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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自然灾害事件下景区风险管理：

危机信息流扩散与旅游流响应

○ 阮文奇  张舒宁  李勇泉

摘要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信息扩散

的主要媒介，景区危机事件信息扩散与舆情传播呈现新

的态势及形式特征，危机信息流对景区的影响更加复杂，

景区风险管理急需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本

文以“8 · 8 九寨沟地震”为例，依托网络大数据，运用

信息扩散半径、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讨景区自然灾害型危

机信息流的扩散规律，再通过旅游本底趋势线、空间响

应指数及地理探测器，分析虚拟旅游流对危机信息流扩

散的响应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自然灾害型危机信

息流扩散呈现“爆发期—衰退期—稳定期—长尾期”4

个发展阶段 ；（2）危机信息流扩散具有经济趋向性、本

地集中性和人口集中性等特征，也符合距离衰减规律；（3）

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存在负向关系，对潜在游客行

为具有负面影响，且危机信息流的负面效应具有一定滞后

性 ；（4）不同区域虚拟旅游流的响应强度存在明显差异，

主要受空间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

响，其中空间距离是影响虚拟旅游流响应强度的最主要因

素。本研究揭示了旅游危机信息流扩散的规律特征及负

面效应，为旅游危机信息流的微观导引机制研究奠定了

理论基础，深化了学界对旅游危机信息流的理解与认识，

为景区危机信息流扩散的负面效应规避及风险管理提供

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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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旅游业是一个高度敏感性产业，易受自然、经济、

政治、文化、卫生等 [1] 多方面危机事件的影响，2017 

年 8 月 8 日，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以下简称

“8 · 8 九寨沟地震”），地震对九寨沟景区造成极大破坏，

部分景点和通往景区的道路受损，火花海和诺日朗瀑布

被严重破坏，对九寨沟旅游发展造成极大影响。随后，

九寨沟被毁等相关信息被广泛传播，九寨沟地震信息频

繁登上网络热搜，[2] 危机信息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在

信息传播中发酵并被放大。[3] 信息会影响游客的网络搜

索行为、安全认知和出游意向，[4] 而负面信息扩散更是

对景区旅游形象和游客安全感知有着重要影响，影响潜

在旅游者的行为决策及目的地选择，[5] 特别是在互联网

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旅游危机信息扩散速度更快、传

播效果更明显。[6] 此外，随着社会媒体的增多，也给景

区旅游危机事件的风险防范与安全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7,8] 因此，危机事件对景区旅

游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景区如何有

效规避危机信息扩散的负面效应、管控舆情及管理风险，

成为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危机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日

益明显，相关研究明显增多，旅游危机事件分析及评估

成为研究热点，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主要包括旅游危

机事件的类型、 [9] 影响范围、[10] 安全预警 [11] 及市场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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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12] 等。其中危机事件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

以往研究通过各种手段 [13] 对旅游危机事件的负面效应

进行评估。从危机事件类型来看，学者们探讨了恐怖主

义、[14-17] 公共卫生事件、[18] 自然灾害、[19] 经济危机 [20-22]

等危机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探

讨了旅游危机事件对旅游经济、[23] 客源市场、[19] 旅游需

求、[24] 旅游行为 [25] 等方面的影响。如阮文奇等 [24] 以“8·8

九寨沟地震”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

法，探讨地震灾害对九寨沟客源市场需求的影响强度及

空间差异 ；张铁生等 [23] 通过旅游本底线模型分析危机

事件对张家界景区旅游的影响 ；吴良平等 [26] 运用计量

经济模型分析 2008 年金融危机事件对中国入境旅游的

影响，H a q u e 等 [27] 评估全球金融危机对文莱旅游业的

影响。此外，危机事件背景下旅游业恢复及发展也是重

要的研究议题，如李宜聪等 [19] 以 2008 年“5·12 汶川地震”

为例，探讨地震之后国内旅游客源市场恢复情况，对不

同距离的客源市场恢复情况进行分析。B a c ke r 等 [12] 认

为在旅游危机事件发生后，探亲访友旅游是景区旅游修

复的一种重要手段 ；而 Av r a h a m 等 [28] 探讨了撒哈拉南

部非洲国家通过媒体策略修复旅游目的地形象。这些

研究对旅游危机事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特别是在危机

事件的负面效应评估及客源市场恢复等方面取得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 ；但旅游危机事件的研究领域过于集中，在

