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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以大英西旅游景区为例
杨摇 易1 ,杨摇 英2

(1. 英国阿斯顿大学商学院,英国伯明翰;2.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东广州 511443)
摘摇 要: 该文阐述并界定自驾游的基本概念,指出自驾游具有体验性强、计划弹性、时尚性、个性化、相对较高
消费性等基本特点,从供给及需求两个层面分析影响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的主要因素。 从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
道策略和促销策略四个方面的协调推进,构建旅游景区的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的基本框架。 该文分析并指出大英
西旅游景区具有旅游资源有特质且极为丰富和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其自驾游市场营销存在没将自驾游纳入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旅游景区内自驾游服务系统不完善、旅游景区发展定位对自驾游的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对大英西
旅游景区合理发展自驾业务提出需按自驾游的要求重新规划旅游景区及其旅游产品,提升自驾游旅客住、吃、购服
务能力,构建高效的旅游景区推广渠道和设置清晰的景区自驾游指引信息体系等营销策略方面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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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通过参与对大英西旅游景区的运营状况及市场

为 Sunday -drive,后来因此类出游方式已由周末扩

设与运营时间较长,正在逐步走上有序的运行轨道,

斌,2004) 。 刘欢在概括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定义自

营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该旅游景区的建
但其自驾游方面的业务却与国内不少旅游景区一
样,虽然在发展上已有相当的基础,但运营问题不

展至所有的节假日,便称自驾游为 Drive Travel( 龙
驾游概念的基础上认为( 刘欢,2011) ,自驾游应包

含:以私有或租借的汽车为交通工具、驾车者旅行和

少,又具极大的提升空间。 之后,在较为系统地分析

暂时居留引发的各种出行关系的总和、以休闲为目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之后发现,目前国内外关于旅

的等三个基本要素。 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及内涵,

游景区自驾游营销策略研究方面的文献极为有限,

本文认为自驾游是指旅游者以休闲体验为主要目

特别是具体指导旅游景区有效地开展自驾游的营销

的,以自发组织为主体,自驾车辆前往旅游目的地的

策略研究方面的文献,更是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状态。

各种旅游行为的总和。

为此,本文拟通过探索大英西旅游景区自驾游的市

1. 1. 2摇 自驾游的基本特点

场营销策略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为该旅游景区有效
开拓自驾游市场提出若干建设性建议,也为其它旅

自驾游在国内方兴未艾,并已占较大的市场份

游景区发展自驾游业务提供相应的借鉴。

额。 据《 中国自驾游年度发展报告(2012-2013) 》 和

1摇 旅游景区自驾游的营销策略

全国自驾游人数有 13. 6 亿人次,占当年国内游总量

1. 1摇 自驾游及其基本特点
1. 1. 1摇 自驾游的概念

自驾游是“ 自驾车旅游冶 的简称。 自驾游自上

世纪 20 年代因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流行自驾汽车
外出旅游而出现。 起初,人们称周末自行驾车出游

《 中国自驾游年度发展报告(2013 -2014) 》 ,2012 年
的 46% ,自驾游客消费约 10 661. 7 亿元,占当年国
内旅游总收入的 46. 9% ;2013 年自驾游约 17. 3 亿

人次 , 占 当 年 度 国 内 游 总 量 的 5 3 % , 其 消 费 约

12 040. 97 亿元。 今后,在政策支持下以及随着接待
设施和服务的不断完善,自驾游发展的市场空间更
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马聪玲,2014) 。 概括自驾游
的发展状况,许心一和田晓霞(2011) 认为,自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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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传统旅游形式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亲身体验贯穿整个旅游过程;二是因行程及活动均
由旅游者自行确定及控制,旅游计划极富弹性;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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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过 程 中 注 重 与 他 人 进 行 交 流。 此 外, 刘 欢

