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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美露营活动已有百余年的民众实践史,针对露营旅游的学术研究也已开展了近 50 年。 首先回顾了欧美露

营旅游的发展历程,系统梳理了国外露营旅游的概念,总结了国外露营旅游研究的主要领域、方法与动向。 研究发

现:西方研究集中在露营组织或机构、露营地选址—规划—建设—经营管理、露营旅游人口统计、露营旅游行为动

机研究;研究方法已形成定量主导的定性研究,多元统计分析与问卷调查的计量研究成为主流。 其次,在西方多数

国家或地区,政府推动是露营旅游不可或缺的发展动力;相关研究高度重视露营旅游与环境的关系,构建多种方法

了解露营者的心理诉求,提高露营地利用率与全民露营参与度。 最后,露营旅游是中国森林旅游的重要内容与新

动向,未来应深入研究露营旅游活动与森林生态环境的矛盾及如何降低生态负影响的旅游规划实践;此外,伴随国

家林权和林业管理体制的系统变革,如何高效发展森林中的露营旅游活动成为时代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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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Camping in Europe and America has been practiced for over 100 years, and the academic
studies on camping tourism also have been doing for nearly 50 years.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amping tourism, then systematically sorted the concept
of abroad camping tourism, and finally summarized the main areas, methods and trend of researches on
the camping tourism. The study found out that firstly the Western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camping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 campsite selection—planning—construction—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in camping, and the motivation of camp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he
qualitative study while quantitatively dominant, the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Secondly,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promotion by government was indispensable driving force for camping tourism.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cover paying high attention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camping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building multiple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s of the campers, and increa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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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ampsite and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public camping. Finally camping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new trend of forest tourism in China;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make further
researches on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mping tourism activities and fores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ow
to reduce the ecological negative impact in tourism planning practice. Moreover, how to efficiently
develop camping tourism in the forest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national forest right and forestry
management system will become the era issue.
Key words:摇 Europe; America; campsite; camping tourism

摇 摇 露营是美国的一项传统,在欧洲不再局限于一

种旅行方式,早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1910
年,“美国露营地管理者协会冶 (美国露营协会的前

身)成立,标志着在西方国家,露营成为一个行业的

开始。 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欧美的露营旅

游已经非常成熟。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开始出现

露营者、露营活动和露营地管理的相关调查[1],已
经诞生诸多科普或商业杂志,如美国的 Camping
Magazine、Travel America,欧洲的 Camping in Europe。
与中国大陆不同,欧美的露营者不可以在荒郊野外

随意扎营,除了专门的露营地,大多数的私人空间以

及公共空间都不允许露营,甚至有时还是违法的,这
体现了欧美露营行业的规范性。 在露营方式上,欧
美露营旅游也比中国丰富的多,其中奢华露营

(glamping)成为女性旅游最热门的 5 大趋势之一。
随着中国露营旅游的兴起,青年人成为露营的

主力,但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露营还是新鲜事

物。 随着国内城市绿道的建设,在城郊地区出现许

多露营地、汽车营地等设施,露营作为一种新兴的旅

游产品已融入到各类型旅游活动中。 然而中国露营

旅游的开发商和经营商在如何开发露营地和经营管

理露营地时,仍是简单模仿欧美露营地的相关做法,
显然相对于露营旅游发展较早的欧美等国,存在诸

多不足。 不论是露营旅游的实践探索还是理论研究

方面,欧美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探索。 鉴于此,以

“camping冶“ camping tourism冶 “ campsite冶为题名,笔
者在 Web of knowledge 数据库中检索,共检出外文

文献 441 篇,其中英文文献 265 篇。 本文选择其中

影响因子较高的旅游类期刊如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 等上发表的和露营直

接相关的文献,以及适当选择医疗保健、环境、产业

发展等主题期刊中与露营相关的文献,涵盖了国外

英语撰写的露营研究学术论文,以从中窥视西方露

营旅游的研究前沿;并系统梳理国外露营旅游的主、
客体两方面研究主要领域及方法,以启迪中国露营、
森林与生态旅游研究。

一、西方露营旅游发展历程
及其概念研究

(一)西方国家露营及露营旅游的民众实践进程

近代露营源于 1861 年的美国,当时是为了在自

然环境中开展对青少年的理想教育而发起的,营地

生活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这项活动也一直延续

至今。 目前青少年营地产业年产值可达几百亿元,
且已细分为科技、摄影等多种主题。 欧美国家工业

时代初期,人们开始进行以游玩休闲为目的的汽车

露营。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纷纷掀

起一股在大自然中集体生活的热潮,一个颇具规模

的露营服务业也 悄然兴起。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美国的露营文化传入欧洲,并深受欧洲人喜爱,一方

