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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数据背景下旅游系统模型的重构 
 

李帅帅 1  林雪娇 2  罗欢 3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重构整个旅游系统。现有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系统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到旅游

者层面。一些学者将旅游者视为旅游系统中普通的要素构成，没有把旅游者放在旅游系统的核心位置；同时，在现有的

旅游系统模型中，对旅游者需求的研究多为静态研究，未能全面动态揭示旅游者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需求。而在大数

据时代，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思想，旅游者应该居于旅游系统的核心位置，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需求信息亦将成

为整个旅游系统运行的基石。对这些海量信息的处理则又会将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新的参与者引入到旅游系统的关键位

置上，发挥其处理和传递信息的作用。本文以旅游者的全面需求信息为核心，以数据信息为钥匙，引入搜索引擎等新的

参与者，重构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旅游系统新模型。未来，海量的信息将形成从旅游者开始、最终又到旅游者的闭环传递，

为此旅游系统新模型的构建亦将体现出大数据时代新参与者的关键作用。旅游系统新模型中所提出、而现实中尚未成型

的要素，在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价值领域并激发旅游新业态。此外，旅游系统新模型也为智慧旅游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一些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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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普及而飞速发

展起来的移动互联网，使得海量数据的产生与获取更

加容易。同时，随着 Hadoop 等大数据处理工具的不断

优化，对过去被认为没有价值的海量半结构化以及非

结构化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利用已经成为可能。作为与

互联网紧密联系的旅游业，大数据将是其未来发展的

新动态。在 2014 年清明假日期间，百度最先推出基于

对大数据分析的旅游预测，成功地得出泰山等景点的

拥挤情况，这表明大数据在旅游业中的作用初现端倪。

而近年来盛行起来的服务主导逻辑思想则将旅游者置

于核心位置。因此，在未来，整个旅游系统都会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进行重构，旅游者将是整个旅游

系统的核心，旅游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都将发挥其在

大数据的获取、存储、处理、利用等方面的作用。整

个旅游系统的运转将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信息为核心，

传统旅游参与者之间的疆界将变得模糊，利用大数据

的能力将成为新的竞争优势。 

二、文献综述 

（一）服务主导逻辑 

从亚当·斯密（1776）发表《国富论》开始，商品

与服务二者谁居于主导地位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在

争论初期，由于生产与运输等技术相对落后，经济学

家们在研究商品与服务的问题时均把商品置于主导地

位（李雷等，2013）。这种思想就是长期在争论中处

于优势地位的商品主导逻辑（Goods Dominant Logic）。

商品主导逻辑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而在信息技术

飞速发展的今天，区分商品与服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刘

林青等，2010），而关于谁居于主导地位的争论越来

越没有意义。因此，Vargo 与 Lusch（2004）提出全新

的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 Dominant Logic），试图将

商品与服务统一到服务概念下，进而对一系列的基本

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而非以往将二者视为彼此的对立。

作者简介：李帅帅（1990-），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Email：990988969@qq.com；林雪娇（1994-），

女，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13 级旅游管理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E-mail：1601143910@qq.com。罗欢（1994-），女，山东日照人，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13 级旅游管理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E-mail:1013492012@qq.com。 

1引自《央视多日关注百度预测：精准预测景点人流趋势》，http://www.cctime.com/html/2014-4-8/201448136137511.htm. 



总 01 期                                          管理研究启航                                    2016 年 06 月 

55 

经过学者的接续努力，服务被定义为：经济实体为了

实现各种利益，将自身的知识、技术等专业化能力应

用到行动、流程之中（Vargo 和 Lusch, 2008，2011; 

