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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正对传统旅游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并

改变着传统旅游业， 发展旅游大数据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宏

观战略， 是统领、 整合旅游产业链生态化发展的重要抓手。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旅游大数据的发展现状， 分析了存在的问

题， 探讨了旅游大数据的技术框架体系及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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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以及移动智能终端等信息与通信技术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简称 ＩＣＴ） 的迅速发展是提升社

会服务管理质量的重要动力， 大数据是继物联网、 云计算之后信息技术领域

的创新性发展①。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引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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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的调整， 大数据时代兴起的数据获取、 存储、 分析、 挖掘以及可视

化等技术体系的变革， 更新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数据的认知和使用方式①。 信

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 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

性战略资源。 纵观全球大数据产业发展， 世界各地都在积极布局抢占产业竞

争制高点： 美国率先发布了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 欧盟、 英国、 日

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在激励数据开放、 加强技术研发、 构建产业生态和

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了战略性部署。

作为大数据的学科分支， 旅游大数据的发展也正在改变传统的旅游管理

模式、 营销模式、 需求和消费模式②， 变革旅游产业的组织方式、 旅游市场

的驱动方式以及旅游系统要素之间的交互方式③， 将对旅游信息体系构建、

旅游认知方式、 旅游决策手段等领域产生全方面的影响。 旅游大数据是在我

国当前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背景下， 针对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

宏观发展战略， 是统领、 整合旅游产业链生态化发展的应用平台。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表示： “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重大机遇将推动旅

游业的信息化、 实现数字旅游、 智能旅游④。”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国务院正式发

布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０ 号）。 《通知》 提出， 旅游大数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建立旅游投诉及评价全媒体交互中心， 实现对旅游城市、 重点景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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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量的监控、 预警和及时分流疏导， 为规范市场秩序、 方便游客出行、 提

升旅游服务水平、 促进旅游消费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它已

经成为全国很多城市谋求旅游产业提升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如 ２０１６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重庆香山旅游峰会上， 重庆市旅游局与重庆联通公司签

订 《旅游 ＋互联网战略合作协议》， 意在推进重庆市各区县的 “旅游 ＋ 互联

网” 建设进程。

鉴于以上发展背景， 有必要系统梳理旅游大数据的发展现状、 存在问题

和主要趋势， 明确旅游大数据的技术框架体系及其重要作用， 为今后的理论

研究和应用提供科学借鉴。

一　旅游大数据的概念与技术框架

（一）旅游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是利用常用软件工具捕获、 管理和处理数据所获得的数据集， 它

是不能够集中存储、 短时间难以处理， 其中个体或部分数据低价值而整体高

价值的海量复杂数据集①。 从这个方面来看， 旅游大数据就是指面向旅游行

业， 涉及旅游从业者及消费者所产生的海量数据， 包含类型、 尺度、 时序三

个维度， 呈现出数据来源广、 类型多、 处理速度快、 结构复杂、 价值密度低

等特征。 旅游大数据充分集合了大部分类型和来源的旅游数据， 通过对海量

数据的挖掘， 根据目标任务进行综合分析处理， 获取有价值的数据和产品服

务。

旅游大数据与智慧旅游、 云旅游之间既有联系又不相同。 智慧旅游是利

用大数据、 互联网、 云计算等新技术实现旅游系统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最终

目的是方便旅游部门监管和服务， 提升景区的管理服务水平和营销水平，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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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提供更好的旅行服务， 助力旅游产业发展。 智慧旅游需要依靠旅游大数