场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旅游偏

(2011) 认为,作为一种新兴的特色旅游方式,自驾

好和闲暇时间等因素,制约着自驾游市场的发展规

游还具有时尚性、个性化、刺激性强、消费档次高等

模、旅游产品的价格定位及业务的的季节性变动状

特点。

况。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居民不

1. 2摇 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及其影响因素

单消费水平较高、汽车拥有率较高,视野一般较为开

旅游景区市场一般指一个旅游景区能够有效吸

阔、旅游质量要求也较高,常规性的团队旅游难以满

引到旅游客源产生地的空间区域。 旅游景区市场的

足其出游需求,因而这一地区的自驾游发展基础较

大小,主要是由该旅游景区的旅游资源对游客的有

好且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极为明显。 发达国家自驾游

效吸引力和游客的偏好等因素所决定的( L·J 史密

的发展状况已印证了这一发展趋势。 如澳大利亚的

游市场定义为一个旅游景区能够有效吸引到自驾游

在 1980 年自驾车旅游就占到了各城市旅游的 84%

斯,1992) 。 从这一概念出发,本文将旅游景区自驾

国内游中,自驾游游客占比高达 70% 以上;美国早

客源产生地的空间区域。

之多,目前每年约有 1 / 2 的家庭自驾游一次( 周武

由于自驾游有着出行方便、时间灵活和交流便
利的优势,所以对那些占地面积广阔、区内景点之间
距离相对较远而且距离经济发达地区较近的旅游景
区来讲,自驾游的市场潜力自然也非常巨大。 我们
可以从供给及需求两个角度分析影响旅游景区的主
要因素。
从供给的角度看,一个旅游景区的自驾游市场
的大小,受到如下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地理位置。 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与旅游景区
自身相应旅游市场的汽车可达性因素,如旅游景区
与市场( 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旅游客源产生地)
之间的实际距离远近、旅游沿线的基本路况等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 按照有关的经验,除小众游客外,

忠、朱剑峰,2007 ) 。 毗邻港澳的珠三角经济发达,
这里便有很好的自驾游的出游条件。 统计资料显
示,2014 年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的人均 GDP 已超
过 1 万美元 / 人,其中深圳市更达 2. 4 万美元 / 人;珠
三角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1 000 万辆左右,这自然为
自驾游 的 发 展 创 造 了 十 分 坚 实 的 物 质 基 础。 于
2007 年,深圳市每周出游的车辆大约就有 3 万辆左
右,而每辆自驾车的背后都有 4 名左右经济实力强
劲的消费者。 在深圳,黄金周自驾车出游的人数每
年达 60-80 万人( 李晓轩,2008) 。

1. 3摇 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
1. 3. 1摇 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定义委员会对“ 市场营销冶

自驾游一般以二至三小 时 的 驾 车 距 离 ( 即 所 谓 的

概念所下的定义是:计划和实施对观念、产品和服务

的畅达性也极受自驾游游客所青睐。

现满足个体和组织目标的交换( 李业,2007) 。 禹贡

“ 三小时生活圈冶 ) 为佳,并以半天车程为限。 道路

的形象建立、定价、促销和分销策略的过程,从而实

景观吸引力。 旅游景区的景观资源的丰富程

和胡丽芳将市场营销的这一概念引入旅游学研究,

度、独特性、知名度和美誉度与其对自驾游游客的吸

并对旅游景区营销作出如下的定义( 禹贡、胡丽芳,

引力成正比。 拥有较为丰富且独特的旅游资源,一

2005) :旅游景区经营企业综合运用各种有效的市

个旅游景区才有可能对自驾游旅客产生足够的吸引
力,有效地吸引自驾游。

场经营手段,把旅游景区的产品和服务销售给旅游
消费者,以使目标游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经济活动

景区相应的配套设施。 自驾游游客多为高端人

和动态管理过程。 本文以此为基础,将旅游景区的

群,吸引其到旅游景区旅游,除了要求景区有一般旅

自驾游市场营销进一步定义为:旅游景区企业综合

游景区所具有的较为完善及较高标准的旅游配套服

运用各种有效的市场经营手段,把旅游景区的产品

务和设施外,还必须建设有适应自驾游的观光道路

和服务销售给自驾游消费者,以使自驾游这一目标

系统、停车场地、加油站、汽车修配服务机构等适合

游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经济活动和动态管理过程。

自驾游需要的配套环境。

1. 3. 2摇 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

从需求的角度看,一个旅游景区的自驾游市场,
则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影响:
客源市场的出游条件及偏好。 旅游景区客源市

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的管理过程,主要包

括旅游景区在发展自驾游方面的市场机会分析、旅
游景区目标市场选择、旅游景区营销组合和旅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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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营销活动的管理等多个相互联系的内容( 禹贡、
胡丽芳,2005) 。 旅游景区的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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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呈巨大反差的“ 洁净环境冶 ,更增添了本旅游景区
景观群的魅力。 目前,大英西旅游景区已开发的售

