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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Japan implemented the strategy of “Nation-building upon Tourism”, 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largest source country for Japanese inbound tourism,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increased the support of Japanese scholars to study Chinese tourism.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paper tra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research motives,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Japanese scholars on tourism research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ntry,
and analyzes and reviews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Japanese scholar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or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the research area is wide, involving Southwest area,
Northwest area, Northeast area and Taiwan provinces;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very rich, involving
ethnic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ilding protection, tourists awareness, promotion of
Chinese tourists’ visit to Japan, and willingness of Chinese tourists to purchase. From the early national tourism, to the mid-term rural and other emerging tourism research, also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tourists’ awareness, all of them reflect Japan’s high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tourism and closely cooperate with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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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实施“观光立国”战略以来，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入境游最大的客源国，日本政府也加大了日本学者
研究中国旅游的支持力度。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追踪观光立国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旅游研究的研究背景、
研究动机、研究进展及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与述评。结果表明，日本学者对中国旅游研究呈现了以
下特点：研究区域广，涉及到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台湾省；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到民族旅
游、可持续发开发、建筑保护、游客意识、促进中国游客访日机制、中国游客购买意愿等方面。从早期
的民族观光，到中期的乡村等新兴旅游研究，再到以中国游客意识的研究，无不体现了日本对中国旅游
发展趋势的高度关注，并且紧密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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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正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最为重要
的博弈策略。在塑造国家形象、加强文化输出的重要发展战略背景下，旅游作为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和
交流渠道，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为文化软实力的对接提供了重要渠道[1]。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以迅速崛起的姿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似乎有一种“中国旅游世界化・世界
旅游中国化”的文化倾向[2]。
旅游文献的梳理与研究是国内学者把握中国旅游发展与国际旅游发展特征、动态与趋势的重要角度
[3]。国内学者重视旅游研究的历时文献梳理[4] [5] [6] [7] [8]，但总体上，现有的旅游文献研究多限于汉
语或是英语世界，目前尚未存在以日本学者中国旅游研究为对象的考察。2003 年，日本政府提出“观光
立国”的战略，大力发展入境游产业，日本文部科学省等机构也加大了日本旅游学者对海外旅游研究的
资助。日本实施“观光立国”战略以来中国成为日本入境游最大的客源国，日本学者对中国旅游的研究
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本文以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为对象，对研究背景、
研究动机、研究进展及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述评，以期为中国旅游发展提供他者视阈下跨文化思考。

2. 数据来源与特征分析
2.1. 数据来源
国家级立项课题代表了研究热点与趋势，因此本文以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Grants-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base)收录的科研项目为数据，以“観光”、“旅游”、“中国”为关键字，进
行检索，并对研究题目、关键字及研究成果概要进行阅读与筛选，最后将题目中含有“中国旅游”、“中
国观光”、“中国游客”等科研项目、关键字或者研究成果概要中含有中国旅游相关的记录的项目进行
汇总，最后得出与中国旅游相关的科研项目为 14 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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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 of 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s in Japan on China’s tourism research
表 1. 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一览
时间