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景区危机事件发展及演变

呈现新的态势与特征，而当前研究却极少对旅游危机事

件信息扩散与舆情管控进行深入分析。

随着互联网发展及信息技术进步，用户行为决策越

来越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29] 危机事件信息扩散及影响

形式也呈现新的特征，并且危机信息扩散对游客安全感

知及行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而信息传播与扩散是信息

流的表征形式，信息流是潜在游客进行旅游行为决策的

先导，信息流对旅游流的导引作用主要通过个人获取信

息实现，[30] 其导引机制是一个信息获取、执行和决策的

过程，引导潜在旅游者发生区域移动。[31] 危机信息流作

为旅游信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负面信息可能更具有破

坏性。[32]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极大压缩

了信息流扩散的时空距离，信息流动与扩散更加迅速，

危机事件信息扩散与舆情传播更加复杂，景区危机事件

的负面效应容易被放大。因此，急需加强景区危机事件

的信息扩散与舆情管控分析，但目前相关研究较少 ：庞

璐等 [33] 利用新浪微博数据探讨 2012 年国庆节华山事

件危机信息扩散的特征，分析了危机信息的微博扩散过

程。杨敏等 [34] 以 2016 年故宫裸照事件、2014 年大雁

塔照相门事件、2013 年九寨沟游客滞留事件为例，探

讨了旅游危机事件的信息扩散特征。此外，也有学者探

讨了旅游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监测 [35] 及其规律特征。[36]

虽然相关研究涉及信息扩散层面，但主要探讨了旅游危

机事件的微博扩散途径，数据口径较为狭窄，无法体现

信息扩散“流”的特征，并未深入剖析景区危机信息流

的导引作用及与旅游流的互动效应，即当前研究较少涉及

景区危机事件信息扩散的负面效应及风险管理等领域。

因此，在如今网络高度发达时代，景区危机信息流

扩散呈现怎样的规律？景区旅游流怎样响应危机信息流

扩散？景区又该如何减轻危机信息流扩散对旅游发展产

生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对景区持续健康发展及风险抵

御至关重要，而当前研究较少回答，需进一步探讨。地

震灾害作为重大的社会舆论事件和重要媒体事件，成为

人们和媒体关注的焦点，[37] 对旅游业的影响更为明显。

基于此，本文以“8 · 8 九寨沟地震”为例，以百度指数

为基础数据，运用信息扩散半径、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

讨景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的扩散规律，通过旅游本

底趋势线、响应指数及地理探测器分析虚拟旅游流对

危机信息流的响应机制。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运用信息扩散半径衡量景区自然灾害型

危机信息流的扩散范围，分析危机信息流扩散的本地集

中性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危机信息流的分布特征，探

讨危机信息流扩散的距离衰减规律、经济倾向性、人口

集中性。其次，通过旅游本底趋势线来分析九寨沟地震

发生之后，景区虚拟旅游流受到的影响 ；而响应指数主

要用于探讨虚拟旅游流对危机信息流的响应强度，进一

步剖析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之间的关系。最后，运

用因子探测模型分析虚拟旅游流对危机信息流的响应强

度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方法介绍如下：

（1）信息扩散半径。该方法可以衡量自然灾害型危

机信息流的扩散范围，危机信息流扩散的半径越大，表

明其信息扩散范围越大；值越小，则信息扩散范围越小。

公式如下：

 （1）
式中 ：A R 为危机信息流扩散半径 ；x i 为第 i 个省

域受到危机信息流扩散量的比重 ；d i 为第 i 个省域的省

会城市与九寨沟景区的空间距离 ；n 为省域总数。

（2）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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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局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能够探测要素的集

