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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居民游憩行为研究的成果和最新动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文通过对国内有关居民 

游憩行为的文献进行分类和分析讨论，分别从游憩动机、游憩决策、游憩时空流动行为、游憩满意 

度、游憩行为影响等5个方面对居民游憩行为进行了评述，并在评述的基础上就研究领域、研究方 

法、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等提出了相关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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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n Residents Recre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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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School，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037009，Shanxi Province，China；2．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School ofGeographical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achievements and~ends of residents recreation behavior，it is given an overall 

retrospect ofdevelopment ofresidents recreation behavior research from Our nationaljournal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recreation， 
and it is also reviewed the recreation motivation，recreation decision—making，recreation fluidity of space-time，recreation 
satisfaction and the impact of recreation behavior．On the basis of the assessment，the relevant research implications involving in 

the research fields，research methods，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scal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the resident；recreation；domestic；research progress 

作 为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 的产物 ，游 憩 

(recreation)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参与，相关 

研究也不断成熟和完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对游憩的发展、需求、 

城市游憩商业区规划、游憩价值评估以及游憩影 

响等相关方面进行了研究。从客源市场的角度出 

发 ，对游憩行为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游憩行 

为规律，找出游憩的流动及行为发生的影响机制， 

而且还能为政府、企业及管理单位进行产品设计 

开发、制定经营管理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游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颁布的 《雅典 

宪章》中，并将其列为城市的四大功能之一。而 

伴随我国双休Et及长假制度的施行，闲暇时间的 

增多，国内学者们关于游憩概念与理论的研究也 

在逐步深人。保继刚 提出，游憩一般是指人们在 

闲暇时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包含的范围极其广 

泛，在实践上难以区分旅游和游憩。俞晟 认为， 

游憩是在离开居所一定范围内进行的，能够带给 

行为实施者生理和心理上的愉悦，有助于恢复其 

体力和精力的合法行为。此外，还有学者对游憩 

的概念从不同的范畴进行了描述。如从时问角度 

认为，游憩一般是指不过夜的娱乐活动等。 

基于人们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及学科角度 

等方面的不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 “游憩” 

尚无一个可以接受的权威性定义。研究者们对于 

游憩概念不同的认识，并不是游憩者或旅游者本 

身的行为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征，仅仅是为了 

统计上的需要和方便以及分析旅游经济影响的需 

要。游憩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它所包括的时间范围、 

空间距离、活动内容与形式相当广泛。结合以上 

对于游憩含义的理解，本文认为 ，游憩既包括离 

家到户外近距离的消遣、放松与娱乐等目的性休 

闲活动，又包括长时间离开居住地所进行的远距 

离的旅游活动。游憩是闲暇活动谱的一部分，而 

旅游是游憩活动谱上的一种空间范围较大、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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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游憩方式。 

