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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山地旅游研究的发展与丰富，对该领域文献进行综合梳理、理性反思和审视具有重要意义。借

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构建了山地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客观呈现了研究的演变、发展与趋势走向。研究发

现：①近 30 年的发展中，山地旅游研究实现了极大的丰富，整体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目前保持较高发文量

波动增长期；②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包括山地资源分析与旅游开发、山地旅游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三大板

块；③各研究主题中，山地资源分析与旅游开发研究互为补充，山地旅游影响研究具有明显的由“物”向

“人”的转向，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山地人地关系系统为核心逐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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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旅游作为一种现代旅游方式逐渐成为旅游

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1]。18世纪中后

期，西方关于山地的美学观赏价值被挖掘，人们开

始寻找景观独特的山地进行户外探险活动。山地旅

游最早在欧洲出现，以阿尔卑斯山为主体进行徒步

和滑雪旅游，随后在北美扩展，多以度假和探险为

主，并逐渐在全世界兴起[2,3]。国内关于山地旅游的

研究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虽然正式的理论

研究起步较晚，但我国历史典故中有关山岳游历的

实践早已有之[4,5]。当前，山地旅游研究已有较为丰

富的探索和积累，对其进行回顾梳理、理性审视和

反思展望具有重要意义。

山地旅游依托其资源优势常与观光、户外、生

态等[6,7] 功能旅游类型相关联，研究多围绕某一方面

的旅游功能构建、运营管理与影响效应等[8,9] 方面进

行探讨。自 1992年第一篇关于山地旅游的文章《论

我国山区旅游开发问题》刊出以来[10]，国内山地旅

游研究已经有了质和量积累。为清晰把握山地旅游

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趋势，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

该主题进行综述回顾，主要集中在两个研究团队。

以陆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最早对山岳旅游进行了研

究综述，随即又按时间进展将山地旅游研究划分为

三个阶段 [4,5]，而以明庆忠为核心的团队归纳梳理前

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山地旅游研究的

领域、热点、进展和启示，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建

议[1,3,11]。上述文献虽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和

研究方向，但在技术路径上多采用传统质性归纳方

法进行，不可避免的受制于研究者的内在经验和主

观判断影响。

有鉴于此，研究利用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梳理

山地旅游研究文献，绘制国内山地旅游知识图谱，

不仅有助于系统直观的揭示山地旅游研究进展和热

点趋势，也有助于为认识山地旅游研究脉络提供可

资参考的对比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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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章以 CNKI为数据源，广泛检索山地旅游研究

文献。参考以往山地旅游研究的检索词设置[1,3,5]，文

章以“山地+旅游”“山岳+旅游”“山区+旅游”作

为主题词在 CNKI的“期刊”高级检索条件下进行检

索，为保证文章质量和确保分析图谱表达的精准

性，将期刊来源限定为核心期刊和 CSSCI，文献检

索日期为 2021年 5月 1日。共检索到 1 023条面板

数据，对其反复检查、逐条手动筛选剔除会议、书

评、公告信息等不符合主题和重复的文章，得到有

效样本文献 963篇，将符合条件的文献全部以 Refw-

orks格式导出进行分析。文献面板数据研究时段为

1992年 3月 1日—2021年 5月 1日。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是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作为信息可

视化统计工具[12]，通过该软件能够对文献进行共被

引关键词频率、聚类、共/突现等分析、挖掘，并绘

制出相关图谱，有助于分析学科前沿趋势和研究热

点[13]。该科学工具已被广泛运用于旅游学科领域研

究 [14,15]， 并 取 得 较 好 的 研 究 成 果 。 研 究 以

Citespace5.7.R5W为分析工具，对山地旅游相关研究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挖掘和呈现，通过共现图谱

依次对文献高频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突现等加以分

析和呈现，为科学梳理我国山地旅游研究现状、演

化趋势、热点内容等提供借鉴参考。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数量分析

通过面板数据筛选和整理得到有效发文数量

（见图 1）。基于 1992—2021年山地旅游研究文献

数量图表的分析，发现国内山地旅游研究文献大致

呈现波动增长趋势。根据波动情况分析，山地旅游

研究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1992—2003年）、快速

发展阶段（2004—2011年）、波动发展阶段（2012—
2021年）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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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2—2021年山地旅游研究文献数量
Fig. 1    Number of published documents on mountain tourism research from 1992 to 2021 

 