Womack，Jones，2005；Gronroos，2011）。这种定义

不再将商品与服务分开探讨，而是把具体的商品视为

传递服务的工具（李雷等，2013）。并最终形成了以

10 个基本命题为核心，完善的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体系，

具体包括服务是一切经济交易的基础、所有的经济都

是服务经济、顾客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服务中心观

念必然是顾客导向等。这种逻辑通过独特的视角，对

服务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间接催生了对旅游

的系统构成等方面的再认识。 

将顾客视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之一，改变了以往

在商品主导逻辑下，单纯地将顾客看作价值毁灭者的

观点。同时，服务中心观念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置于

服务的中心位置，这种思想也与越来越挑剔的顾客需

求相契合。事实上，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旅游者作为

价值的共同创造者，其发出的全部需求信息，将体现

出巨大的价值。为了满足旅游者多变的需求，需要不

断地适时获取旅游者需求信息，这也需要将旅游者置

于核心地位。服务主导逻辑观念的提出，使得许多旅

游学术问题有了重新探讨的价值。目前国外已有一些

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服务主导逻辑在酒店管理中

的应用研究（Shaw， 2011）、酒店业中基于服务主导

逻辑的价值共同创造资产研究（FitzPatrick，2013）、

目的地营销与服务主导逻辑研究（Line，2014）、酒

店员工的品牌公民行为与顾客品牌信任方面的研究

（Xie，2014）等。国内学者对服务主导逻辑方面的相

关研究主要有价值共同创造方面的研究（钟振东等，

2014）、服务创新的理论模型方面的研究（刘飞，简

兆权，2014）、电子服务概念方面的研究（李雷等，

2012）以及服务主导逻辑概念演化方面的研究（郭朝

阳等，2012；李雷等，2013）等。 

目前国内关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旅游方面学术研究

仍是空白，而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观点，以及大数据

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都催生旅游学术研究对旅

游系统进行再思考，更新旅游系统的要素构成，并重

构出新的旅游系统模型。 

（二）旅游系统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系统做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先后提出了多种旅游系统模型。在已有的

旅游系统综述研究（李文亮等，2005；郭长江等，2007）

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旅游系统研究的新动态，本文

将旅游系统方面的研究分为以下 5 类：功能导向的旅

游系统、空间导向的旅游系统、要素导向的旅游系统、

系统导向的旅游系统、以及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 

首先，功能导向的旅游系统相关研究是旅游系统

研究的开端。Gunn 在 1972 年提出了旅游功能系统的

基本框架，并于 2002 年对该模型进行了完善，该模型

分为供给与需求两部分，其中供给子系统包括吸引物、

交通、服务、信息、促销 5 部分，彼此间是相互依赖、

互相作用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也先后提出过类似的模

型（Mill，Morrison，1985；杨新军，窦文章，1998；

王家骏，1999），这些模型着重于体现模型中各部分

所发挥的功能，对于解释旅游活动的相互作用具有重

要的意义。但该类模型仅仅注重旅游供给方面功能的

研究，相关研究鲜有涉及到旅游需求方面。 

其次，空间导向的旅游系统也是研究者们重点关

注的方面。在前期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Leiper

（1990）从空间结构的角度提出的模型中要素包括旅

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目的地、旅游通道。经

济状况、自然地理、社会法律等作为旅游系统的环境

环绕在旅游系统的要素周围。其中旅游通道是联合客

源地与旅游目的地的客流与信息流的集合。其他学者

还从旅游系统的空间分层（王祖正等，2007）、旅游

系统的空间结构（翁瑾，杨开忠，2007）、旅游系统

能值分析的空间案例（Lei，2011）等方面进行了相关

研究。这种类型的模型将空间距离等要素引入到模型

中，是对旅游功能系统的升级。关注于客流与信息流

也是这类模型的特点之一，这也为其他旅游流方面的

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 

再次，要素导向的旅游系统也是重要的学术聚焦

点。关于要素构成的相关研究往往会与功能等方面的

研究杂糅在一起，如吴必虎（1998）提出的旅游系统

模型既体现出旅游系统的功能方面，又列举出了旅游

系统的要素构成。这类旅游系统模型往往通过分层列

举的方式对要素构成进行研究（张惠等，2004；阎友

兵，张颖辉，2012；张树民等，2012）。然而，随着

旅游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需要考虑的要素越来越多

（王金伟，2009），很难完全列举出旅游系统的要素

构成，这种模型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 

复次，还有一些学者试图研究系统导向的旅游系

统，其典型代表是 McKercher（1999）提出的旅游复

杂系统模型。该模型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模型中包括旅游者、影响因素、信息向量、以及影响

信息传递的因素等九部分。该模型中的旅游系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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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这有助于解释一些长期

无法解释的问题。该模型的要素包括了旅游者与信息，

与以往的旅游系统模型相比，旅游者在旅游系统中的

地位有所上升。同时，信息在各要素之间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影响旅游者最终做出决策的正是旅游者的信