面因为露营是一种自由健康的旅行方式,更重要的

是采用露营这种低消费的住宿方式,满足了游客体

验高级度假的预期。 欧美露营旅游可以分为徒步露

营和汽车露营两种,后者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而发

展(见表 1)。 如今,露营旅游已成为欧美户外休闲

业的重要组成,是欧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美

国,1 / 3 的旅游住宿设施、1 / 3 的旅游时间、1 / 3 的旅

游土地以露营形式存在[3]。
(二)国外露营旅游相关概念研究

露营在英文文献中一般表述为“camping冶,而露

营旅游没有专门的表述。 有关露营旅游的文献中,
出现有关旅游概念的词是“open air tourism冶“nature鄄
based tourism冶和“ outdoor recreation冶。 这说明露营

旅游是户外休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国外

对露 营 旅 游 的 定 义 基 本 达 成 一 致, 如 Edward
Brooker 认为露营旅游是一种户外娱乐形式,由住宿

和露营活动两部分组成[4];Echelberger 等认为露营

旅游是发生在度假期间或因某种娱乐而外出的一种

活动,通常需使用露营车、帐篷或其他形式的临时遮

盖物在营地度过一个或多个晚上[1];Frank 等认为露

营旅游是能代表西方文化的一种活动,露营旅游在西

方是出于社交、休闲、教育和治疗目的的[5]。 可见,露
营旅游是一种户外休闲活动,是需要借助露营车或帐

篷等野外生存设施设备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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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西方汽车露营发展历程[2]

时间 发展程度

1860—1931
1860 年近代露营在美国发源。 美国康涅狄格州葛内利中学校长 Frederick William Gunn 首创在校园内进行教育性露营

活动。 1910 年美国露营协会成立,专门为青少年露营活动服务。 1920 年开始美国人把帐篷、床、厨房设备等加到家用轿

车上,露营旅游初现雏形。 而后木结构的简易房加在 T 形底盘上,接在福特 T 类型车辆后,房车的雏形出现

1932—1938
1932 年荷兰的国际露营总会成立,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致力于汽车露营、房车旅游事业的机构,标志着世界露营活动

正式形成;而后西方各国的房车宿营俱乐部相继成立

1945—1960 汽车露营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并形成热潮。 同期美国的公路系统迅猛发展也使得房车露营迅猛发展,房车产品成熟

1961—1980
露营旅游市场开始细分,出现房车生产商、经销商,专门从事露营的组织或机构相继成立,如国际露营服务公司、美国营

地公司。 1976 年美国露营地服务公司达成共识,产生了首部露营地建设与管理标准

1981—1999
开始出现汽车旅馆、汽车营地。 专门从事露营的组织或机构对露营地建设、管理、评级等建立相关标准或规范。 新技术

逐渐运用到房车中,如航空动力学技术,增加房车旅行的舒适性

2000—2015

淤露营旅游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并带动了地产业、旅游业、汽车制造业、服务业、户外用品业的迅猛发展;于美国营地国际

职工不断增加以满足露营者接触异国文化需求;盂许多营地增加了活动项目,如挑战、探险类项目;榆互联网不仅被用于

营地登记和金融交易记录,还被用来管理项目日程和用户数据,如美国露营协会的认证营地有 79%拥有自己的网页;虞
Glamping(路营,也称“豪华露营冶)逐渐兴起,它结合了自驾露营和新式的公路旅行全新的户外体验,是企望野外露营但