各阶段研究主题和内容有所差异。具体来看，

在初步发展阶段，研究文献零散，相关学者主要探

讨了山地旅游环境分析[16]、资源评价[17]、旅游开发

与保护[18,19] 等初始性话题，并借助个案进行实证分

析，方法以质性分析为主；在快速发展阶段，文献

数量快速增长，学者们在不断深化山地旅游开发、

资源评价及保护议题的同时，逐渐向生态可持续发

展、文化社区和体育休闲等[20-22] 议题拓展，量化研

究方法逐渐增多，产生了较多优质的研究成果；在

波动发展阶段，文献以较高数量小幅波动增长，研

究视角与方法更加多样，研究内容除了集中在户外

体育外，逐渐关注山地旅游影响效应研究，如：社

区文化、游客体验、旅游扶贫和乡村振兴方面的效

应分析[23-25]。 

2.2    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与提炼，对关键

词分析可以揭示该领域在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 [26]。

研究利用 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频次进行分析找出

高频词汇，经突现图谱和时区可视化图谱提取研究

热点及研究演变历程，然后综合相关图谱的分析对

未来研究进行趋势预测。研究利用关键词共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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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设定显示节点频次为 7次，借助图谱功能分析

山地旅游关键词，发现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较强

（Density=0.003 4）,并整理了共现频次在前 14位的

关键词（见表 1）。旅游资源（N=30次）出现频次

最高、出现年份最早，山地旅游、旅游业、山区的

频次相同皆为 29次，但出现时间跨度达到 14年。

从整体上来看，关键词出现频率不高，说明山地旅

游研究内容有待丰富，未来研究具有较大空间。同

时，结合关键词时区可视化图谱（见图 2）分析可以

发现，山地旅游研究关键词共现情况与其三个阶段

的研究历程较为吻合。第一阶段以旅游资源为核心

并围绕旅游业、旅游开发、旅游经济和旅游干扰等

主题开展；第二阶段在前期基础上逐渐拓展，逐渐

出现山地、生态、乡村和体育等旅游业态的关注，

并探讨了相应的发展模式、对策和可持续发展议

题；第三阶段突现的关键词较少，研究主题主要是

围绕前面基础进行深化，比如：基于乡村旅游研究

基础上逐渐围绕产业融合、产业发展、经济带动和

乡村振兴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研究路径来看，

根据关键词关系网络及时区演进图谱分析，国内山

地旅游研究呈现出三条研究路径态势，大致包括旅

游资源—山地旅游—旅游经济、旅游资源—生态旅

游—可持续发展、山地旅游—乡村旅游—乡村振兴

三条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各研究路径内容之间并

非界界限分明，而是相互关联、彼此交织，共同建

构和丰富国内山地旅游研究知识图谱。

此外，基于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3）分析的基

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主题和内容提炼发现：国

内山地旅游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山地资源分析与旅

游开发研究、山地旅游影响研究、山地旅游可持续

发展研究三个主题，研究将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回

顾和梳理。

  

图 3    1992—2021年山地旅游研究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
Fig. 3    Clustering co-occurrence map of key words in mountain

tourism research from 1992 to 2021
 

  
2.2.1    山地资源分析与旅游开发研究

山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估与旅游开发研究具有相

互促进、协调统一的关系，即山地旅游开发研究的

提前和基础是对资源的认知和分析，继而进行挖

掘、利用和保护。而对山地旅游资源的整体梳理和

充分把握有助于更好的进行旅游开发，该过程也贯

穿整个山地旅游研究历程。

 

表 1    1992—2021年山地旅游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数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co-occurrence frequency of key words in

mountain tourism research from 1992 to 2021

序号
Number

频次
Frequency

关键词
Keywords

最早年份
Year

1 34 旅游资源 1992

2 29 山地旅游 2006

3 29 旅游业 1992

4 29 山区 2000

5 27 武陵山区 2005

6 26 生态旅游 2001

7 26 乡村旅游 2006

8 19 沟域经济 2010

9 17 旅游干扰 1992

10 16 体育旅游 2007

11 16 发展模式 2005

12 16 旅游经济 1992

13 14 旅游开发 1992

14 13 可持续发展 2001

 

图 2    1992—2021年山地旅游研究关键词时区可视化知识图谱
Fig. 2    Visualization knowledge map of key words in mountain

tourism research from 1992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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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估方面。相关学者通过