据提供数据信息资源。 大数据挖掘是智慧旅游建设的核心， 旅游大数据的获

取离不开智慧旅游， 搭建智慧旅游平台后， 可以使用现代信息搜索引擎来进

一步收集旅游相关的数据。 智慧旅游服务的过程就是大数据的收集、 储存、

管理、 挖掘过程①。

云旅游是运用 “云计算” 技术， 使线上和线下、 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

旅游解决方案， 形成对旅游全过程的服务整合， 打造基于云端海量旅游资讯

及最具活力的互动运营平台， 为互联网时代的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休闲度假

游乐全程全网服务。 云旅游的诞生建立在旅游大数据资源之上②。

（二）旅游大数据的技术框架

旅游大数据是多源旅游数据的集合与应用， 技术体系主要涉及旅游大数

据的采集技术、 存储技术、 分析与挖掘技术、 可视化技术四大部分 （见图 １）。

1 旅游大数据的采集

按照类型来分， 旅游大数据可以划分为旅游资源数据、 旅游行业数据、

旅游服务数据和旅游环境数据。 其中， 旅游资源数据包括自然风景旅游资源

和人文旅游资源： 自然风景旅游资源数据可以分为地形地貌、 水文、 气候、

生物等类型数据； 人文旅游资源数据可以分为人文景物、 文化传统、 民情风

俗、 体育娱乐等类型数据。 旅游行业数据包括酒店和旅行社等旅游企业数

据， 导游、 游客等所产生的数据， 涉及旅游行业统计、 订单、 消费、 景区实

时流量、 景区评价等数据， 也包括游客的位置和用户生成的内容 （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以下简称 ＵＧＣ） 数据。 旅游服务数据包括公路、 铁路、

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分布及实时的各种交通流数据， 以及银行、 医院等配套

设施分布和金融医疗等服务数据。 旅游环境数据包括影响旅游地和旅游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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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 庞景月、 刘大同、 彭喜元： 《大数据： 内涵、 技术体系与展望》， 《电子测量与仪器

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９ （４） 期， 第 ４７０ ～ ４８２ 页。



大数据应用蓝皮书

图 １　 旅游大数据技术框架

行为的各种气象、 灾害数据等。

按照数据结构来分， 旅游大数据可以划分为结构化数据 （二维表）、 非

结构化数据 （ＨＴＭＬ 文档、 ＸＭＬ 文档、 ＳＧＭＬ 文档） 以及半结构化数据 （图

形、 文本、 声音、 多媒体等）。 目前， 旅游大数据的构成主要以非结构化和

半结构化数据为主， 这两类数据存在形式多样、 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在存

储、 分析方面存在较大障碍。 半结构化数据是介于完全结构化数据和完全无

结构的数据之间的数据， 大部分是 ＵＧＣ 内容， 如各种在线旅行社提供的景

区游客评价网页的 ＨＴＭＬ 文档就属于半结构化数据， 它一般是自描述的，

数据的结构和内容混在一起， 没有明显的区分。

在采集渠道上， 通常有互联网和物联网、 已有数据库以及调查问卷几种

渠道。 互联网日志文本采集的大数据获取工具通常包括 Ｈａｄｏｏｐ 的 Ｃｈｕｋｗａ、

Ｃｌｏｕｄｅｒａ 的 Ｆｌｕｍ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 Ｓｃｒｉｂｅ、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的 Ｋａｆｋａ 等， 用于网络数据

采集的网络爬虫或网站公开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简称 ＡＰＩ） 等方式， 包括旅游相关大量音频、 文本信息、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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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等， 还包括旅游者在网络上产生的 ＵＧＣ 内容等。 物联网获取的渠道主

