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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的复合开发策略及实证研究
顾晓艳 ! 孟明浩 ! 俞益武
#浙江农林大学 旅游与健康学院% 浙江 临安 2$$2%% (
摘要! 休闲观光农业为户外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开发平台! 而发展户外运动能拓展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空间! 增强其
发展动力! 提高综合开发效益% 提出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框架! 及相应的产品整体开发& 项目耦合
经营& 品牌联合推广等开发策略! 包括景观环境乡土化和生态化建设& 活动体验化设计& 文化有形化展示& 经营
模式合理设计& 管理人才分类开发& 品牌联合推广等 ) 个方面! 并以杭州富阳市永安高山农庄为例进行了实证分
析% 图 $ 表 $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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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国内观光农业景区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就是产品品质不高% 低水平重复建设% 甚至已
经在部分经营者和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了观光农业景区就是低价位- 低品位& 低质量& 高相似的 .三低一
高/ 的印象' 中国观光农业必需要走精品化发展路径% 经历一个品质提升之路 +$,' 肖光明 +!,提出了观光
农业复合开发模式概念' 他认为% 复合型观光农业园的复合性% 不仅表现在农作物品种或农业景观类型
的多样性% 而主要是旅游项目和设施的建设以及旅游产品的开发% 呈现多样化特征% 广泛吸引不同层
次- 不同旅游动机的人们% 一般兼有观光- 示范- 教育- 娱乐- 度假- 会议等多项功能' 对于观光农业
园的开发问题% 卢云亭 +2,曾提出过 .五个结合/ 的原则% 即园内农业观光植物与别墅建筑需求相结合与康体健身相结合% 与绿色食品相结合% 与古今文化相结合% 与动态项目相结合' 王婉飞等 +4,指出中国观
光农业将向着主题化- 休闲化- 生态化- 人文化- 科技化等方向发展' 依托观光农业园发展户外运动是
普遍现象% 但是% 因为没有处理好农业生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缺乏科学的经营手段和专业人员 +3,% 经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作者简介! 顾晓艳% 讲师% 从事旅游营销& 休闲服务管理等研究' *"+,-. ! /012#34!25#)2678+

第 !" 卷第 # 期

顾晓艳等!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的复合开发策略及实证研究

#'$

营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原因" 大多发展情况不理想# 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具有多种形态或模式 $$!%%" 但国内学者
对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理论和案例研究未见报道# 本研究首次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与户
外运动复合开发策略" 并以杭州富阳永安高山农庄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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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意义
户外运动与休闲观光农业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看重健康& 休闲的生活方式" 集休闲& 健身& 娱乐于一体的户外

运动受到旅游者的青睐# 国内学者对户外运动的定义各不相同" 但对其特点基本形成了共识 $&%! 户外运
动以自然环境为场地" 体现出异地性特点和探险性特点' 参与者是直接参与户外运动" 而不是观看& 欣
赏等间接的参与形式' 户外运动更强调项目的新兴性" 即在一个时期内较为新颖& 时尚的体育项目# 国
内学者多将它划分为广义和狭义 ! 种# 广义的户外运动就是室外运动" 几乎涵盖了所有运动" 如室外球
类& 骑马& 射箭& 游泳& 水上运动等各种大类和其中的各小项 $"%# 狭义的户外运动是指一组以自然环境
为场地(非专用场地)的带有探险性质或体验探险的体育项目群 $&%# 户外运动包括山地户外运动& 水上户
外运动和空中户外运动# 山地户外运动包括登山& 攀岩& 远足& 山地穿越& 野营& 山地自行车& 山地越
野& 探洞& 滑雪& 攀冰& 骑马等项目' 水上户外运动包括溯溪& 漂流& 荒岛生存& 独木舟等项目' 空中
户外运动包括羽翼滑翔& 热气球等 $&%#
休闲观光农业在中国已有 !' 多年的发展历程#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 国民闲暇时间的增长& 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正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时期" 如 !''" 年" 浙江省各类休闲观
光农业区点累计达到 # (%& 个(其中休闲观光农业园区 )!! 个)" 休闲观光农业收入超过 )' 亿元 $#'%# 由
于观光农业所具有的 *农游+ 合一的特点" 特别是它对于农业发展& 农村建设的特殊意义" 一直以来其
发展问题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观光农业发展类型多样" 目前开发有农业观光园& 主题农园& 农
业科技示范园& 生态农业度假村& 民俗文化园等多种形式" 其大多与当地的农业资源& 乡村环境紧密结
合形成各自特点# 中国观光农业具有以下 ) 个特点! 从自发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发展' 初步形成分布广
泛& 相对集中的地域分布格局' 观光农业类型丰富" 总量扩张" 功能拓展' 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有力
推动了新农村建设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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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意义

