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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现代海洋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游艇旅游正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而得到蓬勃发展，引起了旅游管理者
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游艇旅游文献资料的全面检索和分析，发现国外学者对游艇旅游的研究时间较早，
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入，主要包括游艇旅游基础概念探讨，游艇旅游需求与供给研究，游艇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
影响的研究，以及游艇旅游政府管理和协同治理研究等 5 个方面。而在研究方法上，国外主要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实地
调研和数据库的建立，通过模型构建与数理统计支撑定性描述。我国未来应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完善游艇旅游理论和实践治
理体系，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游艇旅游本土化发展范式，并加强定量研究方法使用，以期为中国游艇旅游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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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yacht tourism stud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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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cht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cean tourism is growing rapidly, and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circle and tourism professional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trieves relevant literatures domestic and abroad,
and finds that foreign studies on yacht tourism starts earlier and are broader and deeper. Their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basic

theory concept, yacht tourism demand and supply research,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yacht tourism,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袁 foreign studies mainly use multi-dis鄄

ciplinary approaches focusing on survey and interview, adopting model construction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support the
qualitative study. China's yacht tourism research need to expand research fields, impro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over鄄
nance systems,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hile discuss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apply quantita鄄
tive methods, thus to provide practical consultations for Chinese yacht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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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起源于 17 世纪中叶英国皇家狩猎渔船，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
展、游艇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游艇
活动得到广泛展开，游艇旅游逐渐成为世界滨水地
区经 济发展的 新型增长点 和国民 消 费 的 关 注 点

（黄德春 等，2014；Maria et al， 2017）。美国是世

界游艇经济发展强国， 2017 年共有游艇 1 196 万
艘，游艇参与者达到 8 730 万人。加拿大游艇参与
者为 1 320 万人，欧洲地区 3 600 万人，澳大利亚
500 万人。全球共有 25 000 个游艇码头，3 000 万艘
游艇，主要以小于 8 m 的中小型游艇为主（ICOMIA，
2016）。可见，游艇旅游在发达国家受到民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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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已成为大众休闲生活方式之一。同世界上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游艇业起步较晚。中国最早出

现的游艇可以追溯到 1872 年的上海游艇总会，以
在华的外国人为消费主体。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开
始介入现代游艇制造生产，游艇旅游则以 90 年代

中期苏州太湖水星游艇俱乐部的诞生为标志。经过
短短二十几年发展，中国游艇旅游环境和服务水平
已有了较大改善。截至 2017 年，中国 （除港澳台）

已经建成拥有 10 个以上泊位并正常运营的游艇俱
乐部 （会/码头） 110 家，共有游艇泊位 11 000个，
游艇 16 000 艘，全国各地举办的帆船、海钓赛事
超过 100 场 （CCYIA，2017）。
在游艇旅游活动不断普及的背景下，国内外学

者也掀起了游艇旅游研究的热潮。自 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以 Stoll、Hall 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外学者开

始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视角分析游艇旅游活
动的影响，游艇旅游研究兴起。进入 21 世纪，随
着亚洲旅游业的发展和人均 GDP 的不断提高，针
对亚洲尤其是韩国、日本、泰国、中国台湾及香港
地区的游艇旅游研究逐渐增多，但总体而言，该领
域仍然未被充分研究 （Lam， 2015），相关研究远
未跟上 产业发 展实 践， 也限 制了 产 业 发 展 潜 力
（Lukovi糟鸳 ， 2012）。当 前， 我国人均 GDP 不断增
加，国务院近几年来关于发展旅游业、健身休闲产
业的若干意见， 《
“十 三五”旅游 业发展规 划》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2013-2020 年）》 等文件明确
提出支持游艇旅游业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
游艇旅游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厘清未来研究重点，
把握研究前沿方向，以期为中国游艇旅游产业实践
与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文献总体情况