要是用数据感知的多种类型传感器进行采集。 已有的旅游景区数据库、 旅游

企业数据库、 旅游服务设施数据库、 旅客资源数据库、 导游资源数据库、 经

济社会信息数据库以及调查问卷信息库， 可以直接导入旅游大数据平台进行

使用。

2 旅游大数据的存储

旅游大数据包含海量数据， 内容复杂， 并且随着时间变化呈倍数增长，

数据存储与检索是其重要内容。

根据存储数据量规模的大小， 可以将这些数据存储在轻型数据库和大型

分布式存储数据库或者分布式存储集群。 轻型数据库可以完成大数据存储并

满足相应用户的简单查询和处理需求。 一旦数据量超过轻型数据库的容量，

就需要将这些数据导入大型分布式存储数据库或者分布式存储集群， 这种大

型的数据库存储平台包括 Ｉｎｆｏ⁃Ｂｒｉｔｎｔ、 Ｙｕｎ Ｔａｂｌｅ、 Ｅｘａｄａｔａ 等。 随着网络宽带

技术、 ＷＥＢ２ ０ 技术、 集群技术以及存储虚拟化技术的发展， 迅雷快传、 百

度云、 ３６０ 云盘等将成为新的存储平台。 一般情况下， 结构化的旅游大数据

主要指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 面向对象数据库里， 可以用表结构来逻辑表达

实现的各类旅游统计数据和地图、 ＰＯＩ 等空间数据。 非结构化旅游数据则包

括各种跟旅游相关的文本、 图片、 报表、 图像、 音频、 视频、 遥感影像信

息等。

3 旅游大数据的分析与挖掘

旅游大数据的挖掘、 分析目的在于从复杂的数据里找到过去不易发现的

规律。 这些分析与挖掘方法包括统计分析、 分类聚类汇总、 频繁项挖掘等传

统方法， 还包括云计算、 面向文本的挖掘、 机器学习等现代方法。 挖掘算法

可分为分布式大数据挖掘算法、 可扩展的大数据挖掘算法、 非向量数据挖掘

算法等， 多因为导入数据量大、 查询请求多， 算法复杂、 计算量大。

通过对旅游大数据的有效信息进行挖掘， 发现潜在信息， 可以为旅游管

理中的决策、 趋势预测与营销、 流量监控与预警， 旅游运营商的产品设计、

投融资， 以及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 交通出行、 落地、 集散等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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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游大数据的可视化

旅游大数据的可视化主要是将旅游大数据的分析挖掘结果通过某种显示

终端以友好、 易于理解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二　旅游大数据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发展现状

　 　 我国旅游大数据产业还处在初始发展阶段或认知阶段， 大数据应用主要

集中在能够掌握海量数据的在线旅行社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ｇｅｎｔ， 以下简称

ＯＴＡ） 手中， 如 “携程”、 “艺龙”、 “去哪儿”、 “途牛”、 “芒果”、 “驴妈

妈”、 “蚂蜂窝”、 “同程” 等大型旅游互联网平台， 这些平台的应用内容主

要以集中依靠网络、 智能移动终端、 Ａｐｐ 软件来满足出游车票航班预订、 酒

店入住、 汽车租赁、 游客客源分析等方面的需求。 同时在景区管理上也有一

部分知名景区或旅游城市建设了旅游大数据平台， 初步实现了景区游客信息

采集、 景区设施使用动态监测、 旅游政务系统管理等目标。 目前旅游大数据

的应用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线上企业运营是旅游大数据应用的主流

在线企业利用自身强大的数据资源， 初步实现了个性化行程订制、 门

票预订、 电子代金券使用、 在线促销、 社交分享、 精准推送、 移动支付等，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 “互联网 ＋ 个性化旅游定制” 模式实现了传统旅游业的

创新。

一般情况下， 在线企业集合了海量的 ＵＧＣ 后， 旅游搜索引擎会集中进

行自动化语义分析、 数据分析， 提取酒店、 餐厅、 购物、 拍照、 联系方式、

点评等关键信息， 由系统自动归类， 再经过后期的人工分析和编辑， 以旅游

攻略、 调查报告等形式发布出来。 这些信息一方面为用户提供更丰富和更准

确的旅游消费决策参考， 另一方面为 ＯＴＡ 企业提供精准的产品研发和营销

参考， 如海航的旅游云服务 （包括支付云、 消费云、 出行云、 安全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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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①。