又不愿意牺牲高质量生活的旅客们的最好选择,提供 Glamping 场所的地主会准备所有与露营相关的设施设备

摇 摇 露营旅游最核心的概念是露营地,英文文献将

其表述为“ campsite冶或“ campground冶,多数学者认

为露营地是提供给人们休息停留的地方。 露营地概

念表述的不同,源于露营地的种类、规模大小和性质

的差异。 按不同标准可形成多种露营地类型体系,
如按依托环境可分为海滨、湖泊、森林、沙漠露营地

等;按露营设施可分为汽车露营地、帐篷露营地、小
木屋露营地等。 此外,露营地规模也有很大差异,如
美国有“露营城镇冶,最大的露营城镇可同时容纳

3 500辆房车露营,而较小营地仅容纳 100 辆房车露

营。 露营地的定位也有很大差异,如露营地设在交

通主干道边或通往景区(点)的必经之路,则属于单

纯的宿营场所;设在风景区内或周边的营地,具有度

假休闲性质。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动向

露营与露营旅游始终是人亲近自然的私人活

动或商业活动,为此可将西方现有文献归为露营

主体研究———露营者相关研究,露营客体研究———
服务于露营者的营地建设、运营及其法人群体研

究等。
(一)露营旅游客体研究

1. 露营旅游组织或机构建设研究

1910 年,“美国露营地管理者协会冶成立,标志

着露营在西方国家成为一个产业的开始。 1932 年,
国际露营总会在英国成立,标志着世界露营活动正

式形成。 目前该组织已拥有 58 个成员国,其组织的

国际汽车露营大会每年轮流在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

世界各城市举行,被欧洲人称为“文化奥运会冶。 目

前在欧美地区,经营和管理露营旅游经验丰富且成

功的多为私营机构。 如全球最大的私营露营机构是

KOA(Kampgrounds of America ,美国营地公司),它
也是美国最大的露营地网络运营商。 1965 年成立

的欧 洲 权 威 房 车 旅 行 公 司 ACSI ( Auto Camper
Service International,国际露营服务公司),一直是欧

洲露营旅游产业的领导者,无论在旅游旺季还是淡

季都拥有稳定的客源。 1994 年,由欧洲 32 家顶级

房车露营地联合组成的领先露营者组织,每年向

800 万人次提供露营服务。 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旅

行社也拓展了露营旅游业务。 如表 2 所示,这些欧

美大型露营组织或机构在各自经营的地区制定了露

营地的行业标准或规范,如营地分级标准、质量标

准、检测标准等,为欧美露营地规范安全经营、露营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作出了贡献。
2. 露营地的研究

以题名为“campsite冶在 Web of knowledge 数据

库中检索发现:数量排名前 5 位的文献涉及到生命

科学 ( life sciences )、 环 境 科 学 ( environmental
sciences)、社会科学 ( social sciences)、 地球科学

(earth sciences & geography)和医学 (medicine)等学

科领域,并主要涉及生态学( ecology)、环境管理学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人 类 考 古 学

(anthropology & archaeology)、林学( forestry)和污染

治理学(pollution and remediation)为主要报道主题

的期刊。 可见,国外学界非常重视露营地的生态环

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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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欧美主要露营旅游组织或机构[6鄄8]

成立时间 机构或组织名称 性质 特点 制定的规范或行业标准 所做的贡献

1910
美国露营协会 ( 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 简 称

ACA)

露营专家组

成的团体

专业夏令营团体,是青少

年成长的首要权威性组织

食品健康安全标准、夏令

营辅导员的考核标准

承担全美夏令营项目的认

证、宣传、管理等职能,对每

个夏令营活动的安全性、承
办资质、活动预案等进行专

业的审查

1932
国际露营总会(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Camping
Caravanning,简称 FICC)

联合国下属

的非政府组

织和全世界

汽车露营的

权威机构

下设 7 个分支机构:北美

分部、亚太地区分部、仲裁

分部、环境科技分部、集会

分部、年轻人分部、欧洲区

域分部

将营地按基本条件、营位

空间、供水、卫生设备、卫
生、急救、一般设备、娱乐

等设施条件划分为 4 个等

级

带领各国的房车露营事业持

续健康有序发展

1965

国际露营服务公司(Auto
Camper Service
International, 简 称 为

ACSI)

中介

欧洲最大的露营地搜索引

擎。 会员包括露营者和露

营地拥有者,在 30 个国家

和地区拥有近万个营地

欧洲露营地建立规范、露
营地质量标准、标准化管

理流程、欧洲露营地检测

标准

制定了一系列欧洲露营地的

行业标准,对欧洲 9 873 家

露营地进行监管,并向露营

者提供有关露营及假日露营

地的信息

1994
领先 露 营 者 组 织 ( The
Leading Campings)

组织会员为

私人所有,
家庭经营企

业

由欧洲 32 家顶级房车露

营地联合组成,一切以顾

客为中心,每年向 800 万

人次提供露营服务

并未制定行业标准或规

范,但其所有成员必须满

足生态露营的标准,包括

威尼托环境宣言、西班牙

标准化环境认证、欧洲环

境管理审计体系、欧洲环

保认证

欧洲最具声望与地位的露营

组织,在欧洲个人旅行方面,
最先推出独具特色的活动、
娱乐和服务

1962
美 国 营 地 公 司

(Kampgrounds of America,
简称 KOA)