是指旅游景区在进行自身市场机会分析及对目标市

票旅游景点三处,分别为:老虎谷暗河漂流,洞天仙

场作清晰的发展定位的基础上,以自驾游游客需要

境,彭家古堡。 除此之外,还有已开发的明迳峰林倒

为出发点,根据经验获得他们需求量以及购买力的

影、观音谷、赵州古桥、千军拜将、岩背天坑等免费旅

信息、业界的期望值,有计划地组织各项经营活动,

游景点及大量尚未开发的极具潜力的卡斯特景观和

通过相互协调一致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

其它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这些旅游景点

和促销策略( 简称 4P's) ,为其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

及大量的其它极具观赏价值的卡斯特地貌散落在整

务而实现旅游景区目标的过程。 其中,旅游景区的

个旅游景区内的各处,从而组成了这个集桂林山水、

产品策略主要应以本旅游景区提供给游客的满足其

清远漂流于一处且兼俱其它自然与人文景观的风景

需求的基本效用和价值为着力点;价格策略应定位

旅游胜地。 众多的景点及景观资源虽密集分布于狭

于在保证游客感到“ 物有所值冶 的情况下,不断扩大

长的大英西峰林走廊上,但各主要景点之间尚有一

旅游景区的销售,增加利润率和提高市场占有率方

定的空间距离,若有汽车作为旅游的代步工具,旅游

面;渠道策略应着眼于促进旅游景区的旅游产品和

观光的质量将可大为提升。

服务与游客的合理对接,以减少交易过程工作量和

2. 1. 2摇 地理位置优越

成本,提高营销效率;促销策略应该将沟通旅游景区
与游客( 包括潜在游客) 之间的信息,创造及拓展旅
游需求作为重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旅游景区
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看成是,旅游景区针对开拓自
身的自驾游市场而开展的合作集团营销、网络营销、
零距离服务营销、绿色营销等( 朱龙,2004) 和关系
营销等策略( 禹贡、胡丽芳,2005) 及其组合的策略。

2摇 大英西旅游景区自驾游发展与市场营销
现状

大英西旅游景区区位条件优越,南距广州不足

130 公里,有多条高等级的公路与珠三角连接,特别
是 2008 年年底清连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后,本旅游景
区已全面嵌入珠三角 2 小时生活圈而成为国内外著

名的高水平客源地及游客集散枢纽的珠三角地区的
“ 后花园冶 ,与港澳地区的联系也极为便捷,集客条

件好。 由于该旅游景区靠近经济较发达的大珠江三
角洲地区,客源地的消费能力较强,自身对自驾游又
有着极为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为发展自驾游业务奠
定了物质的基础。

2. 1摇 大英西旅游景区发展自驾游的资源特点

2. 2摇 大英西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现状分析

积较为辽阔而得名。 大英西旅游景区位于英西地

况

大英西地区因地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西部且面

2. 2. 1摇 大英西旅游景区自驾游的市场营销基本情

区,跨越九龙及黄花两镇,它作为广东一个知名的旅

为吸引自驾游旅客,大英西旅游景区经营者通

游景点群集,在发展自驾游方面有着非常有利的资

过如下四个措施大力发展自驾游业务:一是与其所

源及条件。 具体表现:

在的地方政府联手修筑及维护景区内的观光道路;

2. 1. 1摇 旅游资源有特质且极为丰富

二是在各主要的景点均建设有独立的一定规模的露

这里富集着分布广泛且集中的形态亮丽的卡斯

天停车场,为自驾车供给便捷的停车条件;三是与广

特地貌群———“ 英西峰林冶 。 整个旅游景区南北跨

东一个著名的旅行社开展战略合作,共同招徕游客

越 20 多公里、东西达 5 -8 公里,连绵面积达 100 多

并开拓自驾游市场;四是整合旅游景区所在的九龙

平方公里,是广东最长、最密集的天然峰林游廊,也

和黄花两个镇的各种商业设施及资源,为自驾车的

是最接近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洲地区的发育典

游客营造良好的饮食、住宿的购物环境。 经过近几

型,可与贵州、广西等地比美的卡斯特地貌群。 更为

年时间的努力,大英西旅游景区与自驾游从零起步

可贵的是,这里还散落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

的 2008 年相比较,自驾游旅客已有了长足的增长。

极为浓厚的彭家古祠、黄花道教文化及田园风光等
人文旅游资源。 此外,整个清远市尚处在工业化初
期进程中所积蓄的后发优势,使这里拥有的与珠三

据经营者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该旅游景区自
驾车旅客已占游客总数的约 1 / 4 左右的水平。 大英