息获取量。但这类模型注重系统性的同时，往往会使

得相关研究复杂化。 

最后，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相关研究仍然处于

初始阶段。这里所说的旅游者导向是指在研究旅游系

统时越来越重视旅游者的需求方面。在 McKercher 的

模型中，旅游者在相关研究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

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有学者从信

息的角度研究旅游系统，并认为信息是研究旅游系统

的钥匙（李君轶，2011）。而笔者认为，旅游者需求

方面的信息更为重要。还有学者从基于旅游者的旅游

价值（王寿鹏，2011）、智能旅游信息系统（Gretzel, 

2011）、旅游推荐系统（Lucas， 2013；Gavalas，2014）

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

旅游者的导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 5 类旅游系统与技术的进

步以及服务主导逻辑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如图 1）。主

导逻辑随着技术的进步由商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

辑演变。功能导向、空间导向、要素导向的旅游系统

相关研究随着技术的进步必然越来越复杂，而这正是

系统导向的体现。然而，随着服务主导逻辑的盛行，

较高的系统复杂性往往不利于将研究焦点聚焦于旅游

者，因此，逐渐出现了符合服务主导逻辑核心思想的

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这类研究从旅游者自身出发，

既可以简化旅游系统的构成，又具有较为清晰逻辑分

析线路。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对旅游者过去、现在、

以及将来需求信息的获取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旅游系

统中其他要素通过获取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旅

游者。而以往的研究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性，往往

不能全面揭示旅游者的需求信息。 

在大数据时代，应当以旅游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

的需求信息为核心，以这些海量信息的获取、传递、

分析、处理、利用等为要素，重构旅游者导向的旅游

系统模型。未来旅游的核心问题将是如何利用好海量

的数据信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这也符合服

务主导逻辑的核心思想。同时，旅游系统新模型的建

立也可以给智慧旅游建设等方面带来一些新思路。 

 

三、旅游系统模型的重构 

（一）旅游系统模型重构的基础 

1.旅游数据规模的急剧扩张 

近年来，旅游数据已经成为巨大的海量信息空间

（郭鑫，2013），而随着智慧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以及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大数据的获取变得越来

越容易。以往旅游数据的获取，往往依赖于景区、交

通部门等方面的统计，这种统计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而现在，除了传统的数据拥有部门外，百度、谷歌等

搜索引擎也掌握着海量的旅游搜索数据。同时，微博

等新型社交软件的出现带来的海量半结构化、非结构

化的文字、音频、图片、视频等旅游数据信息也逐渐

可以被获取，这些数据信息中往往包含着旅游者过去、

现在、以及将来的需求信息。此外，数据的产生方式

已由传统的被动式、主动式，向自动式转变（孟小峰

和慈祥，2013），数据的自动产生是大数据时代到来

的根源。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旅游者个体都将

是一个移动的海量数据源，以其为中心自动发射出的

海量信息将会加速旅游数据信息规模的扩张。 

2.大数据处理技术日臻成熟 

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是其被充分利用的基础。

大数据相关技术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方面的 ETL（数据

提取、转换和加载）工具、数据存储方面的关系数据

库、基础构架方面的云存储、数据处理方面的自然语

言处理、统计分析方面的最有尺度分析、数据挖掘方

面的复杂数据类型挖掘等。大数据处理分析方面的软

件主要有 Hadoop、HPCC、Storm、Apache Drill、

RapidMiner 等（王秀磊和刘鹏，2013）。在未来，随

着这些技术和软件的不断发展，海量旅游数据将不再

是旅游企业等部门的负担，反而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处理大数据能力的飞跃提升将使得旅游大数据图 1 五种导向下旅游系统关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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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而旅游者将在价值的共同创造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 

（二）旅游系统模型的重构及其解释 

在大数据背景下，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思想，

旅游者作为数据信息源将处于核心位置，同时数据信

息的处理最终也应该是作用于旅游者。因而，以旅游

者为核心要素和数据信息起点，以数据信息为旅游系

统模型运转的钥匙，通过信息识别、信息获取、信息

处理以及信息应用四个阶段，最终将数据信息直接或

间接反馈到旅游者，从而建立闭环旅游系统新模型（见

图 2）。旅游系统新模型整体分为信息源（旅游者）、

信息识别、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以及信息应用五个层

次。数据信息始于旅游者并最终作用于旅游者，从而

形成信息的闭环流动，体现出服务主导逻辑中顾客中

心的思想。以下对新模型的各个层次包含的要素以及

信息的流动进行分析解释。 

 