私营

全球最大的私营露营机

构,美国最大的网络运营

商,拥有营地 600 多个,民
营连锁企业

露营地检查标准

坚持向露营者获取年度露营

地满意度评价,并认真检查

其露营地,确保营地提供高

品质的服务。 KOA 每年针

对露营的检查有 600 个要

点,检查标准十分严格

摇 摇 1)露营地选址的规划。 营地选址过程实际是

地理环境选择与人类利用决策博弈的问题,美国现

已有 250 个公园在使用 GIS 技术,通过图层叠加和

属性查询确定营地的合理位置。 国外露营地选址的

影响因素之一是政府,当地政府是否鼓励开发露营

地这种旅游业态、当地税收情况、政府有关营地规定

等都对露营地选址的规划具有重要影响。 国际发展

重心转移、机构协助、法律(如土地资源利用法对露

营地的规制、环境保护法对露营者在营地活动的管

控等)也是影响露营地选址和规划的重要因素。 如

美国 1963 年颁布的《户外休闲法案》,促进了内务

部户外休闲活动管理局的设立,其目的在于提供全

国范围内的户外休闲规划。 露营地经济距离及市场

需求的最低门槛也是露营地选址规划的重要因素之

一。 此外,还须考虑生态环境、环保、安全等因素。
从生态环境角度考虑某地适不适合建露营地,如要

求建在平坦、通风良好及排水良好的地区或者起伏

较低的地区。 环保角度则应考虑某地建露营地会对

环境产生多大的影响,其中营地生态容量测算是非

常必要的,合理的营地空间有助于保护营员的隐私,
将营员之间的干扰降到最低,同时保证该空间营地

达到最大容纳量时,营员不会造成环境危害[9]。 安

全是近年来国际露营地营销公司重点考虑的问题之

一,核心是地方政治与战争、恐怖威胁等发生概率的

研讨。
2)露营地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研究者

认为使用帐篷露营的游客已经大幅度减少,大多数

露营 者 使 用 房 车 露 营, 露 营 也 更 注 重 娱 乐 体

验[10,11]。 正是露营趋势的转变,使得露营地建设也

要有相应的转变。 Clark 等指出露营地经营者必须

了解露营者的理念和对露营的态度,努力创造良好

的物理和社会环境,让露营者得到满意的露营体

验[12鄄14]。 无论私营还是公营的露营地都尽全力为

露营者提供高水准的康乐设施,如现代化浴室、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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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液化石油气销售部、污水倾倒站、球场、游泳池

等。 露营地建设中,建设生态的或环境友好型的露

营地是基本趋势,即在不破坏地形与生态环境多样

性的前提下,用多孔渗水性材料和环境友好型建筑

方法,使用节能型建筑设施,最大化地安装人性化的

现代设备,使露营地保持它原始的自然风貌,露营者

在这样的露营地上与当地的动植物达到和谐共存的

境界,这样的露营地才是可持续的。 正如前任国际

露营总会主席 Lars Dahlberg 曾提到“露营肯定对环

境有一定影响,但负责任的露营不会破坏环境冶。
美国“露营城镇冶出现,说明露营地建设在国外越来

越普遍,且露营地项目功能与服务越来越丰富和趋

向多样化[15]。 露营地建设早已与旅游项目相结合,
美国露营地的经营者按照旅游线路进行品牌开发,
在主要的风景区和交通干道入口都有广告和标识;
在法国,露营旅游与其他度假产品相结合,开发丰富

多彩的度假活动项目作为支撑,如露营地所依托的

环境不同可以开发建设不同的露营活动设施,露营

地依托的海滨、湖泊、森林等环境,可以为游客提供

垂钓、徒步、划船等度假活动[16]。
3)露营地管理运营体系及星级标准。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已有学者研究露营地运营的相关情

况[17],重点关注露营地的植被和土壤情况,如露营

区域植被毁坏、侵蚀退化的现象。 20 世纪 80 年代

早期,露营地影响研究的数据被用来评估露营地管

理。 这些露营地影响研究数据有助于了解导致露营

地产生不同程度生态环境破坏的因素[18]。 Cole 认

为作为娱乐休闲的自然地块产生生态问题是不可避

免的[19]。 Washburne 等在 1983 年就研究发现,超过

70%的国家森林荒野地区和原始地区都存在露营地

对环境的影响问题[20]。 露营地的管理中强调可持

续发展,在露营地建成时会同时建立露营地硬件设

施管理系统和节能系统。 前者能定期检查露营地硬

件设施并及时更新,后者能使能源消耗降到最低,均
体现了露营地管理中生态、经济的理念。

目前国外露营旅游业已网络化,这一特点明显

地体现在露营地管理和运营上。 KOA 是美国最大

的露营地网络运营商,ACSI 公司还有供露营者随时

查询露营地的 APP。 国外露营地的星级评价标准已

实行多年,欧美各国有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且评价

标准各不相同,表 3 总结了部分欧美国家的露营地

星级评价标准,可知欧美国家露营地基本分为 5 级,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分级标准相对简单,并没有涉及

露营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丹麦的分级标准则更具

有实际操作性。

表 3摇 欧美国家露营地星级评价标准[21鄄24]