西旅游景区已成为珠江三角洲自驾游的一个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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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

次在广东卫视、广州电台等媒体投放广告,都是着眼

2. 2. 2摇 大英西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存在的主

于招架在清远地区内来自于玄真峡谷漂流、五星漂

2. 2. 2. 1摇 自驾游没纳入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十分剧烈的市场竞争,针对“ 老虎谷暗河漂流冶 的开

要问题及成因

流、银盏谷漂流等近 40 处具同类产品的短兵相接的

虽然,早在本世纪之初大英西旅游景区便委托

发而进行的。 而事实上,大英西旅游景区最具竞争

专家为本景区编制了较为系统的发展规划,但由于

力应该是对自驾游旅客吸引力最大的,且具有不可

当时尚没有预测到自驾游发展大潮将会在十年左右

复制性的峰林景观及融于其中的人文景观。 在旅游

后的今天,能够如此汹涌而来,因而整个旅游景区的

景区建设定位及做相应的广告的制作及投放上,没

建设与发展规划都是为旅行社组团旅游而安排,并

有将驾车畅游于峰林之间享受天然及人间美景作为

未将与自驾游需求密切相关的旅游产品开发、旅游

自驾游广告的主题,必定大大地约束大英西旅游景

设施建设及旅游管理的规范等纳入考虑的范畴。 例

区在自驾游市场上的号召力,进而影响该旅游景区

如,道路网络的布局主要仅只覆盖几个售票景点,没

自驾游业务更为有效地开拓。

能向整个景区有效撑开,以适应自驾游可达性强、有

3摇 大英西旅游景区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基

发掘景区内较边远区域旅游资源潜力的潜在需求;
景区内道路规划与建设标准偏低,不适应自驾游发
展要求;旅游产品的规划与建设没体现自驾游的内
在需求,等等。

本思路

摇 摇 为更好、更有效地发展自驾游业务,大英西旅游
景区必须针对旅游景区的资源状况、所处的市场竞

2. 2. 2. 2摇 景区内自驾游服务系统不完善

争环境及在自驾游市场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实

很大的依赖性。 但是,目前大英西旅游景区对自驾

方面:

游相关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却尚未完善。 其

3. 1摇 按自驾游的要求重新规划旅游景区旅游产品

自驾游对旅游基础设施及相关的服务系统具有

主要表现:一是整个旅游风景区内的道路上缺少醒

施自驾游市场营销策略时,将着力点放在如下几个

虽然,大英西旅游景区曾经对自身的旅游产品

目的景点标志牌。 二是在各景点的露天停车场的建

作过较为系统的规划,但从发展自驾游的角度来看,

设明显满足不了日益发展的自驾游的需要,特别是

则大有适当进行调整的需要。 具体考虑:一是按突

在旅游旺季车多人多时车位更显紧缺。 三是旅游景

出“ 离大珠三角空间距 离 最 短 的 美 丽 的 卡 斯 特 风

区上档次且具特色的餐厅少,无法向游览该景区的

景冶 核心竞争资源的中心地位,以及适应自驾游发

相对高端的自驾游游客提供“ 土、特、优冶 就餐服务。

展要求的基本原则,尽快重新系统规划旅游景区,既

四是整个旅游景区没有适合自驾游人士个性化需求

重视核心景点的建设,也着意留出自驾游自寻景观

的档次较高且整洁的宾馆( 包括汽车旅馆等) ,致使

的空间。 二是从自驾游景观欣赏的角度进行车行道

到大英西旅游景区自驾游的游客过夜时,多需到离

路设计,撑开整个旅游道路网络,让自驾游旅客能于

本旅游景区 60 公里远的清远市或英德市区的宾馆

旅游景区中自由探索寻景,以最大限度地领略大英

住宿。 而且,就是该旅游景区内的档次较低的宾馆

西旅游景区的特色景观。 三是为尽量减少道路及车

所能提供的住宿床位也极为有限,几乎在所有的节

辆对环境、自然景观和非自驾游旅客旅游活动的影

假日,都会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限制了景区自驾游

响,道路布局应在保证景区内部道路能满足景区内

的发展。 此外,该旅游景区内加油站、汽车维修以及

部交通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将道路面积降到最低

紧急救援服务等方面,也都远远落后于自驾车旅游

限度,并做到人车分流。 四是规划旅游景区应考虑

发展的需要。

在道路旁协调栈道或其它形式的观景台等,以让游

2. 2. 2. 3摇 发展定位对自驾游的针对性不强

客更为人性化的进行游览。 五是增加景区探险、拓

重点放在漂流旅游项目上,以至忽略了对自驾游旅

升对自驾游的吸引力。

客具有极大吸引力的“ 离大珠三角空间距离最短的

3. 2摇 提升自驾游旅客住、吃、购服务能力

大英西旅游景区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定位一直将

美丽的卡斯特风景冶 核心竞争资源的开发。 如曾多

展、野营、养生、学习、文化、生态等等旅游项目,以提

对于相对高端的自驾游旅客来说,旅游景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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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消费价格水平的差异并不是主导他们选择旅游目

为顾客互送折扣券和有效吸引没有私家车但却拥有

的地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自驾游旅客中的很大一部

驾驶执照并且有自驾游意愿的潜在消费者,等等。

分都是经济实力较强、对价格相对不怎么敏感的都

3. 4摇 设置清晰的景区自驾游指引信息体系

市白领,对他们来说,旅游景区最具吸引力的标志,

适应自驾游具自主设计旅游线路、自主管理整

应该就是旅游景区在具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的基础

个旅游体验过程的要求,旅游景区必须建立一系列

上,自驾车便利性强。 为此,提升自驾游旅客的住

清晰的引导自驾游的信息体系。 具体考虑:一是在

房、吃、购服务能力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下工夫:一是

网上挂放不同形式且清晰的由本旅游景区的市场区

从自驾游的基本出行要求出发,在旅游景区内布局

域内不同区域进入本旅游景区的出行交通地图,让

及建设若干个停车位规模及结构合理的汽车旅馆。

自驾游旅客在出行前阅读以形成明确的空间指向印

与此同时,在具体建设这些汽车旅馆时,必须针对这

象。 二是按照国家旅游总局的旅游目的地交通标识

些对价格不敏感、对住宿环境条件,特别是卫生条件

规范,在进入广东省清远市且可通往本旅游景区的

具有十分挑剔要求的相对高端的自驾游旅客的特

高速公路及其它主要交通干道上均设置足够数量的

点,提供高规格的豪华客房或简洁相对实惠的客房

出口指引,并且在通往本景区的高速公路出口、其它

由其选择。 其中,豪华客房还应保证每一间客房都

主要的分叉路口均设置醒目且标清的行车方向标

可以看见窗外秀气的风景景色。 二是合理布局加油

识。 三是在旅游景区内设置的主要景点、服务设施

站、适应自驾游发展要求的特色餐厅、特色商品市场

及自寻景观的交通标识应清晰、简洁。

及娱乐场所等,逐步完善自驾游产品服务体系。 三
是旅游景区的餐厅除了提供团餐之外,还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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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Strategy Research of Drive Travel on Tourist Attraction:
An Example of DaYingXi Tourist Attraction
YANG Yi1 , YANG Y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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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laborated and defined the concept of Drive Travel, pointed out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ence, planning elasticity, fashion, individuation and compared higher consumptive about Drive Travel, and
analyzed main factors of impacts on tourist attractions from supply to demand. Coordinating four aspects including
product strategy, price strategy, channel strategy and promo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had built marketing strategy a鄄
nalysis of Drive Travel market for tourist attraction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YingXi tourist at鄄
traction, illustrat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at tourist attraction did not included Drive Travel into tourism develop鄄

ment master planning, Drive Travel service system inside the tourist attraction was faulty and targeted positioning of
Drive Travel in tourist attraction development was weak. Then the following study offered suggestions such as to re
-planning DaYingXi tourist attraction and its product to the demand of Drive Travel, enhance service ability of ac鄄

commodation, catering and shopping for Drive Travel customers, build higher efficiency promotion channels for this
tourist attraction, set clearly Drive Travel guidanc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o on.
Key words: tourist attraction; Drive Travel; marketing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