对山地旅游的概念定义、探讨了国家公园、高山高

原、喀斯特山地、山地草甸等类型的山地资源种类

及其特质、并梳理呈现了山地资源的地域分布和空

间结构特点，文献多集中在对武陵山、横断山、川

西巴蜀、秦巴山、中西部贫困山区等山地资源的分

析和发展研究。随着对山地资源认知的深入，文献

开始探讨了山地资源旅游开发的适应性评价和空间

承载力等评价，研究方法也由简单的 swot分析、层

次分析法等质性分析向 AHM等定量模型方法转变[27]，

最终形成定性描述评价与多因子定量评价并存的状

态，有助于科学的对山地旅游资源的脆弱性[28]、承

载力、适宜性[29,30] 等进行量化评估，为后期山地旅

游的开发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山地旅游开发方面。伴随山地资源认识的深

入，各种类型的旅游资源开发日益兴起，此外，山

地旅游的快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影响。一方

面，国内山地旅游研究也呈现一定的政策导向性，

比如：美丽乡村建设、特色村寨建设等三农政策、

生态文明建设与休闲产业推动等政策的出台与鼓

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山地乡村旅游、生态旅游

和户外体育旅游等多种旅游形态的兴起。一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渴望接近自然、回归

自然的逆城市化旅游需求愈发突显，山地旅游市场

日益壮大。同时，山地旅游研究具有明显的区域

性，研究立足不同地理空间山地资源的差异性，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发展不同类型的旅游形式。诸如

基于不同的生态环境资本[31]、地域文化资本[32] 等针

对性探讨了相关的发展路径，和优化策略 [33]。其

中，以北京山区为主探索提出的“沟域经济”[34] 具

有明显的地方发展特色，该概念也获得了学界的认

同和接受[35]。学者也尝试归纳提出山地旅游发展的

规律模式[36]，为地方山地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战略

制定提供有效的参考。然而，山地旅游作为一个错

综复杂的要素系统，协同整合多种资源要素的发展

也成为学界迫切关注的现实课题[37,38]。 

2.2.2    山地旅游影响研究

旅游向来被视为一把双刃剑，山地旅游的发展

促进地方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也给地方资源环境、

人文习俗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多重影响。加之山地生

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针对山地旅游结构性影

响的探讨伴随整个旅游研究过程（见表 2）。在早

期，相关影响研究多围绕山地荒漠化、脆弱性 [28]、

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等旅游干扰[31,32] 展开，如：学

者李志等发现游客踩踏等旅游干扰是导致土壤渗透

能力下降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之一[39]。在后

期，山地旅游影响研究发生了由“物”到“人”的

转变，不再局限于对山地、生态、资源的关注，开

始重视在地方社区、乡村、人文方面的旅游干扰。

学者明庆忠提出对山地人地关系的协调优化研究奠

定了该领域较为系统的研究基础[40]。随后，游客满

意度、地方社区参与、社区居民获得感等议题[41-43]

相继在文献中出现。在经济影响方面，学界普遍认

同旅游开发作为地方发展的途径，带来了积极的经

济效应，成为我国山区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山区和乡

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44,45]。学者聚焦经济效应并结

合具体的案例进行实证研究[46]，验证了山地旅游的

减贫、脱贫效益，肯定了山地旅游作为内生扶贫[47]

方式的优势作用，并提炼山地旅游与地方生计资本

的协同发展模式[38]，为资源丰富却地处偏远的贫困

表 2    山地旅游影响研究典型文献梳理分析
Tab. 2    Combing and analysis of typical literatures on mountain tourism impact research

研究方向
Research direction

刊发时间
Issue time

作者
Author

关键词
Keywords

研究内容
Research content

研究区域
Research area

自然环境影响

2018 李志[39] 草甸、土壤渗透性 旅游干扰对草甸土壤渗透性的影响 武功山

1998 陈国阶[36] 生态建设 山地生态建设与发展 川西

2016 熊鹰[33] 空间承载力 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分析 岳麓山

人文社区影响

2018 岳瑞[43] 积极老龄化 旅游对山区积极老龄化的影响 都江堰市

2016 张欢欢[42] 游客满意度 山地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 河南省鸡公山

2008 明庆忠[40] 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人地关系协调优化 ——

2013 韩国圣[41] 社区居民、发展机制 社区居民的去权与形成机制 安徽天堂寨

经济发展影响

2020 熊鹰[38] 协同发展 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 南方丘陵山地

2018 熊正贤[1] 挤出效应 富民、减贫与挤出效应 武陵地区

2021 邓悦[47] 乡村振兴 山区脱贫质量分析 湖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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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乡村脱贫、富民和振兴 [44-47] 提供了发展战