!' 世纪 (' 年代初" 西班牙积极发展观光农 业" 把农场& 庄 园进行规划 建设" 提供 徒步旅游& 骑
马& 滑翔& 登山& 漂流& 参加农事活动等多种休闲项目" 并举办各种形式的务农学校& 自然学习班& 培
训班等# 此后" 观光农业在德国& 美国& 波兰& 日本& 荷兰& 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国家得到倡导和发
展# 中国观光农业最早开始于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
的兴起" 观光农业迅速发展 $%%#
由此可见"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 两者的复合开发能发挥互补优势" 推动各自
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可以发挥户外运动教育& 娱乐& 健康促进等功能" 提高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和满意
度" 提高休闲观光农业的市场吸引力" 可以拓展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空间" 增强其发展动力" 进而提升
综合效益' 其二" 休闲观光农业景区一般建在交通区位优越的城郊结合部或城市郊区" 加上具有良好的
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景观" 除了少数户外运动项目(如滑翔& 攀岩等)对地形& 地质条件有较高的要求外"
适合大部分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发" 休闲观光农业为户外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开发平台# 郭进辉 $##%提出扩大
户外运动内涵和户外运动旅游领域" 提高户外运动旅游产业开发意识" 即将狭义的户外运动旅游拓宽到
休闲旅游业" 从而推动户外运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合理利用中国户外运动旅游资源优势" 适当引进户外
运动旅游项目" 建立户外运动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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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策略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的复合开发是以休闲观光农业景区为载体和平台" 以吸引客源市场为终极

目标" 从产品整体开发& 项目耦合经营& 品牌联合推广 * 个方面进行#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的复合
开发可以从景观环境乡土化和生态化建设& 项目体验化设计& 文化有形化展示& 经营模式合理设计&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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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才分类开发! 品牌联合推广等 $ 个方面来构架"图 ##$ 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带来负面影
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 $ 个方面 &#!'( !生产新的环境污染源) "景观与服务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不良文化的入侵) $乡村乡土性的丧失) %乡村城市化) &导致不正确的模仿和学习* 因此% 两者的复合
开发过程中必须考虑如何采取措施减少这些负面影响*

图+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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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整体开发策略
产品整体开发是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核心% 需要从景观环境乡土化和生态化建

设+ 项目体验化设计! 文化有形化展示 % 个要素考虑% 其中项目体验化设计是休闲观光农业和户外运动
产品开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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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环境乡土化和生态化建设

田园化! 乡土化是休闲观光农业开发的基本原则之一* 目前% 一

些观光农业景区采用了城市游乐园! 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 存在着不少开发失误% 如城市化现象% 建筑
风格上的求 ,洋- 求奇心理% 尤其是度假设施建设 ,土- 味不足% 布局整齐划一% 大大降低 ,野- 趣*
休闲观光农业景区一般缺乏高品位的观光资源%

,生产! 生活! 生态- 三位一体的乡土性休闲空间和场

景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乡土性越明显% 与城市的差异性越大% 休闲观光农业的竞争力越强% 对城市居
民的吸引力越大* 因此% 休闲观光农业景区景观营造时应充分运用当地的乡土元素% 如采用当地传统建
筑风格% 绿化树种选择乡土植物% 保持原有农业文化形态% 营造农业景观等* 观光农业以城市居民为主
要吸引对象% 具有市场定势性* 城市环境恶化是去郊区旅游的推力% 乡村环境改善是观光农业的引力 &#%'*
空气清新! 水质洁净! 生态环境好是吸引城市居民到观光农业景区的最基本动因* 比较效益驱动! 消费
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改变是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二级动力 &#''* 经营者要在对原有自然环
境保护的基础上% 加强景区生态化建设% 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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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体验化设计

