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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 of Intelligent Tourism i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ouris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t is a new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alents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ourism, and also the 

focus and core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f the training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alents in CNKI as the study object, in-depth 

analysi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tudy results of the training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alents in China 

are based on industry guidance. It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alents, the reform of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the innovation of the model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the new age of wisdom and the demand and influence of the talent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tten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n the training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alents in China. It is a grea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guide our study on Intelligent Tourism Talents an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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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智慧旅游时代是旅游业态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阶段，是旅游发展的全新阶段，

而智慧旅游人才的培养则是保障智慧旅游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是智慧旅游时代进一步发展

的焦点和核心。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知网中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总结出目前我国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以行业指导为主，涉及到智慧旅游

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校企合作模式的创新以及智慧旅游时代对人才

的需求及影响等方面。通过分析我国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研究的关注点和特征，对进一步

指导我们进行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促进智慧旅游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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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智慧旅游人才是智慧旅游活动的关键和保障，而我国对于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研究起步

较晚，于2013年才有第一篇关于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文献，但随着智慧旅游热的高温蒸腾，

智慧旅游人才的关注也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内容越来越细

化。本文主要是通过中国知网（CNKI）上整理的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文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和整理了解到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主要是大的行业指导的定性研

究，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以具体的地市或院校作为应用研究，但整个研究角度基本上以院校旅

游专业培养模式为主，很少涉及行业上具体从业人员的人才再培养，且都以大的培养模式的

研究居多，缺乏具体的培养过程和培养细节的研究，研究深度不够，方法较为单一。 

2．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文献分析 

2.1  文献总数 

从中国知网（CNKI）上对“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作为主题进行搜索发现，对于该领域的

研究时间比较晚，从2013年至今共计文献数量166个，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检索

时间:2018年3月5日)，以“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为关键词检索“篇名”，共检索到文献总数

32篇，并且文献类型均为期刊；以“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为关键词检索“主题”，共检索到

文献79篇(其中期刊文献71篇，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1篇，报纸文章1篇)；以“智慧旅游人

才培养”为关键词检索“全文”，共检索到文献总数778篇(其中期刊文献417篇，硕博士论文

218篇，报纸文章54篇，会议论8篇)，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文献分布（检索时间2018年3月5日） 

搜索分类 按篇名 按主题 按全文 

文献总篇数 32 79 778 

期刊文献篇数 32 71 418 

硕博论文篇数 0 7 218 

会议论文篇数 0 0 54 

报纸文章篇数 0 1 96 

2.2  文献分布特点 

通过检索和分析中国知网（CNKI）有关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文献的析出指数，以“智

慧旅游人才培养”为关键词进行全文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在发表时间、研究学科与层次、

期刊分布、研究机构等方面呈现以下特点。 

2.2.1 发表时间 

表2   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文献发表年份数量分布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文献数（篇） 1 21 40 87 144 215 216 11 

我国最早对智慧旅游的研究始于2010年，从发表时间可以看出，关于智慧旅游人才培养

方面的研究稍晚于智慧旅游的研究，2011年有1篇，但实际上2011年的这篇文献题目是《智慧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文章只是提到智慧旅游人才培养对于智慧城市建设来说具有重要

意义，而真正把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作为论题，进行系统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始于2013

年，可以说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真正研究起步晚，远落后于智慧旅游具体技术架构和平台开

发的研究。但从文献整体数量来说，近几年的增速比较明显，增量较多，这与智慧旅游的快

速发展的节奏是相吻合的，未来关于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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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研究文献情况分析 

由于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时间较短，单独以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为篇名进行研究

的文献数量较少，不具有很好的统计分析意义，因此表3主要是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全

文检索，能够更全面的了解智慧旅游人才研究的文献分布情况。 

表3   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文献分布特点 

排序 研究学科 研究层次 文献分布 研究机构 硕博士论文 关键词 

1 旅游学科(551) 
基础研究 

(社科)(265) 