中国 ＯＴＡ 市场已形成携程系、 百度系、 阿里系和腾讯系四大派系 （见表

１）， 中国 ＯＴＡ 进入 “ＣＢＡＴ” （上述四大派系名称首字母） 时代。 携程的布

局是平台式、 产业链式， 服务内容从攻略、 短租、 休闲度假产品、 租车、 机

票、 特色酒店、 商旅、 ＰＭ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酒店管理系统）、

旅行社， 到高端旅游、 火车票预订、 门票甚至酒店资源几乎无所不包。 而腾

讯、 阿里更多是将在线旅游嵌在其线上到线下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 简称

Ｏ２Ｏ） 大战略中， 在食、 住、 行、 游、 购、 娱延伸中有向本地服务切入的清

晰意图， 如腾讯的 ＳＯＳＯ 地图及其投资的大众点评和 ５８ 同城， 阿里的高德

地图及其主打当地游特色的在路上旅行网。 百度作为搜索引擎， 具备流量入

口优势， 单项布局不多， 但规模庞大。

表 １　 ＯＴＡ 不同派系的划分

系别 包含内容

携程系
驴评网、途家网、松果网、订餐小秘书、太美旅行、飞常准、快捷酒店管家、易到用车、途风

网、易游网、永安旅游、星程酒店、首旅建国酒店、途牛网等

百度系 去哪儿、百度旅游、爱奇艺旅游视频、松鼠网、百度地图等

腾讯系
艺龙网、ＱＱ 旅游、旅人网、高朋网、同程网、驴妈妈、滴滴打车、大众点评网、腾讯 ＳＯＳＯ
地图、腾讯旅游视频、住哪网、阳光旅行网、５８ 同城等

阿里系
淘宝旅行、佰程旅行网、穷游网、在路上、快的打车、一淘网、高德地图、ＰＰＴＶ 旅游视频、
阿斯兰商旅等

　 　 数据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2 旅游大数据支撑下的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加快推进

大数据城市建设， 核心是要打破信息壁垒， 通过信息共享互通， 提高效

率， 将一个个 “信息孤岛” 有效地串联起来， 将信息高速公路转化为现实

的产业生态体系建设， 形成 “线上一条路， 线下一个圈” 的线上线下联合

发展模式， 充分体现出 “智慧” 的特点。 依托旅游大数据， 形成以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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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础设施为依托， 以各级旅游集散中心为枢纽， 以旅游大数据平台为信息