图 2  大数据支持下以旅游者为中心的系统模型创新 

1.旅游者 

旅游者在整个旅游系统中拥有双重身份。首先，

旅游者作为信息源，在整个模型中处于核心位置，其

全部需求信息是整个旅游系统运行的原动力。同时，

整个旅游系统中信息经过处理最终又流向旅游者，这

些信息的作用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这正是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关键作用的体现，也符合服务主

导逻辑下顾客中心的思想。在大数据背景下，旅游者

所拥有的所有信息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信息经过

处理都将最终直接或间接反馈到旅游者本身，进而提

升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从而让旅游业更好地服务于旅

游者。因而，获取更多的旅游者信息将是大数据时代

旅游竞争力的体现。 

2.信息识别层 

信息识别层主要包括识别旅游者的过去需求信

息、实时需求信息、未来需求信息。旅游者过去的需

求信息体现其过去的消费倾向以及旅游者本身的属性

信息。旅游者实时的需求信息可以直接反映旅游者在

旅游活动中的实时状况，相关各部门获取这些信息可

以更好地提升旅游者的实时旅游体验。未来的需求信

息表明未来消费者的消费倾向，由于其在将来很有可

能转换为旅游消费行为，因此将来的需求信息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识别出旅游者的各种需求信息对

于旅游者、景区、交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

各种需求信息对不同部门的作用并不相同，而以往对

旅游者需求信息的研究中较少对旅游需求进行分类，

因此，将需求信息细分为上述三类有利于更好地研究

旅游者的需求。 

3.信息获取层 

信息获取层包括过去需求信息的获取者、实时需

求信息的获取者以及未来需求信息的获取者三类要

素。在大数据时代，各类需求信息的获取者是能够直

接获取该类信息的所有参与者的集合。过去需求信息

的获取者主要包括在线旅游服务商（OTA）、景区、

交通、传统旅行社等参与者；实时需求信息获取者主

要包括景区、交通、电信运营商、酒店等参与者；未

来需求信息获取者主要包括搜索引擎、社交软件等新

型参与者。尽管景区等参与者可以直接获取不止一类

需求信息，但其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有限，在复杂的

大数据面前，他们只是大数据的初级使用者（孟小峰，

2013）。而搜索引擎等新型参与者处理数据信息的能

力较强，为了实现海量数据的规模经济性，新型参与

者会争取获得其他两类需求信息，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景区等大数据的初级使用者应寻求与新型参与者的合

作。 

4.信息处理层 

信息处理层是数据信息的存储、分析、传输、转

化等一系列信息处理过程的集合，其核心过程是数据

挖掘（马建光和姜巍，2013）。在大数据时代，存储、

分析海量数据信息已经超出景区等传统部门数据处理

能力最大限度。因而，由于其数据处理能力所限，景

区等部门可能只对海量数据做预处理，深层次的大数

据挖掘则应交由其他新型参与者来完成。目前在旅游

业中，信息处理是最应该加强的方面。一方面，景区

等传统部门拥有海量数据或拥有获得海量数据的机

会，却在为数据的存储和处理而烦恼；另一方面，新

型参与者尽管其掌握的数据信息比较多，但信息的类

别比较单一，多来自其自身直接获取的数据信息，大

数据的共享显得十分迫切（左建安，陈雅，2013）。

因此，建立旅游大数据共享机制是发挥大数据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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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基础，进而利用大数据挖掘出可应用于信息应用

层面的有用信息。 

5.信息应用层 

信息应用层是基于对过去、实时和未来需求信息

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分析和数据挖掘的基础上，利用

有用的信息并发挥其作用。不同种类海量的数据信息

可以被旅游者、景区、政府等不同主体用于服务优化、

偏好分析、实时监控、线路推荐、客流预测、精准营

销等方面。例如，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相关硬件

设施的配套，旅游活动中的异常数据信息可以被及时

捕捉，从而景区、交通等部门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更好

地服务于旅游者。同时，通过分析海量数据信息的整

体状况，相关部门可以更好地引导游客流动，避免游

客扎堆等现象频现。此外，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旅

游营销模式等有可能被颠覆，新型的社会化媒体组合

营销等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旅游大数据的

信息应用前景广泛，未来将会不断探索出更多创新性

应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 

6.信息反馈 

信息反馈是该模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只有通过

信息反馈才能使模型形成闭环。信息反馈包括直接信

息反馈和间接信息反馈两部分。部分应用信息可以直

接被旅游者获取或者直接作用于旅游者，因此称之为

直接信息反馈，例如客流查询、路线推荐、紧急求助

等。其他的应用信息不直接作用于旅游者或者不能够

被旅游者直接获取，但其会对旅游者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称之为间接信息反馈，如实时监控、危机预警等。

