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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市场是一个既具有大潜力又未充分挖掘的市场，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以2012 年基线调查数据为基础，截取样本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旅游消费数据，使用SPSS Statistics 21 版本统计软件，采

用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Games-Howell 两两比较法等数据分析方法，分别从区域条件、家庭结构及人口特征等方

面深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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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market of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not only has great potential, but also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ited. Therefore, by applying the data of China Panel Studies (CFPS) and the baseline survey in 2010, this research paper has se-

lected related tourism consumption data of rural residents in samples by the use of such data analysis methods as the software of SPSS

Statistics 21 version, independent-samples tests and one-way ANOVA, Games-Howell double comparison and so on and deeply has an-

alyzed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in regional conditions, family structure,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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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家庭消费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旅游消费中始

终排除在主流之外，这源于农村的生活水平总体不

高。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以调结构、促增长的新常

态，政府拉动消费有限而国内居民消费存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尤其是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将释发强大

的购买力。从中央政府改革发展计划来看，农村推

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农民的财富积累及生活质量的

不断提升则成为农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 [1]然而，

长期以来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研究并不多，国外学

者对此领域的研究更是少见，而这一领域对社会、

经济及文化的影响又将是巨大的，从中也彰显研究

的必要性。提出一些科学的根据和研究模型，对广

袤的农村来说是一块未完全很好开发的区域，研究

通过定性、定量方法，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数据

及相应的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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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数据选取

（一）研究历程及文献数量统计

采用“篇名”作为检索入径，以“农民旅

游”、“农村居民旅游”为检索词，在中国期刊网全

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文章的发表日期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文献共计 6 221
篇。根据搜索结果，绘制出 1980—2015 年国内

“农民 （村）居民旅游”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图，如

图1所示。

可见，我国农村居民旅游相关研究从 1999 年

才开始起步，1999 年宁士敏率先提出农村旅游在我

国旅游消费中存在断层问题，并开始将农村旅游置

顶于学术平台，开启农村旅游学术研究之先河。但

随后一段时期研究进展仍较缓慢。直至 2007 年才

逐渐丰富起来。

（二）研究现状

我国13多亿人口，农村居民（8亿）占总人口

的62%，他们已符合完备出游的基本条件并已成为

国内旅游的主力军和最大的旅游消费市场。 [2]然

而，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群体的“保守”和“节俭，
[3]在许多方面仍旧镶嵌着传统消费习惯的烙印，突

显了中国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和传统的积蓄消费模

式，[4]这种意识导向和行为习惯致使农村居民在旅

游消费中呈现出与城镇及传统旅游经济意义上的不

相符现象，旅游学术研究对农村居民国内旅游的关

注度也在逐年上升。

1.研究内容与范围

目前有关农村居民旅游的相关研究重点集中在

消费特征、 [5-8]区域消费差异； [9-11]市场发展潜力与

趋势；[2][4][12-13]消费与收入的关系；[11][14-15]消费空间计

量、 [16]影响因素； [17-19]此外，习惯形成理论运用于

分析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也是近几年来国内学者较为

关注的研究领域。 [7] [20]通过文献梳理可见，学术界

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研究倾向于消费市场总体特

征、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上，通过微观数据

进行农民旅游需求的实证研究也并不多见，在使用

大规模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则更少。为此，本研

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截取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收

入相关信息，对比分析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的旅游消

费特征、影响因素和消费结构，了解农村的消费习

惯和消费倾向，从而分析其旅游消费的市场潜力、

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

2.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的运用

目前针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研究的研究方法以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居多。有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背