国家 星级分类 评价标准

美国 五级 依据旅游者的需求层次,从最低的生存层次到最高的自我实现层次,分别对应星级一到星级五

英国 五级 依据露营地质量可分为优异、优质、良好、好、尚可 5 个星级

法国 四级 依据露营地的容量大小,以 100 台露营车为单位,划分为 4 个星级

丹麦 五级

从建筑物、场地、设施 3 方面评价营地的质量水平,对每个营地的建筑物外观保护、设施保养、场地清洁、各种设施

所使用的材料等方面进行打分评定星级。 实行动态淘汰制评定,即同一级别的露营地相互横向比较,排名最后的

被降级,排名最前的升级

(二)国外露营旅游主体研究

旅游活动的形成离不开客体、媒介、主体。 国外

露营旅游研究,相当关注露营旅游主体的研究。 一

方面是因为了解露营旅游主体的行为动机和基本情

况,能及时调整露营旅游市场供给,以便更大限度地

满足不同人群露营的需要,增加露营活动,提高露营

参与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可以从露营旅游主体研究

中了解未来露营旅游的发展趋势。 露营旅游主体研

究集中在人口统计和行为动机两个领域。
1郾 国外露营旅游人口统计研究

国外露营旅游人口统计研究可分为露营者数量

预测与统计、露营者类型研究。
1)露营者数量研究。 美国首次发布 《2006—

2011 年露营详细分析报告》显示,美国露营人数持

续增长,从 2010 年的 3 990 万上升到 2011 年的

4 250 万,除青少年人群外,几乎所有年龄段的露营

者人数都有新增。 但该报告同时指出,露营者存在

较高流失率(16% )。 虽然 2010—2011 年新增 260
万户外露营人次,但流失率的存在说明在同一时间

一些露营人群停止露营的时候,另一些露营人群则

开始露营[25]。 露营者流失率的出现是因为:淤缺乏

时间。 于周围居住环境改善,选择在家中院子或附

近公园露营;或者选择分时度假,在寓所坐落的城市

露营,而不去较远的公共或私人营地露营。 为了使

露营参与度持续大幅增长,利益相关者应该继续吸

引新的露营人群,但也应关注当前露营者,让他们持

续参与露营活动。
2)露营者类型研究。 目前国外公认的露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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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可分为 3 大类,划分标准是根据露营时间的长