1 相关研究进展 

1．1 居民游憩动机 

游憩动机研究在有关游客游憩行为方式与游 

憩活动结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对 

游憩动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它仍然 

是游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内关于居民游 

憩动机的研究相对较晚，大致体现在3个方面，即 

游憩动机的分类与比较、游憩动机的测量和游憩 

偏好特征。 

首先是游憩动机的分类与比较。在国内，关 

于游憩行为研究方面，学者们较早关注的是游憩 

者动机类型。俞晟等口 认为，动机方面主要是修身 

养性，其次为寻求从工作中解脱以及寻找乐趣。 

顾兴全等嗍以杭州市为例，认为城市居民对体育休 

闲旅游有较高的偏好度和强烈意愿动机。宋秋 

对城市居民的游憩动机进行研究，得出了3个游憩 

动机推力因子： “感情交流”、 “附带出游”、 

“求美求知”和2个拉力因子： “环境质量”和 

“设施、项目与服务”。 

其次是有关动机测量与评价。国内在游憩动 

机测量与评价方面多运用统计量表的定量分析方 

法。罗艳菊等 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采用 

由Driver等人 在 1982年建立 的游 憩体 验偏好 

(Recreation Experience Prefefence，REP)量表测 

量游憩动机，研究了具有不同游憩动机的游客对 

游憩利用影响的感知差异。肖亮等 对涉及游憩活 

动项 目的问题进行交叉频次分析，揭示了不同层 

次游憩者的游憩活动偏好。吴必虎等 通过阐述影 

响居民游憩选择的作用力模型，研究了杭州本地 

居民环城游憩的行为及偏好特征。 

再次是游憩偏好特征的实证研究。国内在近 

几年开始关注居民游憩偏好特征，以城市为案例 

地的实证研究居多，如许春晓等 以职业作为市场 

细分标准，对长沙市城市居民城郊旅游需求进行 

了实证研究。成凤明等 州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长 

沙市居民城郊游憩偏好与居民人口学特征因子进 

行了相关性分析。可见，学者们更为关注长沙市 

居民游憩偏好特征。另外，蒋巍等 采用问卷调 

查的方法从游憩形式、游憩吸引物及游憩区位3个 

方面分析了福州市区居民的环城游憩偏好特征及 

影响因素。刘鑫等 对北京植物园内不同类型家 

庭群体的出游行为特征和游憩行为偏好进行了调 

查研究。蒋巍等 从游憩形式、游憩吸引物及游 

憩区位3个方面分析了福州市区居民的环城游憩 

偏好特征及影响因素。孙梦阳等 研究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游憩者动机及其市场细分，研究认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域内外游憩者动机及决策偏 

好存在差异。 

1．2 居民游憩决策 

由于决策涉及到人们心理变化的复杂过程 ， 

学者们 围绕居民游憩决策展开了大量有益的探 

索。国内关于居民游憩决策研究最早的学者是吴 

必虎 ，他对上海市民近程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 

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最终提出了著名的环城 

游憩带理论。纵观国内学者关于居民游憩决策相 

关文献资料，其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2方面。 

首先是居民游憩决策行为模型研究。国内在 

本世纪初开始运用决策模型分析居民游憩行为， 

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如肖忠东等 从经济学的 

效用理论，以非线性特征函数建立效用模型，为 

旅游决策的实施和管理提供依据。杨兴柱 q首次 

把结构方程模型应用于旅游决策，构建了农户参 

与旅游决策的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秦俊丽 通 

过Amos 6．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构建出福州城 

区居民旅游决策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其次是居民游憩决策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学 

者们更多地从家庭结构、感知距离、产品质量、 

旅游者状态、旅游时间、经济条件、景区服务管 

理、目的地社会状况、信息感知、个人社会经济 

条件和态度感知等影响因子方面进行研究 ”。如 

杨学燕等对居民出游决策行为与家庭结构的关系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并得出不同家庭结构出游的 

行为规律 。杨兴柱等认为出游决策主要受感知 

距离的影响，而感知距离又受交通通达性的制约， 

交通通达性对游客决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龙鑫等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西安居民旅游决策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居民进行短期 

旅游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旅游产品质量、旅游者状 

态、旅游时间和经济条件 。秦俊丽以福州城区 

居民为研究对象，选取23项指标，基于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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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萃取出影响福州城区居民旅游决策行为的5 

个维度因素 (景区服务管理、目的地社会状况、 

信息感知、个人社会经济条件、态度感知 )口”。 

孙瑜等 选取北京回龙观社区作为实证研究地 

区，研究郊区居民游憩行为的空间特点、决策影 

响因素与过程，以及游憩行为的事后评价，认为 

感知信息、偏好等在郊区居民游憩行为决策过程 

中起了较大作用。 

1_3 居民游憩时空流动行为 

1．3．1 游憩行为活动的时间研究 

国内关于居民游憩行为活动时间的研究并不 

多见。李峥嵘等口 引入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分析居民社会属性与其休闲时间利用的相关性。 