笔者通过 ScienceDirect、 Springer Link、 Emer原
ald 等国外文献数据库及 Google 学术搜索，一方面
直接以 yacht/yachting tourism 为篇名、主题词、关
键 词 进 行 搜 索 ， 另 一 方 面 以 相 关 的 recreational/
leisure boating、 nautical/marine/maritime tourism 为

篇名进行搜索，最终识别出与游艇旅游相关的西文
文献 64 篇；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以“游艇旅游”为主题词、篇名和关键词的文献数
量分别为 221 篇、72 篇和 69 篇，剔除中国重要报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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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全文数据库、短讯、会议介绍等文献，最终获
得 58 篇国内文献，以国内外共计 122 篇文献作
为研究基础。

在期刊及研究类型方面，首先，国外权威旅游
期 刊 Tourism Manage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原

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原
ment、Tourism Economics 等共有游艇旅游相关文章
30 余篇。而国内旅游类重要期刊，如 《旅游学刊》

《旅游科学》 《旅游论坛》 上发表关于游艇旅游的
论文仅有 4 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游

艇旅游学术研究上的不足。其次，国内外文献中绝
大多数为应用性研究，纯理论研究较少，国外广泛
采用问卷调查 （Gray et al，2010）、影响不对称分
析、主成分分析 （Mikuli糟鸳 et al， 2015）、因子分析

（Cichy et al，2009）、回归分析 （Sari et al，2016）、
Tobit 模型 （Lee， 2001）、地理空间分析 （Charles
et al，2005） 等方法，而国内以定性研究为主。
在 时 间 维 度 方 面 ， 国 外游 艇 旅 游 研 究 始 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后研究数量在波动中不断增
加。我国游艇旅游实践起步晚，以“游艇旅游”为

篇名的研究最早出现在 2005 年。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对水上运动的推广，以及奠定了中国游艇旅游发
展法规基础的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 的出台，使学
术界对游艇旅游的研究逐渐增加 （图 1）。
在空间维度方面，国外研究成果多出自美国及

欧洲等传统游艇发达国家，如美国、意大利、西班
牙、英国、土耳其、克罗地亚、韩国等地。中国研
究开展地点则聚集在游艇旅游经济发达地区，如海
南省、珠江三角洲 （深圳、广州、珠海、厦门）、
长江三角洲地区 （上海、南京、杭州、温州、舟
山）、环渤海地区 （青岛、大连），以及内陆有江河
湖泊的武汉、重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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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文献产出数量历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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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俱乐部 （会） 会员和非会员，外地游客和本地

国内外主要研究进展

2.1 基础理论研究
（1） 概念界定 至今，国际范围内对游艇旅游

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诸如旅游统计文件和手册
（EUROSTAT，2013）、 《旅游百科全书》 （Jafari，
2000） 都未有官方定义，其常常与航海旅游、海洋
旅游、码头旅游、休闲船旅游等作为同义词使用
（Mikuli糟鸳 et al，2015）。在具体含义界定上，游艇旅

游是一种与船舶相关、与水相伴的旅游活动，船舶
既作为停留和休闲娱乐的场所，也作为交通工具
（Diakomihalis， 2007），船员 （即游客） 独自管理

船只航行方向。游艇旅游相关活动不仅包括帆船运
动、游艇巡航、赛艇、皮划艇、滑水和风帆活动，
还延伸到冲浪、垂钓、游泳、休闲潜水、海岛探险
等亲水活动 （Lukovi糟鸳 ，2013； Mikuli糟鸳 et al，2015；
姚云浩 等，2017）。我国关于游艇的定义也存在争

议，交通运输部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中国船级
社 《游艇入级与建造规范》 以及相关社团组织基于
不同的视角对游艇有不同的解释，比较符合实际且
有利于游艇业发展的定义是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