信息反馈的关键在于从海量的信息中选取旅游者需要

的信息以服务于旅游者的同时，要努力减少旅游者获

取信息的成本。 

（三）对传统旅游系统要素的分析 

在旅游系统新模型中，以往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功

能导向、空间导向、要素导向等旅游系统模型中的交

通、旅游社、目的地等要素都被视为旅游者完成旅游

活动所利用的手段，而不再争论哪些要素应该出现在

模型当中。进而从新模型的角度探寻这些传统要素在

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发挥其满足旅游者信息方面的功

能，这与服务主导逻辑中将具体的商品视为传递信息

的工具的思想十分相似。服务主导逻辑将商品与服务

统一到服务旗下从而避免了关于二者长期以来的争

论。相似地，在新模型中传统要素也被统一到“信息功

能”旗下，这样有利于思考传统要素如何面对大数据时

代带来的挑战，促使这些要素的作用方式主动做出变

化以适应未来的需求。传统旅游参与者之间的疆界也

将变得模糊，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将成为新的竞争优势。 

四、新模型背景下的相关思考与建议 

在旅游系统新模型中，数据信息作为整个系统运

转的钥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大数据利用

能力将成为旅游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同时，旅

游业在利用大数据时，存在许多需要重视的地方，如

安全隐私方面等。因此，下文对大数据背景下的相关

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大数据获取能力方面 

不同类型的参与者获取各类需求信息的能力差异

很大。搜索引擎等新型参与者获取数据信息能力较强，

而景区等获取数据信息能力则比较弱。尽管目前景区

等传统旅游参与者与新型参与者相比拥有更为关键的

旅游信息或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但笔者认为，未来在

旅游业中体现竞争优势的不是拥有信息的能力，而是

获取这些海量信息的能力以及后续处理的能力。目前

在大数据的获取能力方面，众多类型的参与者大致可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很强的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

与者，如搜索引擎等。第二类是潜在具有很强大数据

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如电信运营商等，这类参与者的

大数据获取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三类是不具备大

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如传统的景区等。不同类型

的参与者在获取大数据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搜索引

擎等具有很强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应该扩大获取

数据信息的范围，将更多的图片、视频等半结构化、

非结构化的数据信息纳入其信息获取范围。电信运营

商等潜在具有很强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应该加

大对大数据信息的获取方面的投入。虽然这些参与者

拥有垄断等优势，但是微信等新型社交工具对其的威

胁会越来越大。传统景区等参与者应积极寻求与新型

参与者的合作，通过旅游大数据的共享，以更好地服

务于旅游者。 

（二）大数据挖掘方面 

大数据挖掘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前景广泛，如挖掘

潜在的旅游者、获取旅游者的旅游习惯、优化旅游线

路、推荐旅游目的地等。然而，旅游业中数据挖掘的

水平仍然较低。以在线旅游服务商为例，其数据挖掘

深度仍然不够，旅游者每次参与在线预订服务的流程

基本一致，并未通过挖掘旅游者过去需求信息来优化

服务流程。在线旅游服务商更多的是将线下服务线上

化，而疏于对海量数据信息的挖掘。在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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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将成为大数据处理的关键，大数据相关技术