中枢， 以智慧旅游技术产品应用为媒介的分析系统， 为旅游者提供导航、 导

游、 导览、 导购的全程式旅游服务。 同时， 通过基于大数据 “云 ＋ 端” 的架

构处理， 确保旅游监管系统、 旅游信息发布系统、 景区管理系统数据的统一。

例如遵义市重点开发了旅游资源基础数据库和旅游大数据分析系统， 并在景

区的游客中心、 宾馆饭店大堂、 大型商场影院、 机场、 汽车站、 火车站等客

流密集区或重要节点安装智慧旅游多媒体查询显示屏。 通过这种面向市场一

线的架构处理， 监管部门可确保多种系统运营的同步性、 统一性和即时性。

旅游大数据平台可以收集互联网， 例如论坛、 博客、 微博、 微信、 电商

平台、 点评网等有关旅游评论数据， 通过网评大数据库进行分词、 聚类、 情

感分析， 了解游客的消费习惯、 价值取向， 从而全面掌握旅游目的地的供需

状况及市场评价， 为政府和涉旅企业做决策提供依据。 如百度大数据产品百

度预测已初步具备类似功能， 可以预测景区未来两日的人流及舒适度， 为游

客出行提供指导。

3 旅游大数据有力地促进了旅游目的地的精准营销

传统旅游营销主要围绕景区和目的地做推介， 发布内容和传播范围受到

较大限制。 面对当前旅游个性化服务需求的增多， 借助旅游大数据进行精准

定位和精准营销成为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在旅游大数据平台

下， 通过分析区域人口、 消费水平、 客户消费习惯、 市场对产品的认知度、

当前的市场供需情况、 公众的消费喜好等海量数据， 找到旅游行业的热点、

淡旺季及不同季节的变化规律和游客的兴趣点， 形成旅游行业市场特征报

告， 供旅游企业及景区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

旅游大数据可以准确把握旅游者的需求， 根据客源年龄、 兴趣、 偏好进

行有针对性的旅游市场细分及项目开发， 在客流监控、 舆情判断以及营销服

务方面做到精准性和针对性更强①。 如参考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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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航指数”， 可以了解民航市场变化， 把握未来需求走势， 勾画旅客群体

画像， 展现热点城市民航市场特征， 从而对市场营销范围和产品类型进行

调整。

通过对游客量进行精准预测及对景区内部游客实时精准管理， 企业可以

节省运营成本， 提升管理效率； 通过收集和整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数据， 对

顾客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趋势进行分析， 企业可以制订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和

营销策略。 如在 《重庆铜梁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０）》 编制过程

中， 研究人员利用旅游资源信息采集平台对铜梁区的旅游资源进行全面调

查， 实现资源上报、 空间分析可视化， 为旅游产品设计、 旅游招商提供基础

数据。 同时， 结合网络数据分析游客产品选择的趋向， 制定铜梁的旅游宣传

口号， 形成了旅游资源获取、 分析挖掘、 可视化及其应用的技术体系， 是旅

游大数据应用的典型例子。

旅游大数据有利于目的地招商引资。 旅游大数据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以

系统可视化的手段动态展示城市交通的发展情况， 展示旅游资源的数量规

模、 空间分布特征、 组合结构、 开发方向以及建设时序安排， 也能够展示出

旅游客源地区分布、 偏好和年龄结构等情况， 为招商提供更为精确的信息，

方便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组合选择。

（二）存在问题

旅游大数据是旅游信息化过程中的产物， 是智慧旅游的主引擎之一。 旅

游大数据仍然面临着五个主要问题。

1 旅游大数据样本代表性不足

旅游大数据虽然样本量大、 规模庞大， 但并不是全样本数据。 尤其是

ＵＧＣ 数据， 其往往受游客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

游客产生的行为和数据不具有代表性， 分析这些数据结果不够准确， 决策者

需要慎重推导结论和做出决策。

2 旅游大数据收集较难

旅游大数据分散在各个机构和部门， 掌握这些数据的机构对数据并未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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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开放， 要获得这些数据， 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许可。 或者即使一些开放的

数据， 售价成本也较高。

3 旅游大数据质量不高

数据是非系统化的， 不具有一致性和可靠性， 难以有效地进行统一操

作。 当前， 计算机处理的大多是结构化数据， 这些数据占互联网流动信息的

１０％ ， 其他 ９０％为非结构化数据①， 包括音频、 视频、 社交媒体、 网络日志

等不能以结构化模式进行存储， 难以直接应用到大数据系统中， 需要进行加

工处理， 而这项工作繁杂， 工作量大。

4 旅游大数据安全性有待提高

数字化的数据存放在互联网中， 在存储、 处理、 传输等过程中面临着安

全风险， 安全防护和保护隐私是旅游大数据应用的重要问题②。 一方面， 需

要对数据库的安全进行有效保障， 防止遭到破坏、 攻击和篡改； 另一方面，

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收集到足够多的旅游者的个人数据。

5 旅游大数据共享度不够

共享开放是大数据研究的重要内容， 但是我国数据开放程度远远不够，

“信息孤岛” 现象突出。 部门、 企业和相关研究机构之间行政独立， 使得数

据共享方面障碍重重。

6 旅游大数据应用导向不强

大数据的技术战略意义不仅在于采集庞大的数据信息， 还包括从海量信

息中挖掘面向目标的数据集合， 再根据问题导向来进行数据分析， 从而得到

解决方案。 目前大数据主要集中在 ＩＴ 领域， 旅游行业的大数据数据量非常

有限， 既懂行业又懂旅游的专业化分析相对不多， 当前 “懂数据的不懂旅

游、 懂旅游的人没有数据” 问题突出， 研究应用受到较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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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游大数据的发展方向