景，利用国家统计数据及相关资料研究评价农村居

民旅游消费特征及变动趋势；有运用OLS参数估计

方法构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相关性的最优模

型；有依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国内旅游抽样调

查资料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

平及区域差异；有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定量研究影响

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等。以上研究方法大

多采用宏观数据研究整个农村旅游消费，事实上远

不止这些。从旅游消费的形成过程看，旅游消费整

个过程是旅游者的经济条件、人口特征和行为特征

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1]由此可见，宏观数据在

分析层面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从微观角度更

深入地研究旅游消费的决定因素。选用CFPS数据，

采用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别从人口学

特征与经济等相关因素中深入探讨和挖掘以上因素

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造成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三、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基本描述

研究数据来源于 CFPS，该样本覆盖 25 个省、

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 000 户中的全部家

庭成员，可将其视为代表性样本。[22] 采用跟踪调查

分层抽样的方法，能够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

变化有一个动态分析，特别是在调查期内的家庭旅

游消费支出。在下面的分析中，比较不同的教育程

度、收入状况、小孩数量和居住状况等对家庭旅游

消费支出的影响。经过数据处理和筛选，选取了其

中农村家庭共计 541 户 1 326 人的样本数据进行分

析，由于样本比较具有代表性，符合数据分析对于

图1 1980—2015 年国内“农村居民旅游”研究文献数
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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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的需求。被抽样人口的基本状况如表1所示。

通过表 1的数据样本分布特征来看，性别、年

龄、家庭年收入、资产等分布较为均衡，而婚姻状

况大多数为在婚，居住省份也较为符合我国人口分

布的特征，只是西部地区抽样样本相对较多。而在

教育程度分布上面，也符合我国农村整体教育程度

的特征，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总计超过了

49%，比例相对较高，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为

7.8%，比例较低。而样本中小孩数量，独生和没有

小孩的占比为46%，两孩和两孩以上的占比较大。

（二）家庭基本状况的T检验

将以上数据使用 SPSS Statistics 21 版本统计软

件，采用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中国农村

家庭旅游消支出在不同人口学特征及经济因素下体

现的差异，从而对一系列影响中国农村家庭旅游消

费差异的因素进行判断。为了能够了解家庭对于旅

游消费支出的差异性，首先对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与就业状况均分别为两组抽样相互独立的样本，

且样整体为正态分布，故研究在家庭旅游消费支出

这个连续变量的平均值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 （Independent-samples tests） 的分

析方法，设定的显著水平为 0.05。检测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显示，女性与男性样本等方差Levene检验

显著程度大于0.05，说明两者方差非齐性，故采用

样本方差相等假设时的 t检验结果，性别的显著性

值为 0.550，就业情况的显著性值为 0.855，都大于

0.05。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就数据来看，性别

和就业状况在中国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方面无显著性

差异。

婚姻状况分析中，非在婚与在婚样本等方差

Levene检验显著程度小于 0.05，说明两者方差非齐

性，故采用样本方差不相等假设时的 t 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这两个均值之间的p值为0.159。统计上不

认为中国农村家庭是否在婚在旅游消费有差异。因

此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得出结果为：中国农村家庭

旅游消费支出在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就

业情况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三）影响消费需求因素的ANOVA方差分析

因为受教育水平、居住省份、年龄、和家庭孩

子数量每组变量中还有具体分组，且组数大于 2，
拟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方法来研究，检验

的显性水平设定为0.05。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显示年龄组的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p值