研究者

题目

2003~2005

松村嘉久

中国雲貴高原における民族観光地の形成過程に関する比較研究

2004~2006

山村高淑

中国の歴史的市街地・集落における持続可能な観光開発のあり方に関する研究

2013~2017

佐々充昭

中国東北部における韓国系独立運動関連史跡の観光地化に関する研究

2014~2019

山田勅之

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の観光動態に関する総合研究

2015~2019

大山勲

2016~2019

奈良雅史

エスニック・ツーリズムによる民族間関係の再編－中国雲南省回族社会の事例から

2016~2019

辻本法子

越境 EC による観光土産のリピート購買の研究－中国人旅行者を対象に

2016~2020

田中孝枝

訪日中国人観光客を動かすメカニズム：インバウンド観光を通じた日中相互理解のために

2016~2019

戴二彪

2018~2021

西名大作

2018~2021

黄エンケイ

台湾の農村地域における観光資源の利用実態の解明に向けたビッグデータによる空間分析

2019~2020

田本はる菜

伝統文化振興策の受容と流用に関する人類学的研究：台湾原住民の織物制作を事例に

2019~2022

清水麻帆

中国国内での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の萌芽－観光行動の現地化と再帰性－

2019~2022

辻本法子

インバウンド観光における観光土産のリピート購買促進のためのブランド認知の研究

中国四川省における伝統的資源活用型観光地の開発保全意識に関する研究

中国人観光客の旅行行動と影響要因
実際の観光地におけるキャップション評価法を用いた中国人による観光資源の認識構造

2.2. 特征分析
观光立国以来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共计 14 项，与日本研究中国的浩瀚书海相比，虽然是冰山一角，
但却呈现出明显的特征。
首先从时间跨度上看，从早期对民族旅游的研究到对传统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再到对中国游
客意识层面的研究，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保持着高度关注。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涉及了民族旅游研究、传统历史街区研究、历史古迹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
旅游动态研究、意识研究等，研究内容十分丰富。
最后从区域特征上看，包括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台湾省，其中西南地区与台湾省是日
本研究中国旅游的重点区域。
综上所示，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台湾省与中国游客
五个方面。
另外，
2018 年以后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目前尚未收录在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中，
因此本文从上述五个方面着手，对已经收录的研究报告的相关信息进行述评与分析。

3. 日本对中国西南地区旅游的研究
3.1. 松村嘉久的云南旅游研究
松村嘉久是阪南大学国际观光学部教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甚为关
注。2003 年获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助，先后三次对云贵高原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与数据采集，对中国
云贵高原地区民族旅游地的形成进行了比较研究。
2003 年 8 月~9 月对昆明市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进行实地调研，分析表明① 近年来，在昆明市
内与郊区形成了面向跨境周游型国际游客的民族旅游胜地。另一方面，经由昆明向云南省各地旅行的中
国内地游客增加，以宣传介绍云省民族情况的主题公园、民族服饰餐厅、博物馆逐渐增多。基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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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外国人的眼光”和“国内游客的目光”下，形成了多彩民族旅游的开发方式。② 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逐渐成长为中国西南部到越南老挝的重要国际旅游路线，以及从越南向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的新迂回旅游路线。特别是红河支流区域广泛分布的梯田景观是自然景观与民族旅游资源有机融合的代
表，受到了广泛关注。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大湄公河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国际旅游振兴这一构想，申请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同时，并着手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③ 昆明市、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建水县等
旧城区由于配合城市再开发和旅游开发，对历史街道的破坏规模正在急速扩大。这种“开发”牵连行政、
开发行业、当地居民等。将传统古街区与旅游开发有效结合的开发理念得到共识的同时，在实际开发现
场中，各自的利害关系和保全的方式的对立等问题凸显。
2004 年 8 月 8 日~9 月 3 日，对石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等地区的旅游开发土地利用情况、
民族旅游开发过程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① 在石林地区对生产旅游产品的撒尼族村落和家庭收入进行调
研分析表明：火把节与以前相比，一方面过度娱乐和体育赛事化，另一方面昆明—石林之间的高速公路
建设完善，吸引了大量游客到访。② 在大理丽江游客云集的市区：一方面历史文化景观的修复和创造得
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不顾文化原真性的乱开发的倾向。另外，虽然旅游设施完善、游客集
中的地区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各不相同，但是前者正在侵蚀后者，居民生活区旅游化问题凸显。在旅
游区域，当地居民经营的旅游设施逐渐减少，外来商人不断涌入。③ 香格里拉市区中心建有大规模的宾
馆，旧城及周边多为面向背包客的住宿设施和餐厅。旅游设施的经营者多为外来人员。香格里拉郊外有
优良的旅游景观和完善的机场，香格里拉作为“三江并流”地区、“四川西藏周游的必经之路”，具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为了能够持续开发“三江并流”的可持续旅游战略，在形成据点旅游城市的同时，还
需要在其他地区严格限制无节制的旅游开发。
2005 年 8 月 29 日~9 月 10 日，对旅游开发机构进行语音采访，对昆明郊外少数民族村旅游设施及昆
明市内仿古型旅游开发的情况进行了调研与确认。结果表明① 昆明郊外旅游地形成了以“农村风情”和
“少数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民族旅游村，城市居民和国内游客从昆明市内只需半天左右的时间便可轻松
到达民族村旅游地。② 在昆明市内，仿古建筑开发模式与城市中老朽化古建筑的开发相互结合，城市历
史文化主题公园化进程不断加快。总体来讲，云贵高原边境民族旅游发展进程中，城市内部的旅游开发
与郊外旅游互补增长。

