

条件的要求低于其他群体：由于该群体普遍年轻， 

旅游产品 口碑和声望对其影响尚未深入 ：对旅游服 

务质量、旅游设施和环境条件不敏感 ；对旅游产品 

的价格较为敏感 ．但并不把价格作为旅游消费选择 

的最重要因素 ：对旅游产品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 ， 

但缺乏关注．历史文化因素不能单独构成其消费理 

由：旅游消费部分借助旅行社这一渠道，但旅行社 

起到的往往不是决定性作用 根据其人 口统计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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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旅行 

广告与节摹 

．一．-一．2类样本 删 3类样本 —■一4类样本 

图 4 三大主要细分市场样本 因子得分 比较 

费行为特征．本文将 2类样本所代表 的细分市场命 

名为“青年知识群体” 

分析第 3类样本发现 ：该群体以 29岁到 38岁 

为最多 ．占总量 的 43．9％，其次是 19岁到 28岁之 

间的人数．占全部样本的28．1％．再次是 39岁到 48 

岁之间的人数．占总量的 21．1％．三者合计 占3类 

样本总量的92．9％ 该群体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占 

总量 的 59．6％．高 中和 中专 以上 教 育水平 者 为 

100％。白领、管理者、私营业主和其他职业者，约占 

该群体总量的 91．2％．它们共同构成了 3类群体的 

主体 样本中．单身阶段者占35．1％，有子女需要抚 

养者 占35．1％．其他各类家庭阶段者不足三成 该 

群体的人均年收入的中位数为 50 000人 民币 ．年 

收入 40 000元 以上者占 63．2％ 感知距离排序在 3 

以内的游 客占到全部 3类样本的 87．7％．这显示了 

3类样本主要来 自以沪宁城市带 为核心 的长三角 

地区．集中度略高于 2类样本。3类样本所代表的 

细分市场占据景区游客的四分之一强．与其他细分 

市场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该群体的旅游消费行为特 

征是：重视自身对旅游产品的先期经验 ，主要表现 

在重视产品声望和15碑 ：重视旅游服务质量．但对 

服务质量要求并不像想像中那样高：对旅游产品的 

设施和环境要求相对较低：对旅游产品的价格有较 

强的承受力：旅游审美情趣较高．关注旅游资源禀 

赋和历史文化因素：旅游消费行为中．旅行社介入 

程度低，消费选择 自由度高。根据其人口统计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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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费行为特征 ．本文将 3类样本所代表 的细分市场命 

名为“社会财富骨干” 

分析第 4类样本发现 ：该群体年龄分布较为平 

均 该群体无样本接受过大学教育，高中和中专以 

上教育水平者为 70％．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者占 

30％ 工人和农民占该群体总量的90％．共同构成4 

类群体的绝对主体 有子女需要抚养样本占40％． 

单身和子女已独立生活样本各占20％．三者共计占 

比 80％ 该群体的人均年收入全部低于 40 000人民 

币 ．其中年收入 20 000元以下者 占70％。4类样本 

感知距离排序全部在 3及 3以上 ．其中半数样本排 

序为 3．这显示 4类游客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 

除沪、宁、苏、锡、常以外的其他地市以及国内其他 

地区 4类样本所代表的细分市场占景区游客的比 

重低于 2、3类样本 ，在与其他细分市场的 比较中， 

我们可发现其旅游消费行为具有以下特点：旅游消 

费中旅行社参与度高．选择自由度低．由此可以推 

断 4类样本所代表的细分市场主要是一些团队游 

客：自身对旅游产品的先期经验少．不太重视产品 

声望和口碑：在感知距离较远的情况下．4类样本 

对旅游产品的各项属性期望值都比较高．所以他们 

对旅游服务质量、旅游设施和环境以及交通条件的 

要求相对较高，评价相对较低 ：对旅游产品的价格 

比较敏感：缺乏旅游审美情趣．对旅游资源禀赋和 

历史文化因素缺乏关注 根据其人口统计和消费行 

为特征，本文将 4类样本所代表的细分市场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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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群体团队”。 

四、总结与前瞻 

本文将旅游 消费行为差异作为旅游市场细分 

的根本依据．借助市场调查手段和统计分析方法开 

展旅游市场细分研究。与传统市场细分方法相比， 

该方法有助于对动态复合变量 的分析 ，对实现旅游 

市场营销的模块化诊断有一定意义 。后续研究应通 

过调查变量与分析手段的标准化来实现科学 的旅 

游目的地客源市场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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