旅游纵览

（28） 

辽宁师范大

学(15) 

南昌大学

（9） 

智慧旅游 

（132） 

2 高等教育(102) 

行业指导 

(科)(251

) 

中国旅游

报（18） 

洛阳师范学

院(14) 

云南大学

（6） 

人才培养

（49） 

3 职业教育(101) 
政策研究 

(社科)(117 

云南大学 

学位论文（6） 

沈阳师

范大学

(10) 

燕山大学

（6） 

智慧城市

（34） 

4 
信息经济与邮

政经济(73) 

职业指导 

(社科)(39) 

南昌大学 

学位论文（9） 
 燕山大学(10 

西北师范

大学（4） 

旅游管理

（33） 

5 
经济体制改革

(42) 
高等教育(36) 

燕山大学

学位论文（6） 

桂林理工大

学(10) 

扬州大学

（4） 

旅游业

（28） 

6 贸易经济(42) 
基础教育与中 

等职业教育(25) 

中国商贸

（6） 
南昌大学(9 

河南大学

（4） 

旅游管理

专业（24） 

7 

宏观经济管理

与可持续发展

(38) 

工程技术 

(自科)(9) 

现代商贸

工业（6） 

广西师范

大学(9) 

华侨大学

（4） 
对策（21） 

8 文化(29) 
业实用技术 

(自科)(2) 
特区经济（5） 河南大学(8) 

福建农

林大学

（4） 

旅游产业

（19） 

9 
中国政治与国

际政治(27) 

基础与应用基

础研究 

(自科)(2) 

长春师范

学院学报（5） 

南京旅游职

业学院(8) 

大连理

工大学

（4） 

乡村旅游

（18） 

10 农业经济(23) 
行业技术指导 

(自科)(2) 

改革与开

放（5） 
云南大学(8) 

广西大学

（4） 

旅游专业

（18） 

2.2.2.1 研究学科 

通过表3可以看出，按照学科分类，在778篇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文献中，排在

前10位的学科分别为:旅游学科(551),高等教育(102),职业教育（101），信息经济与邮政经

济(73) ，经济体制改革(42)， 贸易经济(42)，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38)，文化(29)，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27)，农业经济(23)。这说明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的学科背景

以旅游学科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达70%，其次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占26%，只有不超过

4%的研究零星的分布在经济类、文化类学科中。 

2.2.2.2 研究层次 

按照研究层次分类，在778篇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文献中，排名前十的研究层次

先后分别为: 社科基础研究(265，占比34.1%)，社科行业指导（251，占比32.3%），社科政

策研究（117，15%），社科职业指导（39，5%），高等教育（36，4.6%），基础教育与中等

职业教育（25，3.2%），排名6-10位的研究层次的文献数均在个位数以下，且总共占比2%。

这说明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游研究文献中以社科基础研究和社科行业指导为主，总计占比

66.4%，而社科政策研究、社科职业指导、高中等教育等其他研究的比例少。 

2.2.2.3 文献分布 

通过分析发表的所有相关文献分布发现，学术论文数目文献及报刊分布依次排名为:《旅

游纵览》（28），《中国旅游报》（18）,《中国商贸》（5）现代商贸工业（5），特区经济

（5），长春师范学院学报（5），改革与开放（5），此外还有南昌大学、云南大学和燕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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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硕博士论文21篇。从数据显示中可以发现，该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一些普通期刊中，并

且分布零散论文数量少，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类期刊（CSSCI）都处于空白状态。 

2.2.2.4 研究机构 

通过列表可知，对于智慧旅游视阈下人才培养的研究机构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辽宁师范大

学（15）、洛阳师范大学（14）、吉林师范大学（10）、桂林理工大学（10），以及剩下的

前十的研究机构均为高校，从中可以得出，研究机构与研究论题的相关性较强，由于是旅游

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所以以师范类大学为主。 

2.2.2.5 硕博士论文 

在统计该研究方向的硕博士论文排名中，排名前三的是南昌大学（9）、云南大学（6）、

燕山大学（6），剩下的前十的大学发表的论文数均为4篇。但必须提出说明的是，所有的这

些硕博士论文中，博士论文0篇，并且真正以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为论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只有1