3.2. 高山村淑的云南丽江研究
山村高淑是北海道大学旅游学高等研究所教授，致力于社会学、旅游学视阈下的旅游开发、地域振
兴、旅游地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以云南丽江旅游为研究对象，从居住形态与旅游商业化、旅游开发与住
民参与、传统建筑物的样式与外壁的纹饰、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居住功能的变容、对社会带来的影响等进
行了全方面的研究与分析。
其主要观点有① 通过分析历史建筑物的使用情况的年份变化，以及对保护区域的空间、社会、文
化方面变化情况的把握，揭示了旅游开发带来的区域空间商业化以及对当地住民的影响。② 从保护城
市和村落文化景观的角度，提取历史建筑物以外的城市和村落空间构成要素，对其社会和文化价值进
行分析。从而揭示了各个要素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并得出城市和村落空间已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发挥
着作用这一结论。③ 通过对世界遗产区域内历史建筑的商业店铺的利用情况进行调查，从社会文化环
境与文化环境保护的立场出发，了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点及展开研究的课题。④ 通过对居
民组织、居民和地方行政的合作体制的调查与把握，比较分析了旅游开发的目标、战略、政策、计划
过程中的文化遗产、传统文化、地区风俗、现存文化。在此基础上检证分析了开发过程中如何抑制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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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山勲的四川旅游研究
大山勲是山梨大学综合研究部教授，主要从事于景观设计、城市乡村开发与传统观光地的可持续发
展研究。2015~2019 年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及周边古镇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游客的综
合满意度要素。运用 CART 分析法分析了游客对当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基础设施等 26 个要素的满
意度，抽出影响游客综合满意度的要素。他指出“体验居民传统生活”对游客的综合满意度有显著的影
响，对“历史名人轶事”、“灯光夜景”的积极评价会提高综合满足度，对“历史街区”、“传统街区
氛围”等传统景观的不满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消极的影响。另外，以 CS 分析方法对 CART 分析方法所
得结果进行补充分析，从而更广泛地寻找影响游客综合满意度的因素。研究报告指出：“街景”、“历
史建筑”、“传统美食”、“自然景观”、“影响清洁度与走路舒适度的基础设施”是应重点维持的因
素；“团聚旅行”是应维持的因素；“生活文化体验”、“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传统生活的说明”、
“休息”、“夜景”是应重点改善的因素；“传统土特产”、“传统饮食之外的饮食”、“传统物品之
外的购物”、“麻将”、“传统戏剧表演”、“与其他游客一同游玩”的维持与改善的意义不大，对游
客满意度的收效甚微。

3.4. 奈良雅史的云南回族旅游研究
奈良雅史是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与观光研究生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及民俗学相关研究。2016
年以“民族旅游地区的民族关系：以云南省回族社会为例”作为研究课题，选取了与沿海地区经济差距
较大、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为调研对象，从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国民统合为主要
目的展开了踏查与分析，相继发表相关论著十余篇。依据可靠的数据来源与详实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① 证实了在政府主导民族旅游开发背景下，过去不曾被关注的回族居住地区，国内外游客大量涌入这一
现状。② 当地回族对游客游览宗教活动场所的行为表示抗议，同时也出现了积极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宗教
宣传的情况。