休闲观光农业具有使旅游者深入体验乡村氛围和田园生活的功能% 是体验经济

的一种重要形式* 休闲观光农业与一般旅游产品相比突出的特点是高度参与性% 旅游者可在观光农业景
区参与农业生产过程% 亲自制作食品! 礼品! 艺术品% 租赁土地自己经营管理% 实践环境保护和绿色生
活理念% 开展农业知识科普和相关研究活动* 而户外运动的探险性! 异地性! 项目新兴性和直接参与性
等特点赢得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参与* 因此%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的复合开发必须针对消费市场的新
特点% 根据再现! 组合! 改造! 提高! 移植等设计方法% 增强互动参与性% 创造性地开发出更加个性
化! 人性化! 绿色化! 高附加价值的体验式休闲旅游产品% 以满足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消费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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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形化展示

休闲观光农业包括耕作文化! 生态文化! 地方民俗文化等内容* 休闲观光农业

与户外运动的复合开发必须依托这些文化旅游资源% 融合户外运动蕴含的体育道德风尚和休闲价值% 将
文化融入到景观营造! 环境建设! 活动设计! 市场推广等各个环节中去% 通过物质载体进行有形化展
示% 让无形的文化变得 ,有说头! 有看头! 更有玩头-% 丰富休闲旅游者的文化体验% 提升景区开发建
设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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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耦合经营策略
樊信友 &#)'探讨了文化旅游产品延伸开发策略与耦合机制* 莫艳恺 &#*'提出利用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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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产业体系之间的耦合关系来构筑乡村旅游地循环经济体系! 项目耦合经营是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
复合开发的根本保障!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不同的产业依托"前者是农业# 后者是体育$ 旅游%决定
其经营要素# 如土地$ 资金$ 技术$ 人才等差异明显# 需要以项目为纽带开展耦合经营!

!$!$#

经营模式的合理设计

耦合经营的基础是景区经营模式的合理设计! 休闲观光农业景区经营模式

的选择是综合考虑政策与市场环境$ 企业经营理念等因素确定# 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 &公司 % 农户' 模
式$ 股份制模式$ 以休闲观光农业为龙头的旅(农(工(贸联动发展模式等经营模式 )#"*! 在此基础上# 根
据户外运动的特点进行经营模式的整体融合设计# 如将某些专业性较强的户外运动项目"如滑翔$ 攀岩等%
开展外包经营!

!$!$!

管理人才的分类开发

耦合经营的关键是管理人才的分类开发!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

发需要大量相关技术人才# 分为农业生产经营技术人才$ 休闲旅游管理人才$ 户外运动管理人才三大
类# 人才队伍必须分类建设! 其中休闲旅游管理人才又包括休闲旅游策划$ 营销$ 培训$ 管理等人才!
户外运动管理人才主要包括户外运动专职管理人员$ 外聘兼职人员和志愿者队伍等 & 个部分! 户外运动
专职管理人员指户外活动指导员$ 消防员$ 救生员$ 救护讲师$ 野战定向教练员$ 自行车教练员$ 水上
救生员等! 外聘兼职人员指必须具备相应从事户外运动的资格或技能的人员! 志愿者是具有相关专业知
识和技能# 并经过培训的人员!

!"#

品牌联合推广策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旅游市场从价格竞争将逐渐过渡到以文化为内涵的品牌化竞争# 品牌联合推

广是实现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市场指向目标的关键途径! 休闲观光农业景区发展要树立
品牌化营销观念# 经营者应摆脱小农意识# 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 通过建设精品景区$ 提供优质服务$
传播绿色形象等途径# 通过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各自的项目品牌及景区整体品牌建设和传播# 逐渐
达到在市场上确立品牌的目的! 休闲观光农业景区产品类型丰富# 可适应多个顾客群# 但市场仍应区分
层次# 锁定主要市场# 如休闲度假$ 户外运动$ 青少年素质教育$ 商务会议等市场# 进行重点推介! 针
对目标客户综合运用各种促销手段# 或与主要客源市场的旅行社$ 旅游企业或本地区传统景区积极开展
合作# 尤其要结合各季节农作物的采收期和当地的乡风民俗# 推出若干有特色的节事活动# 进行品牌化
推广 )#'*!