游艇分会的定义，即游艇主要是指长度不小于 5 m，
用于游览观光、游憩娱乐、水上运动等一类的船舶
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航水器具，亦称 " 休闲船艇 " ，
可分为动力艇、帆船和其他船艇类型 （CCYIA，
2017），游艇旅游即利用游艇开展的各种休闲娱
乐活动，是内陆滨水旅游和海洋旅游的重要组成

部分。

（2） 分类 根据游艇所有权，游艇旅游可分为
租赁旅游 （chartered yachting） 和私人旅游 （private
yachting），前者是租用一艘游艇或船位开展一段时
间的巡航或航海运动，后者还可细分为当地业主
（Local owners） 和巡航业主 （Cruisers），当地业主

将游艇停泊在就近的码头并在闲暇时间使用，巡航
业主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船上并经常访问其他码头或
港 口 （ Alcover Casasnovas， 2016）。 Sariisik 等
（2011） 认为游艇租赁是土耳其旅游的重要内容，

游客；按用艇方式可分为驾驶私家游艇、租赁游艇
及参赛游艇 （文涵， 2014）。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交通运输部出台的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 将游艇限
定为私人使用，未对游艇租赁进行法律许可或规
定，因此该形式仍处于灰色地带，但在俱乐部实际
经营中较为普遍。
2.2 游艇旅游需求研究
（1） 旅游者消费需求及行为研究 国内外对该

领域研究都比较重视，但国外研究更加精致，变量
选择更具实践意义。 Herbert 等 （2008） 通过对游
艇销售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帆船船主主要是高管
和企业家，平均年龄约 55 岁，子女大都已完成大
学学业；而机动艇玩家大都比较年轻，平均年龄约

35~50 岁，玩艇人数为帆船的十倍。 Lee （2002）

发现影响乘船者消费行为的因素在于社会人口特
征、地理特征、出行距离、目的地类型和旅行模
式。 Floyd 等 （2006） 探讨了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

的居民年龄、种族、性别、社会经济状况等对休闲
钓鱼行为的综合影响。张璐 （2011） 通过对中国 4
个游艇城市的调研，发现游艇消费多集中在 31~50
岁，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享乐型消费者，其
家 庭 年 收 入 多 在 20 ~100 万 元 之 间 。 潘 振 婷

（2015） 发现游艇情感偏好越积极，游艇消费意愿
越强烈。刘佳等 （2018）、姚云浩等 （2019） 发现
旅游者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创

新性等是影响其选择游艇旅游活动的重要因素。可
见，游艇旅游消费需求及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当
前关注的重点，其不仅涉及旅游者本身的人口、经
济、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也需要对产品本身
的结构和质量，出行模式和距离，目的地类型及环
境等多种因素加以考量。
（2） 旅游感知研究 国外学者将游客体验感
知、满意度研究作为需求研究重点，而国内尚未展
开。Mikuli糟鸳等 （2015） 采用主成分分析 （PCA） 和
影响不对称分析法 （IAA），将影响消费者对克罗
地亚游艇旅游体验感知的因素分为码头服务、目的

游客通过整船或船位租赁，不设固定旅游目的地，
有机会选择和享受土耳其 8 300 km 的海岸线及其
岸上服务。我国游艇旅游有私人游艇、游艇体验、

地属性、游艇租赁产品、相关配套产品、陆上目的
地体验五方面，其中陆上目的地体验影响最大。
Lam Gonz佗lez （2015） 认为影响游艇旅游满意度的
因素包括个体对海洋的心理、游泳能力、消费能

整船租赁等多种形式，按旅游者身份划分，可分为

力、旅游时间、周围群体、码头的安全性、气候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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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Sari 等 （2016） 根据酒店服务质量量表改编了

游艇码头服务量表，在土耳其的游艇码头对 19 个

国家 246 个游艇业主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码头服务

的有形性、可靠性、可信度、同理心等因素与游艇
码头重复使用意向呈正相关。 Tseng 等 （2009）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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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作为一种旅游目的地进行研究 （Favro et al，
2015）。Heron 等 （2012）、Paker 等（2016） 认为游