4. 日本对中国西北地区旅游的研究
山田敕之是大阪成蹊短期大学观光学科教授，研究领域涉及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域研究、东洋
史研究。山田敕之对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研究中指出“吐鲁番葡萄节与和田玉石文化节是政府利用当
地旅游资源、谋求地域振新与经济发展组织的文化祭。喀什地区历史街区的开发问题在日本进行了十分
详细的报道，这不仅仅是开发的问题，也是民族团结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考察新疆地区的时候需要考
虑到民族这一要素”。另外还强调“喀什地区再开发过程中保留了何种程度的历史街区原貌等问题需要
进行一系列的详实考证与调查”。
另外，在对内蒙古自治区的调查研究中指出“昭君出塞是中原王朝与游牧国家友好交流的象征，也
是中华民形成的象征。昭君文化节是将历史文化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集中体现，目前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是来访的游客较少，实施开发政策一方的热情与动力大大地减少”。

5. 日本对中国西北地区旅游的研究
佐佐充昭是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从事于宗教学、思想史的研究。通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的青山里大捷纪念碑和黑龙江省的金佐镇将军相关的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调查，报告指出“尽管在青山
里战斗中朝鲜方面的战果被大韩民国的右派民族主义言论过度夸张化，且中韩两国间也反复展开了历史认
识争论(关于‘东北工程’的各种问题)，但多亏中国朝鲜族的调停等还是推动了金佐镇将军历史遗迹的相
关设施的完善。不过，可以明确的是这些相关设施的保存与管理方式受到了中韩之间政治形势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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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本对中国游客意识的研究
日本实施“观光立国”战略以来，大力发展入境游作为振兴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随着政策的强驱
动以及最大客源国中国逐年上涨的客群输入，日本入境游市场持续走高发展。日本观光厅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 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3119.19 万人次，历经 5 年翻至 3 倍。在此背景下，
关于中国游客的意识层面的实证研究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旅游的热点与重点。
从表 1 可以看出，日本关注中国游客研究的科研项目有 5 个，涉及到游客购买意愿的研究、促进中
国游客访日机制的研究、中国游客的旅游行动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游客对旅游资源认知与评价的研
究、入境游背景下中国游客对旅游产品回购的研究。另外，从科研项目的时间上看，较为集中，均集中
在 2016 年以后，反应出日本对中国游客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中国旅游发展的动态与实况的把握，更是积极
地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6.1. 辻本法子关于中国游客购买旅游产品的实证研究
辻本法子是桃山学院大学经营学部的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学方向的研究，近年来对中国游客的意识
研究较为关注。2016 年获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研究课题“基于越境 EC 旅游产回购的研究——以中国
游客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游客的属性、访问频率、访问地点数量、购买商品类别、
品牌认知、选择项评价、回国后的重复购买意向等。其研究结果表明“① 访日中国游客从富裕阶层向一
般消费者变化；② 初访日的旅行者的比率增加，但他们比来访多次的游客所访问的旅游景点少；③ 关
于食品类旅游产品购买增长率减少，但购买者品牌认知却无变化，与访问次数无关联；④ 游客对购买产
品的‘能否拆分’、‘包装的魅力’、‘稀有性’、‘季节性’、‘中文表记’等方面比较关注；⑤ 回
国后的回购意向主要是购买名气较大的旅游特产。”