篇，其余的硕士论文都只是以研究智慧旅游其他方面研究为主，只是在文章中提到智慧旅游

发展与旅游人才的培养和打造。 

2.2.2.6 热点研究领域 

通过关键词的识别，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献中关键词排名分别是：智慧旅游（132）、

人才培养（39）、智慧城市（34）、旅游管理（33）、旅游业（28）、旅游管理专业（24）、

对策（21）、旅游产业（19）、乡村旅游（18）、旅游专业（18）。从这些关键词出现的次

数可以知道，智慧旅游视阈下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主要在集中在旅游院校或旅游专业中探讨

如何培养优秀的管理和从业人员，并且以对策研究为主。 

3．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的主要内容 

3.1  培养模式研究 

通过搜索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发现，首先以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研

究为主，约占整个相关文献的60%—70%。并且又以定性分析为主，如左晓娟提出“智慧旅

游”大发展趋势下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应该从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实习基地及

校企合作几方面进行变革与创新
[1]
，胡晓聪提出“互联网+”背景下旅游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主要从课程建设与拓展、师资队伍建设、智慧旅游体验中心建设和校企合作深化四个方

面来着手建设。
[2]
严伟课题组提出了“一化三型”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即对于旅游

管理人才培养应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将“行业化”的人才培养理念落

实到“复合型”、“职业性”、“创业型”三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全要素中。
[3]
刘亦雪

提出智慧旅游视角下旅游管理专业OPEC 人才培养模式，即以目标导向培养（O）为依据，

人才专业性培养（P）的三种课程模式和人才创新性培养（E）的两种具体培养方式为主，

并综合运用挂职锻炼方式进行人才实践能力（C）培养。
[4]
 

大多数的学者都提出在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专任人才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从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校企合作等几个方面来改进
[5-7]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个案研

究，如一些学者分别从厦门、秦皇岛、泰安、湖南等研究地区的旅游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问

题出发，提出该地区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模式，但基本策略还是从政府投入、课程体系、

校企合作、师资队伍等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建设
[8-10]

。 

3.2  课程改革研究 

对于具体课程体系教学改革内容方面，也是目前学者在这方面相对研究较多的领域，

如杨华提出智慧旅游时代旅游专业课堂教学新方法，主要包括实验操作法、任务驱动法、

自主学习法和读书指导法。
[11]
张萌指出为适应智慧旅游发展，旅游管理专业“三措并举”

的改革的创新思路，从计划准备、操作实施，到结果评价，实施有步骤地三个措施，复合

地突出了专业培养特色，强了科学实践，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12]
孙丽坤，魏晓鸣基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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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问题出发，提出构建完善旅游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应从整合专业

核心课程、增加管理信息公共课及与企业共同合作育人的思路深层发展。
[13]
张永波以旅游

类院校为例，根据职业教育和旅游业态发展特点，围绕培养学生的职素养和实践能力，结

合旅游职业院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从行业接轨、专业融合、教学服务等方面来考察

研究信息化环境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阐述了融合行业的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思路。
[14]

 

3.3  校企合作研究 

在校企合作方面，首先大多数的学者从总体上把握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模式中都提出了

创新的校企合作理念，包括校企共同开发课程、共同育人的教育模式。其次个别学者针对

智慧旅游背景下校企合作具体模式也提出了不同的校企合作观点，如彭雯指出智慧旅游背

景下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新要求是专业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在专业课程设置、实

训基地、教师团队方面应充分发挥企业合作优势，多元打造，拓宽实习方向，从而与企业

共同培养优秀人才。
[15]

曹俊华分析了高职旅游院校校企合作存在的因缺乏积极沟通和交流

而导致人才培养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提出“智慧旅游”背景下高职旅游院校校企合作的思