（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旅游大数据协同创新网络

　 　 旅游大数据的核心是通过旅游数据的采集、 加工、 分析挖掘出数据承载

的管理、 商业和市场信息。 应针对数据获取、 数据共享、 数据安全等方面的

问题， 从监管和促进发展的角度统筹基础设施、 平台设施和软件系统三个层

面的发展①， 推进旅游大数据管理和交易平台模式建设， 在顶层设计、 组织

制度上保障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共享性， 加强不同环节上的旅游供应链企

业、 政府部门、 旅游者之间的数据信息与知识共享， 形成大数据协同创新网

络。 架构符合城市安全自适应运营中心的解决方案， 有条件的旅游城市、 目

的地和景区可积极部署智能感知和物联网系统， 解决自身旅游大数据获取困

难的问题。

（二）制定旅游大数据采集与应用标准

旅游大数据技术仍然处于初始起步阶段， 对于采集应用的内容、 规范、

技术标准、 范围等方面都缺乏明确的界定。 应抓紧制定旅游大数据采集与应

用标准， 规范旅游大数据平台主体、 服务项目、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建设标

准， 在建设旅游信息系统时采用半结构、 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和融合方式与

标准， 提高数据采集质量， 统一规范采集的数据， 开放共享、 安全管理， 实

现数据的融合应用。

（三）打造旅游大数据应用生态圈

过度关注大数据技术本身而忽略大数据应用与用户体验， 把旅游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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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当项目来做而不考虑大数据的运营， 将导致旅游大数据应用难以落地。

应以旅游服务为导向， 在数字旅游、 旅游社会经济、 物联城市等多个维度深

度融合， 构建旅游大数据产业技术应用服务生态圈， 充分提高不同主体的智

力资源和行业的应用能力， 集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之合力， 建设 “旅游大数

据平台 ＋生态圈” 的发展模式， 通过旅游资源基础数据库和旅游大数据分

析系统为政府和涉旅企业收集旅游数据， 为智能决策以及产业方向引导奠定

数据基础。 通过跨界整合， 开拓创新旅游的商业模式， 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

大数据管理、 营销、 服务、 体验的全产业生态链， 保证可持续发展。

（四）推动旅游大数据的跨界合作，破解“信息孤岛”难题

跨界旅游合作发展需要旅游大数据平台的支持。 旅游大数据平台可以跨

地域、 跨行业形成旅游资源的聚合， 打破信息壁垒， 通过信息共享将 “信

息孤岛” 有机地组织起来， 形成旅游大数据存储和数据共享交换机制， 促

进多类型、 多层次、 多领域之间的旅游合作， 推动旅游生产要素的区际、 业

际之间的有序流动和协同发展①， 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局面。

（五）提高数据质量和数据服务效率

数据质量是旅游大数据发展的根本。 随着物联网等数据采集系统的快速

开发， 大数据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 数据采集质量问题亟须解决。 从机制

上， 要从业务属性和流程方面制定数据标准， 建立健全监督与处罚机制； 在

技术上， 要主动收集、 提前养护数据， 从而促进旅游大数据应用的成本降

低， 使价值倍增。

四　案例介绍：旅游大数据的银川模式

银川拥有类型丰富的旅游资源， 如贺兰山岩画、 水洞沟等。 近年来，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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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０４ ～ ２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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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旅游在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沙漠旅游、 黄河旅游、

回乡风情游等已成为宁夏乃至中国旅游的重要品牌。 目前， 银川旅游大数据

中心项目建设已完成。 经过两年多智慧旅游建设和深入运营， 银川的旅游人

数同比增长 ４０％ 以上， 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旅游收入增幅超过 ３０％ 。