短,分为专职露营( full鄄time)、长期露营( long鄄term)
和短期露营(short鄄term),短期露营者就是大众化露

营度假者[26,27]。 在大分类下还有细分,专职露营者

细分为居民和旅行者,他们的特点是没有传统意义

上的永久性居住房屋,而是选择永久居住在自己的

旅宿车上,并且经常移动。 这类露营者已经把露营

作为生活形式,并想通过这种如同过往旅客一般的

生活形式,达到一直享受自由自在生活的目的[28]。
澳大利亚近 6郾 5 万老年人选择不分季节常年露营在

公园内,因为这样他们能节省更多费用,方便享受康

乐设施,舒适安全,便于亲近朋友家人[29鄄31],这说明

露营旅游的老年市场前景广阔。 长期露营者类似我

国游牧民族,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房屋,他们长距离旅

行的目的在于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如因为寒冷而

要搬迁到温暖的地方[32]。 还有一种长期露营者是

地方工业雇佣的劳动者,他们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房

屋内,并随劳动项目随时迁移。 19 世纪 70 年代初,
由于石油价格上涨,闲暇时间限制,以及房车露营导

向的退休生活方式,露营者选择购买离家不远的永

久露营地进行长期露营,并享有独立产权[33鄄35]。 短

期露营者是最具旅游意义的露营者。 短期露营者分

两类,一类是因为志同道合而聚在一起的露营者,可
以是 10 个人,也可以是上千人集体露营,总之是具

有社会性的[27];另一类是由于个人或生意原因露

营,如婚礼、会议或日常消遣。
近年来,在欧美地区呈持续增长趋势的露营旅

游类型是奢华露营。 这类露营者大多是女性,追求

舒适豪华的露营体验。 奢华露营源于欧美人在非洲

游猎时追求的奢侈享受,奢华露营在过去一直属于

小众市场,在近几年才逐渐成为欧美户外休闲的主

流。 奢华露营不同于其他露营之处在于其露营设

备,一般不是居住在帐篷,而是居住在小木屋内等。
Edward Brooker 等认为欧美地区的人们在小时候基

本都有露营的经历,而简单的住帐篷或露营车等已

经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新奇舒适的露营体验,而奢

华露营正好满足了他们追求新奇、舒适的露营体验

的需求[4]。 奢华露营的兴起,说明露营旅游越来越

追求舒适的露营体验和高质量的服务。
2郾 国外露营旅游者行为动机研究

露营旅游将潜在群体转化为露营者的因素可归

结为康体、个性体验、价格、心理和社交等因素。
1)康体因素。 露营是一项有益于身心的户外

活动。 Frank 等认为拥有健康和有品质的生活是全

球人类都向往和热衷的,而露营是人们实现健康生

活的一种有效途径[5]。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露营将

人体暴露于黎明和黄昏的自然光下,有助于人们入

眠,从而提高睡眠质量,苦于睡眠的夜猫子们或许能

从中受益[36]。 此外露营活动也作为一种有效的医

疗辅助手段,受到学者们关注。 Bennett 等研究发现

露营可以使患者摆脱对某物的成瘾性,如对酒精的

依赖,原因是露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其注意力,
减少对成瘾物的欲望[37]。 Gemma Kierman 等研究

表明露营可以治疗慢性疾病,并对人体具保健

作用[38]。
2)个性体验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喜欢个性化的体验旅游,如极限运动体验旅游、自由

观光休闲等,因此露营地对旅游者来说,比酒店更经

济且实用,如攀岩者能在攀岩地附近安营扎寨,及时

补充体力。
3)价格因素。 有学者认为露营是最有意义的

度假方式,因为露营可以免去昂贵的住宿费用,能带

上所有自己爱吃的食物,能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更重

要的是露营增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以及快乐的分

享[39]。 当然随着露营旅游越来越追求舒适和品质,
露营旅游费用也随之增高,但还是有更多的人愿意

露营而不住豪华酒店,是因为露营旅游不仅能让露

营者享有酒店的待遇,还能亲近大自然,使得露营旅

游产生价格上的附加值。
4)心理因素。 Klenosky 等认为露营这项户外休

闲运动一直在欧美地区受欢迎,是因为多方面的推

拉因素造成的[40,41]。 他选取了来自美国中西部各

大学的总共 53 位 18 岁左右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取访谈法对每位受访者进行 10 ~ 20 min 的提问,
如下一个假期想去哪里度假? 为什么想去那里度

假? 等等。 然后总结出每个目的地的吸引因子。 通

过访谈调查进一步指出了露营活动的推拉因素来自

露营者的内在心理动机,如对自由的向往、暂时逃离

现实的快感、探险、满足好奇心等。 Mannell 和 Iso鄄
Ahola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休闲旅游动机,将“逃离

常规和充满压抑感的环境以及寻求身心恢复之机

会冶作为休闲动机的初始推动力[42]。 后来的许多国

外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初始推动力催化了露营

旅游体验时代的开始[26,27,43]。 露营不仅亲近了自

然,还能促进人们心理健康。 根据英国露营俱乐部

2011 年的报告,发现露营者觉得自己比不露营的人

健康[44]。 Garst 等认同英国露营俱乐部的这一发

现,并认为露营可以使人从现实压力中恢复,是让身

体和心灵都能得到放松的休闲方式[45]。
5)社交因素。 忙碌的日常生活和便捷的通讯

方式,使人们忽视了最原始的社交方式。 露营有助

于原始社交方式的回归。 在欧洲一般以家庭为单位

82



摇 第 4 期 倪欣欣等: 西方露营旅游研究动向、方法及对中国森林旅游启示

露营,Briery 认为露营是将家庭成员聚在一起最好

的休闲方式,家庭露营是建立社会交流的第一

步[46]。 Taylor 等也认同露营具有促进家庭交流的

重要 作 用, 同 时 提 倡 家 庭 成 员 应 多 参 与 露 营

活动[47]。

三、 露营旅游研究方法的前沿

目前国外露营旅游研究的方法已处于定量研究

阶段,露营旅游研究需要从大量的旅游统计数据、实
地调查数据和文献数据中总结和分析归纳,国外露

营旅游研究中单纯的定性研究较少,常被应用于探

索性研究中。 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法,
Marilena Lucivero 实地调查了地中海沿海区域露营

旅游对旅游环境质量的影响,并探讨了露营产业在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贡献[48]。 单纯的定性研究

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而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数

据源的真实性,会影响研究结果。 因此,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是未来露营旅游研究的趋势。

(一)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经常应用于解释性(假设检验)研究

中,从选取的典型文献看,定量分析方法应用最多的

是统计分析,并借助了模型和统计软件,主要包括因

子分析、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等具体方法。 采用统计

分析研究的内容是:淤露营旅游市场分析,如 Peter
E. Murphy 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了旅游模式的