将在大数据挖掘中起到支撑作用。许多参与者不具备

大数据挖掘能力，因而，这类参与者可以寻求与新型

参与者合作来弥补其相关能力的不足。新型参与者应

发挥主导作用，争取获得数据信息的规模经济性。未

来，众多参与者对旅游大数据挖掘的需求可能会是旅

游业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出大量专门从事旅游

大数据挖掘的参与者。 

（三）智慧旅游建设方面 

智慧旅游作为目前业界与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其

建设存在一些误区。已有学者提出目前我国的智慧旅

游只能称作“智能旅游”。智慧旅游建设方面主要集中

于建设智能终端等“智能”方面，较少从旅游者的需求

信息出发，“智慧”方面建设远远不够。智慧旅游应该

是一个帮助旅游者解决旅游障碍的系统，通过获取旅

游者需求信息，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障碍，进而将处理

后的信息反馈到旅游者，从而促进解决旅游障碍。也

就是说智慧旅游的建设应该从旅游者的需求信息出

发，其目的应该是帮助旅游者解决尽可能多的旅游障

碍。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更加丰富了智慧旅游帮助旅

游者解决旅游障碍的能力，使得景区拥挤程度等过去

比较难实时获取的信息变得可以实时获取，甚至提前

获取。总之，理想状态下，旅游者与智慧旅游的关系

如图 3。智慧旅游建设总体方向应该从如何不断获取旅

游者需求信息，帮助其解决旅游障碍出发。在反馈的

信息中应该不仅包括旅游者直接需要的信息，还应该

包括旅游者并未直接表现出需求行为，但旅游者又确

实需要的信息，这正是体现“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3 旅游者与智慧旅游的关系○1  

 

（四）数据共享与安全隐私方面 

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数据共享可以实现大数据规

模经济。目前，我国旅游业的数据共享程度较低，亟

需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然而，许多企业对

于数据安全隐私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关保密技术水平

较低，隐私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因此，在大数据背景

下，如何充分利用旅游者的个人信息，而又不泄露个

人隐私将是一个重要议题。为了解决大数据时代的数

据隐私问题，大数据学术界和工业界提出了保护隐私

的数据挖掘、位置匿名方法、查分隐私方法等（刘智

慧和张泉灵，2014；王璐和孟小峰，2014）。大数据

的安全隐私应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政府应加大对隐

私保护方面研究的资助。同时，旅游业界应加强与大

数据实业界的合作，做好大数据共享的同时充分保护

旅游者的个人隐私。 

五、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在对大数据时代展望的基础上，基于服务主

导逻辑的核心思想，以旅游者为核心，以数据信息为

钥匙，提出了旅游系统新模型。新模型中以旅游者为

核心，既是服务主导逻辑中顾客中心思想的体现，也

符合旅游业界中对旅游者的越来越重视的现实。同时，

数据信息在新模型的正常运转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

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

体现。此外，以旅游者的全面需求信息出发构建旅游

系统新模型，既符合大数据时代特征，又为智慧旅游

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本文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首先，目前我

国乃至全世界尚处于大数据时代的初期，利用大数据

的能力还比较有限，这也是未来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各

行各业需要着力提高的地方。其次，我国旅游业的发

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本文提出新模型还处于理

想状态，其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形成，这也是智慧旅游

建设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再次，本文对旅游系统新

模型的构建还处于试探性阶段，模型中具体要素以及

参与者的构成还有待调整，但从旅游者的需求信息角

度出发构建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模型这一方向基本

可以确定。最后，本文主要对旅游系统新模型及其相

关要素做了定性论述，比较缺乏相关的定量研究。因

此，下一步将在完善旅游系统新模型中的要素与参与

者构成的同时，通过收集这些要素与参与者的相关数

据，对其相互关系及其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等方面进

行定量研究。

1图中实线箭头表示由旅游者向智慧旅游系统的信息传递，虚线箭头表示由智慧旅游系统到旅游者的反馈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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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Reconstructing Tourism System Model under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bstract:  The coming age of mobile internet and big data will reconstruct the whole tourism system. Existing 

researches seldom study the aspect of tourist. Tourist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ordinary part rather than the core of 

tourism system in some researches.Meanwhile, most researches on tourism system are static and do not uncove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mand of tourist thoroughly.However, based on the core idea of service dominant 

logic,tourist should be the core of tourism system and hi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mand are the cornerston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Some new actors, such as search engines, will be taken to key positions via processing massive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tourist is placed in the core, data inform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key and some new actors 

are taken to the new model to reconstruct new tourism system model that fits the age of big data.In the future, 

massive information will cycle as a close-loop from tourist to touris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ourism system 

model will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new actors. These elements, proposed in the model, which are still not exist in 

reality may be the new value areas and probably lead to new operational types of tourism. Also, some new ideas are 

introduc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m and some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big data; service dominant logic; tourism system; model; reconstruc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