略、政策和实践路径参考。 

2.2.3    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山地旅游的最好归宿，也是国内

外山地研究持续关注的议题[11]。山地旅游可持续研

究大体包括山地生态环境系统和山地人地关系系统

两方面研究。

在山地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方面。相关学者围

绕山地资源识别与评价、脆弱性与开发适宜性、旅

游外在环境干扰等议题的探讨，尝试构建科学有效

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模式和路径。学者李植斌

通过可持续利用评价的协调度模型的建立，提出了

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基本框架[48]，为后续研究做了重

要的铺垫。基于山地发展与保护的现状，张百平和

罗格平首次提出中山带发展战略[49]，建立了“干旱

区绿洲-中山立体双带”的发展模式。基于绿色发展

导向，不少学者则从低碳旅游、生态旅游、遗产保

护等视角进行研究。同时，由于山地大多属于地质

灾害多发区，研究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防治对

景区旅游品牌构建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50]。

在山地人地关系系统可持续研究方面，涌现出

“协同发展”“协调度”“耦合机制”等热点关键

词，相关议题涉及山地旅游与经济、文化、社区和

居民的可持续发展。明庆忠等认为山地人地关系的

重视和优化涉及山地自然条件、系统承载力、生产

建设活动、资源管理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并针对性

提出山地高梯度效应[40] 对其进行研究。面对我国资

源环境困局，该团队提出山（区）—（平）原—海

（洋）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布局[51]，并倡导将其作为

国家可持续发展长期战略。随后，为促进地方经济

可持续发展，创新地从结构空间视角提出山地旅游

“山—镇”双核结构与交通连接度的协调发展，并

结合具体案例验证了良好的耦合性[52]。陈兴则关注

山地自身特殊性，认为西部山地旅游应树立“国家

公园”理念，并从旅游体验、生态保护和社区参与

三方面构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25]。而随着研究的深

入，不少学者更多地关注自然与人文、社会与生态

等整体性议题，尝试从更宏观的层面探讨山地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53]。 

3    结论与启示

近 30年来，山地旅游研究在不断发展、演变与

积累中，构建了一个主题丰富、多学科交叉和多视

野关切的旅游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综合回顾、

理性反思与建构国内山地旅游研究知识图谱具有重

要意义。 

3.1    结论

（1）国内山地旅游研究文献呈现波动增长趋

势，由最初的零散出现到后期的保持较高数量的持

续增长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

段具有各自关注的研究内容和热点议题。但相关主

题突现时间较短，研究有待持续深入，未来发展空

间较大。

（2）山地旅游研究主题多元、内容丰富、方法

多样。研究热点集中在山地资源分析与旅游开发、

山地旅游影响、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三方面。

各热点主题下已积累大量优质的研究成果，彼此之

间共性与差异并存。

（3）山地资源分析与旅游开发研究互为补充、

相互促进，旅游发展类型逐渐向乡村、山地、生

态、体育、休闲、滑雪等业态拓展；山地旅游影响

研究围绕自然、经济与人文三大板块展开，研究具

有明显的由“物”向“人”的转向；山地旅游可持

续发展作为国内外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贯穿研究

始终，研究以山地人地关系为核心相继涌现“协调

度”“协同发展”“耦合”等热点词汇。 

3.2    启示

（1）山地旅游研究应积极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明确山区乡村振兴发展的现实困

境，把握个性化旅游市场需求，挖掘山区自然人文

资源优势，利用好广袤的山地区域，发挥好山地旅

游扶贫振兴功能。

（2）依托山地旅游领域多学科交叉优势，借鉴

多学科理论视野及学科方法介入山地旅游研究，从

而揭示山地旅游影响的内在逻辑和具体途径，加深

对山地人地关系的认知和理解，有效协调山地旅游

系统中自然与生态、自然与人文、生态与经济等多

对关系，从而推动山地旅游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

（3）将数字化技术和现代媒介作为工具手段，

赋能山地旅游学理研究与实践发展。资源复杂性、

环境脆弱性和灾害频发性等客观原因掣肘了以往山

地旅游研究的深入开展。未来的研究可尝试与先进

的技术媒介同频共振，将智能化、虚拟化、大数据

等技术运用在山地旅游影响监测、山地遗产资源保

余正勇，等：基于 CiteSpace的国内山地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综述与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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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山地生态承载力测算和预测等方面，不断丰富 当前热点研究内容和拓展新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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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山地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Knowledge Map Analysis of Domestic Mountain Tourism
Research Based on CiteSpace
YU Zhengyong, CHEN Xing
College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nrich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researc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rationally  reflect  and  examine  the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e knowledge map of mountain tourism research was constructed, which objectively presented
the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the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1)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research  on
mountain tourism had achieved great enrichment, and it had experienced three research stages as a whole. At present, it
maintained a high fluctuation growth period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documents; (2) The ho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field  included  mountain  resource  analysi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ountain  tourism  impac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3)  Among the  research  topics,  mountain  resource  analysi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mountain  tourism  had  an  obvious  shift  from  "things"  to
"people". The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gradually deepened with the highland and
mankind relationship system as the core.

Key words　Mountain tourism;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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