艇码头本身就具有目的地度假性质，是拥有水域
和陆域，包含泊位、住宿、餐饮设施、游泳池和
其他休闲娱乐设施的场所，而非单一的停泊服务类

究认为当游客感知到船上或水面上人数超过其期望

企业。

值后，其对游船安全的看法和满意度会下降。实际

游艇旅游供给主体
包括游艇销售商、游艇俱乐部 （码头、会所） 等，

上，提升游艇旅游的综合体验，保障游艇水上安
全，增强旅游者满意度是推动中国游艇旅游健康快
速发展的重要路径。
（3） 市场分析与开发研究 国外在这方面已有
大量研究，而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消费
市场细分、区域市场开发、市场潜量预测等方面。
Paker 等 （2016） 运用推拉理论归纳出五大细分市

（2） 市场供给主体与方式

供给方式主要为销售和租赁。 Herbert 等 （2008）
以 Sabre 游艇销售企业为例，探讨市场环境变化下

游艇差异化营销组合问题，认为机动艇由于体积更
大，通常更有利可图，而帆船应倾向于更小的体量
设计以应对市场风险。 Simone 等 （2013） 认为游
艇是一次性奢侈品 （one-off luxury product），应采
用供应链管理 （SCM） 方法进行相关操作实践。

场，即旅游吸引力导向、社会导向、声望导向、支
持设施导向、冷漠导向群体，不同群体采取不同市
场策略。 Maria 等 （2017） 分析了希腊和塞浦路斯

Payeras 等 （2011） 认为游艇销售和租赁商应与维

效益，强调应完善城市规划、提高城市交通效率、
优化数字通讯、设计旅游路线及网络等，注重城市
当地人与游客间互动，最终实现海陆旅游活动一体
化，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Sariisik 等 （2011） 运用

的类型、市场模式和综合发展能力等进行了研究，
认为俱乐部应该注重差异化经营、成立市场联盟和
培养人才等。

的三座沿海城市开发游艇旅游的优劣势和经济社会

定性 SWOT 法来展现土耳其游艇旅游的开发现状，
提出产业增长战略与开发策略。陈云飞等 （2011）

运用诱发量法、类比法，综合预测我国游艇消费总
量在 2030 年将达到 263.0 万 ~272.0 万艘。同样，
程爵浩等 （2013） 认为当前我国游艇旅游市场开
发不足但潜力巨大，应推广游艇租赁，吸引多元
消费群体。

2.3 游艇旅游供给研究
（1） 游艇旅游吸引物 “满足自由感，亲近自

然与历史，运动、冒险及探索”是游艇旅游吸引物
的核心，这种旅游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对自然、冒
险体验、运动等多重需求 （Kalemdaroglu， 2004）。
Lam Gonz佗lez （2015） 对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和摩洛
哥 433 名航海游客和游艇爱好者调查发现，受访者
倾向于选择阳光、沙滩以及冒险活动，这意味着海

洋、天气和自然资源是旅行背后的主要动机。Pak原
er 等 （2016） 以克罗地亚游艇旅游为例，发现游
艇旅游者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靠近码头的陆上旅游景
点、文化或历史遗址，有趣的海上或陆上景观路线
等。近年来，国外不断有学者将游艇码头 （mari原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修公司、酒店、航空公司、汽车租赁公司、餐馆、
博物馆等紧密联系，形成良好的市场供给环境。江
飞 （2013）、姚云浩等 （2018） 对中国游艇俱乐部

（3） 游艇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国内外研究
主要集中在游艇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模
式和策略等方面，这也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要领
域。 Sariisik 等 （2011） 运用 SWOT 法评价了土耳