刘志林等 在对休息日深圳市民的休闲时间利用 

进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居民的个人与社会 

经济属性与日休闲时问量对居民休闲时间利用的 

影响，以及不同时间利用类型的休闲活动时间节 

奏特征。 

1．3．2 游憩行为活动的空间研究 

国内对于居民游憩行为活动的空间研究虽然 

时间不长，但文献相对较多，研究体系相对较为 

成熟，主要体现在居民游憩空间流动规律、游憩 

空间结构模式和游憩空间活动特征3个方面。 

首先是对居民游憩空间流动规律的研究。最 

早把活动主体称成游憩者并对其空间流动行为进 

行研究的是吴必虎 ，他运用游憩活动和使用曲 

线分析技术研究了上海市游憩者的流动规律，结 

果发现，游憩者流动随距离衰减，与Smith S L J． 

所述的Maxwell—Boltzman曲线正好相反。张安等 研 

对南京城市游憩者时空分布规律与活动的频率进 

行了分析，认为不同动机旅游者空间分布模式不 

同，游憩活动的重游率随距离衰减。吴承照 认 

为，游憩效用决定了城市居民户外游憩分布行为， 

并在吴必虎关于 “距离衰减”理论的基础上，进 
一 步提出门槛距离，之前为反距离衰减，超过这 

一 门槛，才表现为距离衰减现象。殷红梅等雎踟以 

贵阳黔灵公园为研究客体，分析城市公园游憩者 

来源的时空分布规律，表明其游憩流动有明显的 

空间指向性及折回式流动方式。粟路军等口 以长 

沙市为例，对城市居民环城游憩距离选择进行了 

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环城游憩活动并不完全 

符合距离衰减规律，而是存在出游理想距离。史 

久西等p卅以POE方法对浙江省乡村居民游憩行为 

进行研究，揭示出与时空因子中关系最为紧密的 

是出游 目的地的距离。可见，国内关于居民游憩 

空间流动规律的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相对成 

熟。 

其次是对居民游憩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国 

内从本世纪初开始关注居民游憩空间结构模式的 

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研究结果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和参考价值。如刘志林等p 应用时间 

地理学研究市民周末休闲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休 

闲行为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并提出了深 

圳市民周末休闲活动的4圈层2集中带的空间结构 

模式。周常春等 从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间及相关 

影响因素分析了城市居民游憩空间的一般规律， 

建立了昆明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间模型。周菁等p 

以菏泽市为例，采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 

中小城镇居民户外游憩的空间结构体系，提出一 

个4圈层3集中带的空间结构模式。梁琳等口 通过 

比例分析、交叉分析等手段，总结了汉口江滩休 

闲者的出行特征及其当日在汉口江滩的空间行为 

规律：其休闲空问结构呈现 “3带3区”的特征。 

再次是对居民游憩空间活动特征的研究。从 

内容上来看，又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 

某一区域为例，研究当地居民游憩空间活动特征。 

如林岚等p 分析了福州市游憩者的行为特征，并 

对其出游前的行为态度进行研究，最后分析了游 

憩者的活动空间。彭顺生 以广州为例，研究了 

居民环城游憩的行为特征。王辉等p 以大连市居 

民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出游时间、花费、动机、 

偏好、旅游评价及旅游活动的空间特征等方面的 

基础上，揭示了城市居民环城游憩行为的一般特 

征。郑柳青p踟分析了成都市居民游憩场所选择及 

活动空间特征。田逢军 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 

了南昌市主城区居民评价性游憩空间认知的总体 

特征与组合性特征。其二是以某一群体为研究对 

象，对其空间活动特征进行研究。其中以老年人 

为研究群体的占绝大多数，如孙樱等 采用时间 

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大城市老年人日常生 

活行为、休闲活动的基本特征及其时空分异规律。 

陈金华等 运用 “行为模式”理论，分析了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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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休闲行为的特征、时空选择和休闲意愿。 