空间不平衡和露营的地方发展战略,他认为应有一

个全面的旅游发展计划,才能兼顾都市和露营旅

游[49];Gita P佟vule 在研究拉脱维亚露营地产业的国

际市场中也用到了统计分析方法[50]。 于露营旅游

对环境的影响,如 David N郾 Cole 等运用相关分析法

研究了露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建议应限制

在原始偏僻的自然生态区露营[51];David N郾 Cole 等

借助 SPSS 软件用 GLM(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单变

量方差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露营活动是否对植被有影

响,以及露营地使用时间长短或强度与植被所受影

响之间的关系[52](见表 4)。

表 4摇 国外露营旅游实证研究

作者 文献题名 研究区域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Gita P佟vule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rket for
Camping Sites in Latvia
(2006) [50]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的露营地产业在国

际市场上应关注哪些地区

统计分析法、访谈法(6 in鄄
depth interviews, 20 semi鄄
structured interviews)

Marilena Lucivero

Camping and Open鄄Air Tourism:
an Opportunity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in Coastal Areas
(2012) [48]

地中海沿海区域
探讨露营和露天观光产业在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贡献
实地调察法

Jeffrey L. Marion,
Tracy A. Farrell

Management Practices that
Concentrate Visitor Activities:
Camping Impact Management at
Isle Royale National Park, USA
(2002) [53]

美国皇家岛国家公

园

评估露营地状况和露营地影

响管理策略对美国皇家岛国

家公园的作用

现场测试、实地调查、露营地

面积的频率分布和描述性统

计

Peter E. Murphy
Tourism in British Columbia
( Metropolitan and Camping
Visitors)(1979) [49]

不列颠哥伦比亚

( 位 于 加 拿 大 西

部)

研究旅游模式的空间不平衡

和露营的地方市场发展战略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法、 Post
analysis ( 事 后 分 析 )、 Two
group discriminant analysis
(两组判别分析)

Melissa A. Van Hyfte

Defining Visitor Satisf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amping Oriented
Nature鄄based Tourism within
Alabama State Parks(2009) [54]

美国阿拉巴马州

分析美国阿拉巴马州旅游业

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发展

趋势,研究露营旅游的顾客

满意度

因素分析、心理测试

Robert L. Janiskee
Resort Camping in America
(1990) [15]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大东街沿海度假区

RV camping 及商业露营地

研究进展、露营旅游经营管

理和露营者需求研究

文献分析、数据统计、描绘专

题地图

Keith Stephens
Camping Tourism in the Smoky
Mountains(1989) [55]

美国东部国家森林

(跨越北卡罗莱纳

和田纳西州)

探索露营旅游的市场因素和

露营地经营与管理

邮寄问卷调查(对美国北卡

罗莱纳州的营地经营主调

查)

Edward A Walton,
Ronald F Maio

Camp Health Services in the State of
Michigan(2004) [56] 美国密歇根州

研究营地卫生官员 ( CHO:
Camp health officer) 和急诊

室配置

邮寄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
双变量分析、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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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献题名 研究区域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Gemma Kiernan,
Michael Gormley,
Malcolm MacLachlan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Participation in a Therapeutic
Recreation Camp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from 15 European
Countries: Data from the
‘BarretstownStudies爷(2004) [38]

爱尔兰
医学方面关于露营可以治疗

慢性疾病和保健作用的研究
实验法

Joungkoo Park,
Gary D. Ellis,
Samuel Seongseop
kim,
Bruce Prideaux

An Investigation of Perceptions of
Social Equity and Price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for Campers
in the U. S. National Forest
(2010) [57]

美国国家公园

旅游活动(如露营)的社会

公平判断和价格可接受程度

并考察这一决策过程

组合分析(conjoint analysis)

David N. Cole,
Richard K. Fichtler

Campsite Impact on Three Western
Wilderness Areas(1983) [51]

美国俄勒冈州和蒙

大纳州的 3 处荒野

地区

露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研究了露营地使用频率

和露营活动与露营地影响之

间的关系

相关性分析(单变量方差分

析)

Steven R. Martin,
Stephen F. Mccool,
Robert C. Lucas

Wilderness Campsite Impacts: Do
Managers and Visitors See Them the
Same? (1989) [58]

美国俄勒冈州

从 3 个方面对比了荒野管理

者和游客的不同认知:不同

水平露营地影响的可接受

性、不同露营地数量影响的

可接受性、各个不同荒野分

区影响

实验法

David N. Cole,
Christopher A. Monz

Impacts of Camping on Vegetation:
Response and Recovery Following
Acute and Chronic Disturbance
(2003) [52]

美国怀俄明州

为了解露营是否会影响植被

以及露营使用时间长短或强

度对植被的影响

实验法、单变量方差分析、邓
肯多 重 比 较 ( 用 了 SPSS
GLM 广义线性回归模型)