其海岸发展游艇旅游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气候
环境等方面适宜性。王晓等 （2005） 探讨了上海发
展游艇旅游的条件，如水域资源和区位优势，世博
会机遇，船艇制造业支撑等。文涵 （2014） 总结了
游艇旅游的“香港模式”，着重分析了海岸地质条
件、气候、旅游吸引物和交通等因素对香港游艇码
头布局、选址的作用机制。刘柔柔 （2012） 根据水

上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构建了长三角游艇旅游的
“点一轴”开发模式。姚云浩等 （2017） 认为游艇
旅游开发应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综合协调、环保
优先。
2.4 游艇旅游综合效应研究
（1） 经济效应研究 游艇旅游已成为国际滨水
资源丰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区域经济呈现

积极影响。Stoll （1988） 对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休闲
游艇业展开调研，发现 1983 年休闲游艇业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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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6.1 亿美元，为 10 270 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Lipton （2005） 发现平均一艘游艇，每年可为马里
兰地区创造 7633 美元的经济效益，并至少为当地
增加 7~8 个就业机会。 Sariisik 等 （2011） 认为游

艇旅游不仅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还
将带动上游游艇设计制造业、中游游艇租赁和消费
业、下游游艇培训、维修、码头等辅助产业，推动
中小旅游企业发展，是土耳其国家旅游业的重要支
撑 。 Diakomihalis 等 （2008） 利 用 旅 游 卫 星 账 户
（TSA） 框架发现游艇旅游对希腊岛屿和沿海地区
经济起着重要作用，是当地居民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之一。 Mikuli糟鸳 等 （2015） 认为游艇旅游对目的地

有多重经济效益，如增加旅游支出、扩大旅游投
资、降低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增加就业等，但也会
产生房价和消费品上涨等负面经济影响 （Gon et al，
2016）。
（2） 社会文化效应研究 国外关于游艇旅游的
社 会 文 化 效 应 研 究 以 正 面 评 价 为 主 。 Gon 等
（2016） 以意大利格拉多和利加诺城市为例，发现
游艇旅游增加了城市的休闲娱乐服务供给、提高了
公共服务质量、支持了历史古迹和建筑物的维护和
修复，改善了目的地形象，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对游

艇旅游抱有支持态度的居民比例达到 51％；而形成
共同的社区意识有利于支持游艇旅游发展战 略、
政 策 和 行 动。 Silveira 等 （2012） 也 认 为 游 艇 旅
游有 利于在当 地人口中发 展航海 文 化， 游 艇 码

头建设可以形成区域品牌，提高区域影响力。
但 学 界 对 游艇 旅 游 社 会文化影响的看法并不一致
（Mikuli糟鸳 et al， 2015），如 L俟ck （2007） 认为航海
旅游 （包括游艇旅游） 给社区带来了沉重压力，当

地居民对目的地游客形成了消极态度，但这种态度
并不必然影响码头占用率，即社区态度与游艇码头
盈利无关 （Raviv et al，2009）。
（3） 环境效应研究 游艇旅游是否对环境产生
重大负面影响是国外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Mikuli糟鸳

et al， 2015），一种观点认为游艇等船舶活动将导
致非本地生物物种的引入 （Venturini et al，2015）。
Bech （2002） 探讨了三丁基锡 （TBT） 等污染物是

如何影响泰国普吉岛区域的，包括影响范围及带来

的疾病等。 Sari 等 （2016） 表明游艇旅游对环境
的影响由船舶操作不当、搁浅、污水、垃圾、油污
处理、物质排放和抛锚等活动造成，可能对近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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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危害，如鱼类和珊瑚减少、藻
类疯长、海草床破坏等。但另一种观点认为，相比
大型的邮轮旅游，小型的游艇等娱乐船只不会对环
境造成重大影响，即便存在一定消极影响也缺乏可
靠数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Hall et al， 2001），游艇

旅游可以被设计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Sariisik et
al， 2011）。姚云浩等 （2018） 强调游艇旅游应协
调开发与保护关系，促进其与城市经济、海洋生态