&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实证分析 ! 以浙江富阳市永安高山农
庄为例
#"$

农庄概况
永安高山农庄位于浙江省富阳市常安镇# !(() 年正式开业! 农庄内现有 #'( 个床位# )*( 个餐位#

年接待旅游者近 #( 万人次# !(#( 年总收入达 # ((( 万元! 农庄现有山林面积 !(( +,!# 年产 & 万羽土
鸡的高山放养鸡场# 其中农田 &$& +,!# 果园 --$' +,!# 高山无公害蔬菜 #&$& +,!! 农庄内有妙智寺$ 永
安山水库等景观资源! !((* 年农庄被评为有机农场#

&杭州市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示范单位'

&杭州市

特色农业观光示范点'# !((- 年被评为 &浙江省二星级乡村旅游点'! !((' 至 !((. 年举办了 &常安滑翔
伞友谊赛暨首届永安滑翔节'# 永安山全国滑翔伞教练员研讨班$ 亚洲沙滩运动 &中国滑翔伞队' 队员
选拔赛和全国滑翔伞优秀选手赛等一系列赛事! !((. 年#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永安山为 &全国滑翔伞训
练基地'! 永安山庄已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条件!

#%!
&$!$#

农庄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条件
优势条件

区位交通条件良好! 富阳距杭州市区 &. /, # 距上海 !(( /, # 有 &!( 国道 $ 杭千高

速$ 杭富一级公路及 ) 条省道与外部贯通# 城区至各乡镇的半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富阳市内外交通网
络发达! 农庄距离富阳市区 !( 余 /, ! 区域经济水平较高# 具有坚实的运动休闲产业发展基础! !(("
年# 富阳市国内生产总值达 &*-$) 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 *$*& 万元! !((' # 富阳市年荣获 &中国十大特色
休闲基地' 和浙江旅游 &金名片' 称号! !((" 年# 富阳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 多万人次# 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 亿元! !((' 至 !((" 年# 相继成功举办三届 &富春江运动节' 等重大赛事! 休闲观光农业发
展 基 础 较 好 ! 农 庄 一 直 与 科 研 院 所 开 展 技 术 合 作 # 目 前 # 栽 植 了 香 榧 !"##$%& '#&()*+ + 012234433 ,# 桃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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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梨 +,"#% &,"(-./(*! 甜柿 0(.%&,".% 1*1( 等经济林木! 间作紫衣花生 2"*)3(% 3,&.4*'*! 彩
色番薯 5&.6.'* 7*8*8*% 等农作物! 放养和圈养了土鸡 9://#% ;.6'%8(:%% ! 土猪 <#% %)".-: 等畜禽! 形成了
以特色干果" 时令水果" 茶叶" 蔬菜" 畜禽等有机产品的农业生产体系# 自然景观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
与户外运动场地条件优越$ 永安山是以侏罗纪火山岩系为主的低山! 海拔 $%& ' 以上! 地形复杂! 地貌
类型丰富! 适合多种类型的户外运动项目开展$ 植被繁茂! 山地小气候特征明显! 永安山夏季日平均气
温比山下要低 ()*! ! 酷暑期短$ 据测定% 永安山的平均空气负离子浓度大于 +"" 个&,'"(! 空气清洁!
并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

不利条件

目前! 永安高山农庄的休闲旅游开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 农业景观整体

上比较粗糙! 农产品品种偏少' 休闲观光农业功能分区不够清晰! 农业生产与旅游开发存在冲突(如农业
生产中施用农药对旅游者活动具有影响)' 游憩景观空间有待优化(如道路两侧山体边坡泥土裸露等)! 景
观质量不能满足旅游者游憩心理需求' 以观光" 度假等为主! 休闲旅游产品类型较少! 档次偏低! 户外
运动仅有滑翔伞" 野营等活动项目! 结构需要优化$
农庄发展定位及产品开发

!"!
(-(-#

发展定位与建设目标

根据区位交通" 资源市场" 技术支撑" 政策支持等开发条件分析! 及 *滑

翔运动为品牌! 户外运动为特色! 休闲观光农业为依托+ 的总体发展思路! 通过 #& . 左右的发展! 将
永安高山农庄建设成为集户外运动休闲, 山地度假娱乐" 农业观光游憩" 宗教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型
运动休闲基地! 实现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 户外运动综合基地" 滑翔伞运动示
范基地+ 等建设目标$

(-(-!