(二)定量与定性结合研究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具有互补性,定性方法经

常用来为进一步的定量研究提供信息,定量研究的

结论也可能还需要从定性研究中得到确认和进一步

的解释。 因此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越来越

受到旅游学界的推崇。 如 Gita P佟vule 将访谈法与

统计分析法相结合,在拉脱维亚地区露营地产业的

国际市场方面得出了较为客观的结论[50];Robert L.
Janiskee 基于文献分析,又运用数据统计方法得出美

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露营城镇(campground towns),将
在未来几十年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急剧发展[15]。

四、 结论及对发展中国森林旅游的启示

(一)西方露营旅游研究的新动向、新方法及借鉴

西方露营旅游研究的主要动向集中反映在:淤
研究内容由早期单一关注生态环境关系,逐渐重视

露营地可持续发展,并研究新增露营旅游市场、露营

地经营管理、露营者行为动机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

究。 于研究方法由定性调查分析转向以定量研究为

主,主要是运用统计分析法,并借助统计分析软件;
当然定量与定性结合方法已逐渐成为主流方法,也
是今后的重要趋势。 纵观欧美露营旅游研究,以下

值得中国露营及生态旅游研究者借鉴:淤政府的推

动力。 露营旅游的蓬勃发展和政府的推动力是分不

开的,美国将户外运动提到改善国民身心健康、青少

年人格培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重

视。 组建专门的政府部门对露营地选址进行规划和

管理,并通过立法规范来促进露营旅游的发展。 于
露营旅游主体的心理诉求。 欧美露营旅游之所以经

久不衰,是因为它迎合了露营旅游主体的心理诉求,
且开发的露营旅游产品满足欧美露营者的旅游需

求,并符合欧美露营者的生活文化习惯,因此了解露

营者的行为动机、人口统计对增加露营活动,提高露

营参与度至关重要。 现代工业化后,城市空间狭小、
城市污染加剧、工作压力等因素,使人们想要暂时逃

离大都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应充分利用这一原始

推动力,积极倡导露营旅游,使之成为全民户外休闲

运动。 盂露营旅游与环境保护。 国外非常注重露营

地与环境的关系,而我国的露营地建设还处于初级

阶段,因而探讨露营地与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露营

地建设与国际标准接轨。 用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
护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一开始就将露营地

建设纳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才能少走弯路,以高

质量的标准建设适合我国的露营地。 榆目标市场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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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欧美露营者的年龄分布很广,但不同年龄的露

营者对露营地的设施设备要求,以及对露营地价格

的接受程度不同,因此欧美地区在露营活动的长期

实践中,建立起了露营地的分级标准,对拥有不同设

施设备的露营地划分等级,以满足不同人群露营的

需求。 因此我国在露营地的开发过程中,应关注不

同人群对露营品质的需求,建立不同等级的露营地,
拓展露营旅游目标市场。

(二)西方露营旅游对中国森林旅游的启示

目前我国露营活动主要在森林公园、风景名胜

区、国家地质公园等的内部及周边开展[59],已经建

成或拟建设的营地散布于我国的西南、西北、东北等

区域,可见森林公园及其周边是中国露营地建设的

主要场所,这其中当首推西南区域。 云贵川地区适

宜的气候和自然风光比较占优势,这些区域理应成

为国内露营旅游优先选择开发露营地的地方。 而目

前这些区域仍以传统的森林观光旅游为主,活动形

式单一。 因此发展露营活动能为这些区域的森林旅

游注入新的生机。 西方兴起的露营旅游是“户外游

憩冶 [60]的代名词,它顺应了时代要求,即满足了现实

中的人们,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们迫切地希望回归

自然,到森林里去,到一切保持着自然的生态环境中

去的愿望。 旅游并非“绿色产业冶,露营旅游自诞生

之日起就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

系也一直被学者们所关注和研究。 因此我国森林旅

游在开发露营的实践中可以借鉴的是:淤重视露营

地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如何营建可持续发展的露

营地建设和露营活动,如西方国家露营设施建设历

经了帐篷露营、附处理生活污水的露营车露营、现今

用多孔渗水性材料和环境友好型建筑方法建造的节

能型建筑设施露营等阶段,演变动力源自人们对旅

游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不断思考及政府

管制的不断变革。 于政府在鼓励发展露营旅游时,
高度重视环境的负面影响,核心导向是降低生态环

境负影响到最小。 因此中国森林旅游未来研究的重

点是:首先要系统、深入地探索森林旅游活动类型及

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降低负影响的

规划、建设、管理的相关体制、商业模式等研究;其次

围绕中国林业管理体制改革,梳理中国森林旅游转

型发展露营旅游的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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