银川智慧旅游在建设上独具特色， 形成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智慧旅游 “银

川模式”， 其中旅游大数据的运用和发展至关重要。

（一）银川模式的技术架构创新

银川通过 “技术架构、 商业模式和运营管理” 三大创新， 构建了 “一卡

一网一平台” 总体架构 （一卡即旅游虚拟体验卡， 一网即旅游资源聚合网，

一平台即旅游行业监管平台）， 部署了旅游资源聚合平台、 旅游行业管理平台、

旅游大数据平台三大子模块， 形成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智慧旅游银川模式。

（二）银川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

银川旅游大数据中心是银川智慧旅游的核心，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启动建设，

总投资约 ３ 亿元， 规划建设 １０００ 个机柜， 可承载 ２ 万组服务器， 存储能力

可达 １ １ＥＢ。

中心现已建成 ５０８ 个机柜， 可承载 １ 万组服务器， 为银川市的旅游管

理、 政务管理、 公共服务、 经济发展、 银行等行业提供大数据支持和服务。

即将启动的二期工程占地 ８ 万 ６７００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达 ４ 万平方米， 规

划建设 ４０００ 个机柜， 承载 ８ 万组服务器， 长期规划 １０ 万组。 海量数据汇聚

后， 借助大数据分析、 挖掘技术及其他智能技术， 银川市旅游系统的智慧化

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三）银川智慧旅游景区建设

景区智慧化建设提高了银川旅游景区的管理效率。 以银川军博园智慧景

区为例， 游客通过银川智慧旅游客户端就能随时随地 “掌上游银川”： 出发

前可以通过私人定制、 微信购票、 流量预测来安排旅游行程； 抵达景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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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随处可见语音导览、 景点介绍二维码， 充分享受 “专属导游” 服务。

同时， 智慧景区还为旅途中的游客提供了扫码支付、 步行导航、 语音导游、

一键找点位、 获取活动实时信息等服务。 最后， 智慧景区还可提供景区热力

图， 进行人流分析与调度， 帮助景区管理者及时、 高效、 智慧地解决景区资

源调度的问题。

（四）商业模式创新

银川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创新出一种基于智慧旅游产业投资运营的商业模

式， 率先引入财政部主推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简称 ＰＰＰ） 模式， 建立多元化、 多渠道、 多层级的投融资体系。 通过引入社

会资本， 并选择有实力的合作方分期共建智慧旅游， 解决了一次性投资过大

的问题；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智慧旅游系统自身造血以及结构化融资等手

段， 将投资和政府未来的购买服务转换成股票， 一次性回收， 解决了传统智

慧旅游建设回报率低的问题。

旅游大数据中心云平台建设促进了银川旅游发展要素的整合， 实现了旅

游部门和涉旅行业异构系统间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发展， 将会成为未来我

国智慧旅游建设的主流模式。 银川模式通过强化数据全覆盖、 资源集中共享

和集约化建设等手段， 解决了传统信息化建设中的投资分散、 行政壁垒以及

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同时， 银川通过智慧旅游建设， 促进物联网、 大数

据、 云计算发展， 衍生出新的产业链， 带动了智能家居、 穿戴设备等相关产

业的发展， 促进了旅游新生产业模式创新和养老产业的升级。

旅游大数据的开发利用并非简单地建设一两个系统应用平台， 而是旅游

行业发展转型的战略方向。 同时， 它也存在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旅游大

数据的技术框架和内容是否应纳入实地调查、 经济社会统计和遥感调查方面

的数据， 这些数据与网络数据如何实现融合， 如何集成、 挖掘分析， 以及如

何利用旅游大数据中不同企业、 个体和政府制定面向不同用户 （个人、 企业、

政府等） 的数据产品， 这些方面既是问题， 也可能是趋势， 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 是未来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整合、 引导和统领旅游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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