大于 0.05，故采用样本方差相等假设结果，其F值

的p值为0.820大于0.05，因此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

中国农村旅游消费支出在年龄组方面并无差异。受

教育水平、居住地区以及家庭孩子数量这三组变量

方差齐性检验的 p 值都为 0.00 方差呈现非齐性结

果，因此采用 Welch 与 Brown-Forsythe 来做检验，

表1 被抽样农村人口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性别

女

男

婚姻状况

非在婚

在婚

就业状态

失业

就业

居住省份

东部

中部

东北

西部

家庭年收入

<3 000 元

3 001 -20 000 元

20 001 -50 000 元

>50 001 元

%

51.7
48.3

8.1
91.9

37.3
62.7

40.9
18.5
11.4
29.3

25
25
25
25

变量名称

年龄

<40 岁

41－65 岁

>66 岁

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大专

大专及以上

孩子数量

没有孩子

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三个及以上

家庭资产

<27 000 元

27 001 -57 000 元

57 001-93 000 元

>93 000 元

%

40.5
49.7
9.8

27.1
21.7
30.4
13.0
7.8

12.4
34.3
33.7
19.5

24.7
25.3
24.4
25.6

表2 独立样本T检验

变量名称

性别

女性

男性

婚姻状况

非在婚

在婚

就业情况

失业

就业

Levene值
0.550

0.000*

0.855

t值
0.652

1.417

0.272

均值/元

2 361.260
2 226.646

3 117.870
2 223.439

2 332.720
2 274.657

说明：*代表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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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代替F值，受教育水平、居住地区以及家庭孩

子数量三组的Welch与Brown-Forsythe的p值范围都

小于0.05，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数据结果显示农村

旅游消费支出除年龄组以外在受教育水平、居住地

区以及家庭孩子数量在方面都存在差异，对其有显

著影响。

（四）Games-Howell 两两比较法对比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出组间差异后进一步进行

组内比较分析，因为受教育水平、居住地区与家庭

中孩子数量这三组内变量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为方

差非齐性，选用 Games-Howell 两两比较法，其结

果见表4。
在表 4 的进一步分析得出：在居住省份方面，

居住在东部省份的农村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要显

著高于居住在中部、东北与西部省份的家庭，居住

在中部省份的家庭与居住在西部省份的家庭相比，

也存在旅游消费支出差异；家庭孩子数量方面，独

生子女家庭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相比有显著差异，

家里没有孩子的旅游消费支出最大，有一个孩子的

大于有两个和三个孩子的，可以看出家庭小孩数量

越多，旅游消费支出越少；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方

面，一般来讲受教育程度越高，旅游消费支出越

多，但是小学教育程度的旅游支出反而小于文盲的

旅游支出。使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法探讨家庭年收入

与家庭资产这两个变量与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关系，

检验发现 p值都为 0.00。表明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支

出受家庭年收入与家庭净资产（储蓄和现金之和）

的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后续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地域、教育程度、子女数量等因素对家庭的旅

游消费支出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几个

方面：

1. 婚姻状态显著影响旅游支出。对于样本中的

婚姻状况来讲，虽然非在婚人群的比例相对较少，

但是这类人群对于旅游消费支出却显著高于在婚人

群，均值分别为 3 117.87元和 2 223.44元，非在婚

比在婚的旅游消费支出高了将近50%，表明农村地

区旅游消费受婚姻状态因素的影响。而是否就业对

表3 单因素ANOVA方差分析

变量名称

受教育水平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居住地区

东部

中部

东北

西部

家庭孩童数量

0
1
2

≥3
年龄(岁)

< 40
41－65

> 66

Levene值
8.921*

5.026*

10.104*

0.832

F值

－

－

－

0.198

welch值

4.956*

7.579*

4.383*

－

Brown-Forsythe
5.885*

3.761*

3.722*

－

均值/元

2 017.455
1 719.409
2 354.727
2 657.267
4 052.427

2 611.808
1 675.877
1 997.940
2 363.402

3 017.151
2 566.945
1 930.288
1 993.243

2 320.689
2 244.112
2 459.992

注:方差非齐性参考Welch与Brown-Forsythe值，*代表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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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村地区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影响并不大，结果也

较为符合实际，婚姻会使人们在消费的时候考虑到

诸多因素。

2. 教育程度的高低与旅游消费成正相关。从

ANOVA 分析中发现教育水平的方差 Levene 值、

Welch值和B-F值都不显著，表明教育水平之间存

在差异，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地区旅游消费。通过

Games-Howell 两两比较法对比分析也能够看出他们

之间的差异，整体来讲教育水平越高，旅游消费支

出越多。但文盲\半文盲的旅游消费支出比小学教育

程度的支出要多。这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

合，教育程度越高单位时间内收入就越高，而消费

能力相对较强，闲暇消费带给人的效用也会增加，

所以旅游消费支出会较多。

3. 旅游消费支出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随着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旅游产品在不同“收入