1．4 居民游憩满意度 

国内对于游憩满意度的研究多是从 目的地游 

客角度出发，而专门针对居民游憩满意度的研究 

不多见，且多为研究游憩者的体验。如汤晓敏 

以行为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认为只有当游憩空 

间的性质与游憩活动方式一致时，才能让游憩者 

获得满意的体验。胡迎春等 应用检验分析了性 

别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分析比较的方 

法来研究如何获得更高的满意度以及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杨会娟等 应用卡方检验、舛佥验以及因 

子分析等方法，对北京休闲果园重游者与初游者 

游憩体验和忠诚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初游者 

和重游者在游憩体验和重游意愿方面存在很多不 

同。在居民游憩满意度模型构建方面，国内仅有 

李江敏等 以武汉市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 

期望差异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环城游憩的满意 

度，同时还对城市居民环城游憩的总体满意度和 

感知差异进行了相关分析。毛小岗等 以北京城 

市公园为例，首次构建了居民游憩满意度结构方 

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可达程度对居民游憩满 

意度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 

1．5 居民游憩行为影响 

国内多从群体的角度研究时间、经济、社会 

环境、人格特质、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和金融危 

机等变量因素对居民游憩行为的影响。如郑怡清 

等 采用问卷与访谈的调研方式对上海市民日常 

休闲行为进行调查，列举出6种阻碍上海市民休闲 

的因素，即时间阻碍、经济阻碍、心理阻碍、社 

会阻碍、环境阻碍、设施阻碍。苏国良等H 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揭示家庭规模对游憩需求、游憩场 

所等存在显著影响。张婷等 以长沙市居民为例， 

对家庭结构和游憩各类需求意向的关系进行分 

析，得出家庭结构对城市居民游憩需求意向存在 

影响。曹灿明口伽以江苏省5座城市居民为例，分析 

金融危机对城市居民旅游行为的影响。薛兴华等 

研究了城市绿化公园综合环境特性对居民游憩活 

动的影响。 

2 研究评述 

审视居民游憩行为国内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国内对于居民游憩行为研究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 

间，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从最初的地理学研究到 

目前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但 

没有真正实现各个学科的融合；纵观现有研究成 

果可以发现，国内对游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 

起步较早的综合性大城市；研究范围涵盖了游憩 

行为各个阶段，但研究手段多以某地为例，研究 

特定区域居民游憩行为特征 ，只是横向区域范围 

的分析和比较，而没有纵向时间尺度上的变化研 

究，目前相关研究结论大多存在相似性，尚需更 

全面和更系统的分析；研究的基本方法多采用抽 

样问卷调查获得相关数据，通过频数分析、交叉 

列表分析揭示不同群体的游憩行为特征。此外， 

借助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进行游憩行 

为影响因子的分类和关键因子的筛选，用意境地 

图来刻划游憩者对游憩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使用 

曲线来表示客源地到目的地的距离衰减，以及使 

用等游线来表示城市不同区域游憩行为发生的等 

级层次，在具体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方面，专门针 

对游憩行为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国内在游憩行为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体 

系，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发展，相关研究理论还 

需要不断加强：①在研究领域上，应提倡跨学科 

的合作研究，使学科领域和范围不断融合，以达 

到系统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视角，为游憩行为 

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②在研究方法上，手段单 

一

， 特别是定量分析还相对薄弱，在学习、借鉴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研究方法少有创新 ， 

研究对象范围过窄，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性不是 

很强，应更多地注重实证研究 ，加强数学方法和 

统计学理论的应用，坚持理论研究与实用研究相 

结合的宗旨；③在研究内容上，多数研究结论存 

在相似性 ，而在研究层面上较缺乏纵向时间尺度 

上的变化研究；④在研究范围上，随着城市化的 

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闲暇意识的增强以 

及游憩设施的不断完善，相关研究应该更多地关 

注中小尺度范围的近距离、短期休闲行为，以适 

应休闲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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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研究的现状与国内游憩发展程度有关， 

同时还涉及到游憩学研究教育体系方面。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应重点增强其可操作性，使研 

究结果能运用到实践中，指导游憩目的地的健康、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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