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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rehensive industry, tourism i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and is characterized with clear ripple effect. According to related literatures on CNKI, 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retrospect of the relevant study at home on the association and ripple effect of tourism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dependency of sub-sectors within tourism, the degree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other secto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Defect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studies
are also put forward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some useful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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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波及效应明显的典型特征。基于对期刊网相关文献的
遴选，文章从旅游产业内部子产业的依存关系及其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等方面对国内旅
游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并提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以期为优化产业结
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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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业涉及国民经济的诸多行业和部门，包括“食、住、行、游、娱、购”等六要素。旅游产业关
联是指旅游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之间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即旅游
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相互消耗和提供产品的关系[1]。旅游产业波及，是指国民经济产业体系
中，当旅游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会沿着不同的产业关联方式，引起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变化，
并且这些相关产业部门的变化又会导致与其直接相关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变化，依次传递，影响力逐渐减
弱，这一过程就是波及，这种波及对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影响即产业波及效应[2]。
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具有典型的产业关联度高、波及效应明显的特点。因此，对于旅游业
经济效应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3]。为了了解国内关于旅游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研究现状
(不含港澳台地区)，本文检索遴选了中国期刊网上符合要求的相关文献，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对
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以期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

2. 国内旅游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研究回顾
1899 年意大利国家旅游局局长博迪奥的《关于在意大利的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其花费》揭开了分析
现代旅游业经济效应的序幕[4]。而我国的旅游业大致起步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许多地区的支
柱性产业。旅游研究也基本开始于改革开放。但总体来说，关于旅游业产业关联与波动效应的研究数量
相对较少。不过从发表时间来看，研究文献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主要集中在 2007 年以后。从研究
内容来看，涉及旅游产业内部子产业的依存关系以及旅游业和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等，主
要集中在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度、旅游业与住宿业、零售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的关联度比较、旅
游业后向关联与前向关联作用分析、旅游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动与推动作用研究、旅游业的内部关联
效应等。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投入产出法、灰色模型分析法、回归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法、
BP 神经网络模型等方法。