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2.5 游艇旅游治理研究

旅游治理是旅游目的地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
策、制度及在执行中形成互动规则，以协调政府、
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旅游者、社区等之间的伙
伴关系，实现公平、效率、效益等多种目的 （李慧
等，2018）。国外游艇旅游治理研究强调多元利益
主体共同治理，而国内主要从政府角度来阐述游艇

旅游治理过程。
（1） 政府管理视角 在国外，游艇旅游涉及的

政府航道管理、安全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及其
与旅游者的需求适应性研究越发重要 （Sari et al，
2016）。Swett 等 （2009） 认为政府的区域航道管理
系 统 （ Regional Waterway Management System，
RWMS） 是一种新型航道规划和许可方法，通过对
航道深度、船舶使用量、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等调

查，运用 GIS 技术及定量方法确定交通流量和渠道
建设优先级，以有效配置区域航道管理资源，实现
市、县和国家层面导航安全，保护海洋资源。
Venturin 等 （2016） 研究了意大利利古里亚海洋保
护区 （MPA） 休闲船舶的可持续发展管理，通过评
估最佳船只数量、船只类型，寻找合适锚固区域，
制定不同旅游季节的管理战略，来避免船舶过度拥
挤、冲突，保护海洋生物群落。Charles 等 （2005）
构建回归模型探讨地理和网络变量 （如出发点，网
络枢纽，旅行距离和时间预算） 对休闲船舶水上目
的地选择的重要作用。 McKnight 等 （2007） 认为
人的因素是游艇活动出现意外伤亡的重要原因，政
府部门应做好事故预防措施及游艇伤亡分类统计工
作。 Payeras 等 （2011） 认为巴利阿里群岛政府应

制定更有效的财政措施，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手续，
开展游艇租赁业培训。在我国，政府是重要的游艇
旅游治理主体，但政府在游艇登记检验、口岸管
理、通航管理、现场监督和游艇操作人员考试发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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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邢鹤龄， 2012；秦智慧，张
杨，2015；姚云浩 等，2017）。林拓 （2013） 认为

游发展不过 20 年，理论基础还很薄弱，研究存在

游艇安全监管模式。王颖等 （2014） 认为应规制游

学术界交流及产业可持续发展，且针对游艇旅游本

海南省应建立“宽松管理、行业自律、自主管理”

以下不足：首先，“游艇”概念在政界、产业界和

学术界中的定义及内涵还不统一，这将进一步影响

艇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强对游艇配套设

身的纯理论探讨较少，学术成果适用范围和深度显

备、维修保养等辅助企业的资金支持。姚云浩等
（2018） 基于 AHP-熵值法对我国游艇旅游制度体系

得不足；其次，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游艇旅游消费需

进行评价，强调理顺游艇旅游管理体系，推动人才

域游艇旅游发展问题及对策，缺乏产业特征、市场

建设等。
（2） 协同治理视角 游艇旅游涉及多元利益相

结构、需求行为、空间布局、综合效应等核心问题

休闲活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他们能察觉到不同海
洋活动间的冲突来源，如摩托艇、帆船、商业赏鲸
船和贝类养殖等。韩国学者丁硕重 （2016） 强调应

的多样性、旅游影响因素和综合效应的复杂性，需
要不断重视量化方法和工具的使用。
国外研究经验对国内研究的启示在于： （1） 拓展

求、市场开发、政府管理等领域，注重定性描述区

的深入研究；最后，研究方法以定性经验研究为

关者共同参与治理，对比国内外文献，相关研究多
集中在国外。 Gray 等 （2010） 认为旅游者是海洋

主，较少基于调研数据或统计数据进行数理建模分
析，考虑到游艇旅游消费主体的层次性、消费方式

发挥游艇行业协会在安全和技术标准、环境保护、
企 业 利 益 、社 会 责 任 等 方 面 的 作 用 。 Franke 等
（2016） 以荷兰瓦登海区域游船业为例，认为游船