考保持密切联系和随时交流，通过合作办学、订单培养、选派行业能手到校兼教等多种合

作方式来培养企业所需的旅游人才，并且旅游各相关主体应建立智慧旅游人才培养合作联

动机制。
[16-17]

 

3.4  其他方面研究 

在智慧旅游视阈下，旅游专业人才培养除了培养模式、课程教学改革、校企合作方面

的研究较多外，还包括一些旅游人才具体的培养过程研究，如创新创业及就业能力研究：

刘丽群、何海提出智慧旅游发展大背景下，旅游院校人才培养应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共

同协作从而更科学地引导大学生创业、择业、就业，并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提供实践的条件

和机会，鼓励学生根据智慧旅游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项目自主创业，并为学生提供技术

指导和资金支持，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
[18]
肖来通过对各大旅游企业和高职旅游毕业

生进行相关调研，了解旅游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和学生的就业现状，高职院校旅游类专

业应当适时调整培养方案，从基础能力、职业技能、职业发展能力三大模块12类子课程中

重构专业学生的就业核心能力，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提高学生就业质量。
[19]
此外，也有部

分学者专门从事智慧旅游背景下对专业人才的影响及需求做出分析，如魏九峰指出智慧旅

游背景下，旅游业发展对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就是需要智慧

旅游人才、 专业技能人才和强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20]
郭珊珊也指出智慧旅游条件下，

新型旅游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培养创新意识、精湛技术和高技能，并且同时要注重学生全

面发展、综合素养的提高。
[21]
 

4．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的主要特点 

4.1  研究深度不够 

通过整理可以发现，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大的

旅游专业或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探索上，缺少具体的培养过程或培养细节的研究，研究

深度不够，虽然也有部分文献是进行课程体系及校企合作等细节研究，但研究的成果依旧

比较概念化，较少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措施，应更关注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各个细节，深入

挖掘，提出具有参考意义的意见。 

4.2  研究方法单一 

通过整理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献发现，大多数文献在研究方法中是以文献分析加

经验总结的方式为主，缺少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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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主体局限 

在整理的文献中，几乎所有涉及的文献都是从旅游院校或旅游专业的角度来思考智慧

旅游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几乎没有文献是探讨旅游行业和企业是如何培养和培训

智慧旅游人才，而实际情况是对于目前正在从事旅游行业进行旅游工作的人员更应该及时

把握行业的发展新变化，加强学习、加强培训去适应新的旅游需求。 

5．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展望 

5.1  加强理论研究，深挖培养细节 

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涉及到旅游学、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工学等各类综合科学，

应多借鉴这些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相关理论和经

验，构建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研究理论体系，同时关注培养细节和培养过程，深入研究。 

5.2  丰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中，除了传统的文献分析和经验总结外，更应该关注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的

研究方法，通过对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各类旅游企业在智慧旅游发展环境下人才

的真正需求情况，并对国内外成功的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院校及行业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具

有指导性意义的经验方法，丰富研究方法。 

5.3  拓宽研究思路 

对于研究主体中，除了考虑旅游院校对旅游专业的人才培养，也应该关注旅游行业中目

前正在从事旅游行业的工作人员如何进行智慧旅游的学习和培训，甚至可以从不同的旅游行

业类型出发来研究旅游从业人员的培养，并且在院校人才培养中，除了旅游专业人才外，涉

及到智慧信息技术的计算机人才、电子商务人才都是未来的智慧旅游人才，都可以作为研究

对象。 

6.  结束语 

智慧旅游人才的培养是智慧旅游全面发展的关键，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智慧旅游人才的

培养和打造。通过分析可以知道我国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研究单一零散、缺乏系统性，且

研究内容重复粗浅，今后的研究更应该注重体系研究，形成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的理论框架

和方法论的体系，同时丰富研究方法，多运用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并且从个案的实际情

况实际特点结合指出具体的人才培养措施，对于院校和行业都应考虑在内，拓宽研究视角，

强化企业视角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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