2.1. 研究内容回顾
2.1.1. 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度
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众多部门的发展都有密切联系。张伟等应用灰色理论发现安徽省旅游业
第三产业关联性最大，与第二产业关联居中，与第一产业关联性较小[5]。曾启鸿等就福建省的旅游业分
析描绘了一条以旅游业为中心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要部分，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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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影响力相对较弱[6]。付友良等利用回归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计算张家界市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及其他
产业发展的弹性系数，系统的分析了张家界市旅游业对各产业部门增长的关联带动作用[7]。李江帆等运
用投入产出理论，以广东省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对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作了全面的定量分
析，揭示了旅游业的投入结构、销路结构、中间需求率、中间投入率、旅游业的波及线路、影响力及影
响力系数、感应度与感应度系数、综合就业系数、综合资本系数、价格波及效果等重要指标[8]。
2.1.2. 旅游业与住宿业、零售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关联度的比较
旅游业与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联系最为紧密。魏雅丽等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旅游业与农业、
工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业、邮电通讯等产业间的关联度进行测算，得出相关产业与旅游业的关联系
数和关联度。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住宿餐饮业 > 批发零售业 > 农林牧渔业 > 邮电通讯业 > 交通
运输业 > 工业[9]。李慧等从国际旅游收入的构成角度研究发现，比例占前三位的是交通、住宿、商品
销售，此外餐饮、娱乐业占一定的比例，说明了现代旅游业是一个链条长、涉及面广的产业[10]。梅艺华
等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分析了番阳湖相关旅游产业的联系，其中住宿餐饮业同旅游业发展关系最为紧密，
批发零售业位居第二[11]。施金亮等从产业关联角度对房地产业、旅游业进行分析，寻找其间的内在联系，
以为房地产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发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12]。
2.1.3. 旅游业后向关联作用与前向关联作用
诸多研究表明，旅游业后向关联作用较强，前向关联作用较弱。刘晓欣等利用 2002 年和 2007 年的
中国投入产出表资料，对中国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旅
游业有较高的后向产业关联度[13]。王丽等以甘肃省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对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
及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甘肃省旅游业发展的后向关联度强、前向关联度弱[14]。杜在娟选用 OECD
中 4 个成员国(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1990 年 76 × 76 部门产业投入产出表和我国 2002 年 122 × 122
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得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旅游业总体上与其相关产业的平均前向关联度较
小[15]。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前向关联度小。宋增文利用 200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
了中国旅游业的直接关联产业和完全关联产业，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具有广泛的波及影响
作用、相对较强的前向带动作用等特点[16]。
2.1.4. 旅游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与推动作用
张文建等采用《2000 年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为分析工具，对上海市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度的各项指标
做了系统的定量分析，得出上海市旅游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弱而推动作用较强[17]。张滢等
采用《2002 年乌鲁木齐市投入产出表》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乌鲁木齐市的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高于感应
系数，表明了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能力小于对国民经济发展供给的拉动能力[18]。卢璐等运用投入产
出模型，以 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依据，从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中间需求率、中间投入率等指标计
算中测度中国旅游产业，得出国民经济中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大于推动作用，我国旅游产业
发展是一种拉动型增长方式[19]。
2.1.5. 旅游业的内部关联效应
旅游业的内部关联效应明显。王丽等以甘肃省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得出甘肃省旅游业内部关联效
应明显，属于典型的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14]。张文建等分析得出上海市旅游业具有产业集合性高、内部
关联效应明显的结论[17]。唐建荣等依据海南省 2007 年投入–产出表得出海南旅游业内部关联效应明显，
属于典型的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其销售市场主要属于消费品市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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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对比
2.2.1. 投入产出法
投入产出法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 Leontief)于 1936 年提出，是研究经济体系(国民
经济、地区经济、部门经济、公司或企业经济单位)中各个部分之间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数量分
析方法[21]。诸多学者[3] [8] [13] [14] [16] [22]-[25]分别利用该方法对国家或区域层面的旅游业产业关联
及产业波及效应进行了研究。
旅游业可分成狭义旅游业和广义旅游业。李江帆等因广义旅游业与其他部门交叉，故认为分析产业
关联和波及以狭义旅游业口径为宜，具体做法是将产业关联和波及分析借助投入产出表进行研究。由于
统计部门编制的投入产出表没有把旅游业单列，因此，采取合并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细项，把“居民服
务业”分割为狭义旅游业和狭义居民服务业等方法把广东省 119 部门投入产出表(1992 年)改编为旅游业
单列的 31 部门投入产出表并根据此表对旅游业作定量分析[8]。
测算广义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度，可以通过对狭义旅游业的测算方法进行拓展，即从各主要的旅游相
关行业中分离出和旅游有关的部分，进而测算它们的产业关联度。但是这一方法需要大量基础数据作为
支撑，计算过程也比较复杂。因此宋子千提出了一个比较简便的基于旅游花费构成的广义旅游业产业关
联度计算方法，认为广义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度等于各旅游相关行业产业关联度按照旅游花费构成进行加
权平均得到的结果[26]。
2.2.2. 灰色模型分析法
灰色系统理论是由邓聚龙教授于 1982 年首先提出的，该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基于行为因子
序列的微观或宏观接近，按系统的动态发展趋势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贡献度的
一种定量分析方法[27]，具体根据分析对象、时需数列曲线的相似性判断其关联程度，即两条曲线越相似
其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冯玲玲等利用灰色理论的方法对新疆 1999~2008 年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和旅
游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旅游收入为参考序列，以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
为比较序列。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出标准化数据，再依据标准数据算出差序列数据，进而通过比较得
出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后求出旅游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系数，结果表明新疆旅游业与第三产业关联度最
密切，与第一产业关联度最小[28]。
2.2.3. 回归分析结合弹性分析方法
弹性是指一个变量相对于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在经济学上，弹性是指一个经济变量发生 1%
的变化时，由它引起的另外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弹性分析方法最初用于供求状况分析，当前，
这一方法被广泛用于经济分析的各个领域。
付友良等将弹性理论用于研究旅游业的产业关联问题。他们选择张家界市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
长的基本指标，以张家界市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模型，
对 2000 年前后两个阶段张家界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进行回归分析。将国内生产
总值、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及第三产业内各行业看作被解释变量，运用弹性分析方法分别定量研究其
与旅游业发展之间产业关联关系及状况，最终发现张家界市旅游业具有关联性广、带动性较强的特点，
旅游业对第三产业的带动性最大，对第二产业的带动性较大，但对第一产业的带动性偏弱[7]。
2.2.4. 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法结合弹性分析方法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是由 Granger 提出的，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现
代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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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军等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 1982 年以来的旅游业对第三产业及第三产
业内部各行业的关联带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利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
在此基础上，运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对其进行长期稳定关系检验，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条件下，建立
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短期均衡关系调整的检验；再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旅游业与第三产业因果关
系进行检验。进而将第三产业及各部门看作因变量，运用弹性系数分析法分别定量研究其与入境旅游收
入、国内旅游收入的关联带动性，给出反映这种定量关系的统计方程和弹性系数，得出旅游业发展对第
三产业增长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和波及效应[29]。
2.2.5. BP 神经网络模型
BP 神经网络模型用于非线性系统辨识和模拟的一个普通工具。由于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时频局
部化特性及多尺度功能，它已成为有力的非线性系统黑箱建模与辨识工具，它具有较强的非线性逼近能
力。国内利用 BP 神经网络对旅游产业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其中，段磊在产业经济学、人工神经网络
等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秦皇岛市旅游产业内部波及效应分析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并利用建立
的模型计算出产业波及效应最重要的指标：影响力系数和感受度系数，借此来分析了产业波及效应[30]。
综合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各有优缺点。其中，投入产出法相对科学严谨，能够对国民经济的部门之
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再生产各领域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分析，但问题在于对投入产出表的重构难度大，
且有许多严格的或者说不能实现的假定，忽略了外生环境因素，此外，投入产出分析只能反映经济技术
上的动态联系，不能显示产业关联与波动的动态情况。而灰色模型法，比投入产出法简单，计算量小，
且在对非线性、离散以及动态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等领域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但评价精度相对较
低。回归分析结合弹性分析方法，可以准确地计量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与回归拟合程度的高低，提
高预测方程式的效果，但由于旅游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很难定性，两者存在不确定的因果关系，因
而传统的简单回归分析可能出现伪回归。

3. 对旅游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旅游产业关联与波及相应研究已在理论总结与实证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涉及旅游
产业内部子产业的依存关系以及旅游业和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等方面，为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目前现有研究多是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有少数学者运用灰色模型分析和其他方法，且有部分研究对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定义存在缺点，认为各列或各行的系数直接算术平均相加即可，有可能造成
偏颇的结果。其次，研究内容方面，缺少比较研究。现有研究多是对某一地区的单独研究，很少有对国
内旅游业产业关联及波及效应进行对比分析，且国际方面的比较研究更为薄弱。第三，研究结论存在一
定局限性。由于旅游业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目前有些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分析的实证研究，直接使用
的是投入产出表中“旅游业”的概念，也就是旅行社行业，进而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对较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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