游艇旅游研究内容。注重问题导向，以游艇旅游开发
带动旅游理论发展。首先，进行游艇旅游市场需求研
究。当前游艇旅游消费市场仍处于新生弱性和规模

治理应从集中管理变为分权、互动和自治，让更多
利益相关者参与以交换知识和共同创新。同时，游
艇旅游发展还必须协调和其他海洋产业间关系，以
避免过度建设和商业化，导致该行业长期利益和经
济价值下降 （Favro et al，2008）。国内学者杨新发
（2000）、林拓 （2013）、徐志鹏 （2015） 认为应发

劣势阶段，深入研究旅游者消费动机、消费行为及
影响因素、市场细分、亲水消费文化、消费空间行
为等，有利于刺激和满足需求，提高游艇旅游消费
市场份额；其次，进行游艇旅游产品供给研究。供
给主体主要为游艇俱乐部 （会/码头）、专业海游公

挥全国及海南、佛山等地方游艇协会在协助政府制
定规范和标准等方面的作用，减少政企间摩擦。可

艇码头、航线设计、旅游服务系统等研究，加强政
府公共游艇码头、水陆旅游资源整合，腹地开发保

见，国内研究虽强调行业协会介入，但仍缺乏协同
治理本身的研究，社区、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等多
元主体也未被充分探讨。

护等问题研究，以吸引公众参与游艇旅游活动；最
后，进行拓展游艇旅游综合效应研究。游艇旅游连
接海陆资源，具有发展海陆经济、满足人们多元旅

3

研究评述与启示
通过多角度论述国内外游艇旅游研究进展，发

现国外学者已在游艇旅游基础理论、市场需求与供
给、多种综合效应、协同治理等领域做了较为深入
的研究，广泛采用了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统
计学等领域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扩展了旅游

司和地方政府，可加强企业的游艇旅游吸引物、游

游需求、提高社区服务等正面作用，也伴随着岸线
资源破坏、海洋环境污染、社区拥挤等负面影响，
加强其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生态环境效应及
其他可能的影响研究，有利于实现游艇旅游可持续
健康发展。 （2） 注重游艇旅游治理体系研究。当
前政府作为游艇旅游业互动规则制定的主体，应不
断给俱乐部等企业、行业协会、社区等组织“赋
权”和“增能”，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平台与机

学研究领域，丰富了旅游者消费行为、旅游资源开
发、综合效应等理论内涵，有利于引导中国游艇旅
游业态发展，但整体而言，国外研究还未形成游艇
旅游业独有的研究理论、框架和方法，这使得当前

制，实现目的地的良性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同时，
应加强政策体系研究以保障行业良性发展，可深入
研究游艇专项政策，如游艇进出境政策、游艇码头

游艇旅游研究在理论价值上稍显不足。国内游艇旅

督、游艇操纵人员培训考试政策等，以及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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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登记检验、口岸管理、通航管理、现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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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如国际旅游岛建设、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滨
海新区建设、游艇保税仓建设政策等。 （3） 探索
中国游艇旅游本土化发展模式。由于各国国情与发
展阶段不同，我国不能完全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
式，更不具备大众化发展条件。可进一步借鉴国际
游艇旅游开发经验，如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希
腊的克里特岛、美国、土耳其等国家或地区的游艇
旅游政策、体制机制、开发模式等，提炼符合中国
发展阶段和旅游者需求的典型开发策略，形成对理
论构建和实践发展具有双重意义的研究。 （4） 注
重多学科交叉研究。突出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游艇旅
游中的应用，如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

学、人类学等，以不断提升游艇旅游集成创新和原
始创新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游艇旅游理论体系。
加强实地调研和数据库建立，采用数理统计和模型
构建等定量研究方法，保证研究严谨性，同时注重
地理信息系统、网络、遥感、大数据在游艇旅游自
然资源管理和公共治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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