6.2. 田中孝枝关于促进中国游客访日机制的研究
田中孝枝是多摩大学环球研究学部专任讲师，主要从事旅游学、文化学的研究。在关于促进中国游
客访日机制的研究报告中对实施情况与今后展开研究的步骤进行了说明。
目前已经取得的结论主要有 3 点：① 对在日本的中国旅行社进行调查，并对从事相关职业的人员、
企业进行采访与历史数据的搜集。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意识到不仅要研究中国人访日机制的研究，同时还
有必要把握日本人访中的动态与相关商业往来；② 2015 年参加在中国广州举行的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目的之一是听取专家意见，与相关学者进行交流；目的之二是希望
能够认识更多的中国学者，与其合作，开展研究与调研；③ 通过对在日本的中国旅游社与日系旅游社的
采访调研得出，访日中国人急剧增长的过程中，日系旅游社与在日本的中国旅行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
糊。
另外，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着眼点有 3 个方面：① 以中国旅游社为中心进行语音访谈、资料搜集，把
握中国与日本的商务旅游动态；② 对在日本的中国旅行社进行语音访谈、资料搜集，并与第一阶段的关联
性进行比较；③ 在访日中国游客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旅行社的制度、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
了把握其变化的动向，对日本旅游业协会等相关机构进行了采访调查。另外，在中小规模的旅行社里，职
员大多是外国人，加之日本的旅行社和中国籍的旅行社相互合作等原因，致使日系旅行社与中国旅行社的
界线变得模糊。因此，在今后的课题中以与旅行相关的商务从业者的社会关系为中心展开研究。

6.3. 戴二彪关于促进中国游客的旅游行动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日本政府正式推进观光立国战略，各地方自治团体把吸引入境游客作为区域振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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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策，并积极推进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此背景下，以三大都市为中心的访日外国客人规模
明显增加，与之相对许多地方自治团体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戴二彪教授以世界最
大出境游客源国的中国为研究对象，从旅行选择行为、交通选择行为、住宿点选择行为等出发，对中国
游客行为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以期对国际旅游行为相关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对日
本各地自治区的国际旅游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目前研究结果主要有 2 点，具体来说① 对日本中国地区，九州地区、关西地区、东京、韩国、香港
等中国游客最多的旅游地进行资料搜集，并寻求当地的相关科研机构的合作与支援。② 历时梳理了 1980
年以后中国游客的数量变化与主要访问国别的动向。
今后研究的重点有 2 个方面：①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交通路线的选择、
住宿的选择等旅游行为，年龄、性别、职业、学历与收入等基本信息这两个方面，对访日中国游客的旅
游行为进行分析。② 采用问卷调查与语音访谈的方法，对要来访东南亚、欧洲、美国、韩国的中国游客
与访日中国游客的旅游行动的异同及影响要因进行比较分析。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本文梳理了日本实施“观光立国”战略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国家级项目，反映出中国旅
游研究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领域之一，并呈现出研究区域广泛、研究内容丰富、与时俱进、配合国家
战略发展需要的特征。在研究区域上，扩展到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台湾省；从研究内容
上，呈现了民族旅游、历史古迹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多层面、多角度的内容；从早期的民族观光到后期
以中国游客意识为研究热点的科研项目大批立项，反映出日本对中国旅游发展的高度关注，并配合国家
战略发展需要。

7.2. 讨论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总结日本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成果，吸引学者关注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的成
果转化。由于旅游学科的综合性质[9]，日本学者从建筑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思想史
学、都市开发学等视角，对中国旅游研究产生了多样化、广泛化、深入化的研究成果。虽然部分学者对
日本旅游有所关注，如曾斌丹&何银春[10]、金玉实[11]、刘志霞[12]，但均着眼于日本国内旅游学科发
展亦或是日本旅游开发对我国的借鉴。王晓梅(2017)在《日本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述评》涉及到日本学
者对西南少数民族观光，但其研究视角是将日本学者民族观光研究放置于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当中，日
本学者中国旅游研究的成果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13]。目前，国内学者对日本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成
果关注不够，语言已然成为横亘在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最大的障碍，因此回顾与梳理日本学者对中国旅游
研究取得的突出业绩，能够弥补我们旅游学领域研究的阙如，同时对我国旅游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对我
国方兴未艾的国际旅游事业提供了他者视阈下的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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