复合产品体系开发

农庄因地制宜地规划景点" 接待服务设施" 活动项目 ( 类建设项目! 形成休

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产品体系(表 /)! 其中% 景点建设结合农庄开发现状! 恢复 *永安八景+!
并按照休闲观光农业要求! 进行农业景观建设' 接待服务设施充分考虑地方特色与发展需要! 总体上把
握 *田园化" 乡土化+ 的建设原则! 同时满足现代旅游者舒适" 方便" 卫生等需求' 活动项目设置以体
现运动休闲特色和青少年户外教育功能$
表$

永安高山农庄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产品体系

0.123 / 45'673839:;<3 23;:=73 275>=,?: 5@ 23;:=73 .A7;,=2?=73 .9> 5=?>557 .,?;<;?;3: ;9 B59A ..9 C.7':
产品类型
户外运动产品

旅游休闲产品

综合类产品

配套服务产品

!"#
(-$-/

产品定位
休闲体育

产品设计
滑翔 伞! 动 力伞 ! 三 角翼 ! 镭战 ! 定 向! 场 地拓 展 ! 山 地 自 行 车 ! 射 箭 ! 滑 草 ! 溜 索 ! 轮 滑 !
野营! 烧烤

户外教育

青春自护教育! 环境教育! 技能训练! 模型运动

观光游览

农业观光! 恢复 *永安八景+

文化体验

农耕文化体验! 宗教文化体验

山地度假

小木屋! 树屋! 度假酒店! 产权式度假别墅

旅游商品

农特产! 旅游工艺品! 纪念品

节事活动

国家级及世界级滑翔比赛! 定向运动" 山地自行车" 轮滑" 模型运动等专项赛事

旅游线路

户外运动线路(如徒步" 山地自行车" 滑翔伞飞行线路等)! 旅游休闲线路 (如自驾车线路等)

配套服务

旅游集散! 咨询! 急救医疗等

农庄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建议措施
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 户外运动协调发展

! 农业生产实现生态化管理! 优化旅游者活动环境!

如采用 *畜-沼-果+ 循环经济开发模式! 采用物理与生物综合措施防治蚊蝇! 减轻环境污染! 延长适
游时间等$ " 采用乡土植物! 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 形成乡土化农业景观! 满足旅游者游憩活动需求!
如引种栽培新颖奇巧园艺品种! 满足旅游者观赏 *新" 奇" 特+ 农特产品的需求! 补充特色果树品种!
延长开花期和果实成熟期! 保证在旅游旺季大量开花或有可采之果等$ #永安山宗教文化" 地方民俗文
化等与农业生态文化" 运动休闲文化的有机融合和展示! 如 *永安八景+ 恢复" 妙智禅寺佛茶素宴开

第 !" 卷第 # 期

顾晓艳等( 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的复合开发策略及实证研究

#)"

发! 永安山滑翔比赛等"

$%&%!

农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经营管理机制

农庄原来为集体林场# 目前由私人租赁经营# 采取

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 员工部分为原集体林场工人# 其余由经营业主招聘# 文化素质与服务技能亟待提
高" 随着农庄快速发展# 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合实际需要# 必须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
经营管理机制# 如专业户外运动项目外包经营# 引进和培养现代休闲旅游经营管理人才和各类户外运动
专业技术人才等"

$%&%$

农庄与周边景区联动开发! 开展品牌联合推广

农庄依托良好的休闲观光农业产业基础# 应发挥

自身资源环境组合优势# 加快建设# 打造休闲观光农业与户外运动复合开发的品牌# 并与周边龙门古
镇! 龙门森林公园等旅游景区组网成线# 联动开发# 开展品牌联合推广# 以成为富阳市运动休闲产业的
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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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加入“全球传统生产性乡土景观保护倡议”
浙江农林大学 (全球传统生产性乡土景观保护倡议)*简称 +乡土景观项目,'成员资格的申请! 已于

!%## 年 ## 月 #!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获批! 成为本次加入的 #X 个成员之一! 也是中国独家+乡土景观项目)*-7B<>7?7 +2/B/7B/T1 #!%#% 年 #% 月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 次峰会*GOY #% #发
起! 旨在充分认知生态系统与农业体系的紧密联系! 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破坏! 制定未来全球可持续发
展战略! 把 +乡土景观保护项目) 推广成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项目. 地球生物圈计
划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农业历史遗产等著名项目一样的全球性项目项目发起机构有全球 &# 个著名的国际机构! 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M59Y#! 全球环境基金*JIV#!
世界农用林业中心*+GW*V#!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YJW+ #! 日本环境部和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院
*M5M"+*- #!国际竹藤组织*+5Z*W #等本次入选! 为浙江农林大学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示范和交流提供了国际平台国际交流合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