阶层”的农村居民之间表现为“不同的属性”，东

部地区处于提升旅游消费层次阶段(唐代剑 & 潘君

斌，2010)。从地域上来看，通过ANOVA方差分析

也可以看出，方差Levene值、Welch值和B-F值都

不显著，也可以证明居住地会影响旅游消费支出。

通过Games-Howell两两比较分析出，东部地区农村

经济条件相对西部及其他地区较好，相应的旅游消

费支出最多。可见，经济收入直接影响中国农村居

民的旅游人均花费和旅游购买力，旅游中消费和旅

游低消费地区三项旅游消费指标均无显著差别；旅

游高消费地区与其它两个地区在游客人均花费、旅

游购买力方面有显著差别。[9]这与学者的研究结果

较为类似，而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在旅游消费中排名

第二，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较为

表4 Games-Howell 两两比较

变量名称

居住地区

东部

中部

东北

西部

家庭孩子数量/个
0

1

2

≥3

中部

东北

西部

东部

东北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东北

1
2

≥3
0
2

≥3
0
1

≥3
0
1
2

均值差

935.930 57*
613.867 721
248.406 056
-935.930 6*
-322.062 85
-687.524 5*
-613.867 72
322.062 846
-62.954 653
-248.406 06
687.524 51*
365.461 665

450.206 46
1 086.862 92
1 023.908 27
-450.206 46
636.656 46*
573.7018 12
-1 086.862 9
-636.656 5*
-62.954 653
-1 023.908 3
-573.701 81
62.954 653

变量名称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职高

大专及大专以上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职高

大专及大专以上

文盲/半文盲

初中

高中/中专/职高

大专及大专以上

文盲/半文盲

小学

高中/中专/职高

大专及大专以上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大专及大专以上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职高

均值差

298.045 833
-337.271 49
-639.811 89
-2034.972 *
-298.045 83
-635.317 32
-937.857 7*
-2 333.017 *
377.271 492
635.317 325
-302.540 39
-1 697.700 1
639.811 886
937.857 72*
302.540 395
-1 395.159 7
2 034.971 6*
2 333.017 5*
1 697.700 14
1 395.159 74

*.代表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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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4. 家庭孩子的数量影响旅游消费支出。通过

ANOVA方差分析可以看出，方差Levene值、Welch
值和B-F值都不显著，表明小孩数量不同会影响旅

游消费支出。过 Games-Howell 两两比较分析可以

看出，家里没有小孩的旅游消费支出最多，均值为

3 017 元，其次为一个小孩为2 566 元，而家庭有两

个及以上小孩旅游消费较少，并且有三个以上小孩

还高于两个小孩的旅游消费支出。根据生命周期理

论，小孩数量会影响到家庭的消费，家庭在生命周

期的不同阶段，消费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研究展望

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

进：首先，在数据选取方面拓宽，增大样本量，以

便得到更精确的数据。如对有旅游消费支出的农村

地区都进行分析等。其次，在指标选取方面可考虑

增加。在影响旅游支出方面除了自身的因素以外，

还与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程度的关系，如果一个地区

旅游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则该地区的旅游支出相对

较多，这些因素都可以考虑到影响旅游消费的因素

中去，在上文的数据分析中也可以看到，西部地区

的旅游支出较多，而西部地区收入与东北和中部地

区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否和西部地区旅游资源

较为丰富有关也值得研究。最后，在数据分析的方

法上，可以考虑更为高级的回归模型或者选择更为

合适的计量方程模型，通过这些模型可以更为准确

分析各因素对于农村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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