聚情况，以 Moran`s I 指数衡量，公式为：

 （2）
式中：I 为 M o r a n`s I 指数 ；N 为研究单元数 ；x i 和

x j 指第 i 个和第 j 个研究单元上的属性值 ； 为 x i 的平

均值 ；S0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所有元素和 ；w i j 为研究单

元 i 和 j 的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 值域为 [-1，1]，其

中 M o r a n`s I 大于 0 代表集聚，小于 0 代表分散，并对

Moran`s I 指数进行 Z 检验。

②局部自相关。利用 G e t i s-O r d G *
i 衡量要素的局

部分异特征，用于识别冷点区与热点区的分布格局。公

式为 ：

 （3）
式中，n 为研究单元数；x i 和 xj 为单元 i 和 j 的属性值；

w i j 为空间权重矩阵。如果 G *
i 为正且显著，则代表高水

平集聚，即为热点区 ；反之，为负且显著，则代表低水

平集聚，属于冷点区。

（3）旅游本底趋势线

旅游本底趋势线是指不受突发事件影响，景区旅

游业发展所呈现的固有趋势线方程，是反映景区旅游业

发展的“晴雨表”，可以评估危机事件的旅游经济增损

值。[23,38] 依据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收集 2011-2016 年

九寨沟景区 31 个省域的虚拟旅游流数据，运用旅游本

底趋势线来分析九寨沟地震灾害对虚拟旅游流的影响。

首先，用 E x c e l 制作虚拟旅游流的变化折线图 ；其次，

观察虚拟旅游流的折线图，选取起始年（n a）和结束年

（n b）；最后，运用内插方程 Yn=Ya+ (n-n a)×d，对虚拟旅

游流数据进行处理，其中 n 代表所要处理数据的年份，

Ya 表示内插起始点统计数值，Yn 表示第 n 年修正后的

数据，d 为进行直线内插的公差值，计算式为 d = ( Y b-

Ya) / (n b- n a)。因此，以 2011-2016 年数据为基础，运用

本底趋势线方程计算 2017 年虚拟旅游流本底值，再结

合月指数将本底值按月指数分解到年内各个月份，从而

得到九寨沟地震发生之后 2017 年 8-12 月的本底值，通

过本底值与统计值之间对比，计算九寨沟地震之后虚拟

旅游流的损失量。[23] 月度本底值 [9] 的计算公式如下：

 （4）
其中，Q i j 为第 j 年第 i 个月的本底值 ；k i j 为第 j 年

第 i 个月的月指数 ；y j 为第 j 年虚拟旅游流本底值。选

取 2011-2016 年虚拟旅游流的数据，以各月虚拟旅游流

量占全年虚拟旅游流总量的比率计算月指数。其中，“本

底值”是指在不受偶然事件严重冲击和干扰下，即假设

没有发生九寨沟地震而获得的虚拟旅游流数值，以旅游

本底趋势线测算得到 ；“统计值”则是通过百度指数获

得的虚拟旅游流数值，损失量就是统计值与本底值的偏

差，指由于九寨沟地震而导致虚拟旅游流减少。

（4）响应指数

虚拟旅游流对危机信息流的响应是指，危机事件

信息扩散所引起的客源地居民对景区出游意向变化的过

程，体现了虚拟旅游流对景区危机事件的响应与适应程

度，可以采用“响应指数”衡量，[39] 公式如下：

 （5）
式中，R I 为响应指数，其值越大，表示虚拟旅游

流对危机信息流扩散的响应强度越大，反之，响应越弱；

VTF 为虚拟旅游流损失量，CIF 为危机信息流扩散量。

（5）因子探测模型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模型分析虚拟

旅游流响应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核心思想是 ：影响

虚拟旅游流响应强度变化的相关因素在空间上具有差异

性，若某因素和虚拟旅游流的响应强度在空间上具有显

著一致性，则说明该影响因素对虚拟旅游流响应强度的

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意义。[40] 探测力值 [40] 可表示为：

 （6）
式中 ：q 为探测因子 D 的探测力值 ；n 为整个区域

样本数，n D , i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 ；m 为次级区域个数 ；

σ2
U 为虚拟旅游流响应强度指数的方差 ；σ2

U D , i 为次一级

区域的方差。以虚拟旅游流的响应强度为因变量 Y，以

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等探测因子为自变量 D，其中

q 的取值区间为 [0,1]，q 值越大表示探测因子对响应强

度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当 q 值越接近于 1，则

说明 D 因素对虚拟旅游流响应强度的影响越大。

2. 数据来源

百度指数是百度推出的一种数据分享平台，依托百

度搜索引擎，以百度海量网民的搜索痕迹为基础数据、

搜索关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各个搜索关

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百度是全球

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其用户数量极多，百度指数是大

数据时代重要可靠的数据统计来源，被广泛应用于研究

中，[24]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价值性。

（1）危机信息流衡量。通过网络媒介，九寨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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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信息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数据等载体传

递和流动至网络用户，即通过网络平台可以完成九寨沟

地震相关信息传递和流动，从而产生危机信息流。而百

度指数可以进行关键词叠加统计，因此能够获取一定时

期内九寨沟地震事件信息流动情况。在关键字搜索中限

制搜索区域的范围，用 I P 地址和手机号码所属的区域

进行统计，具体到各城市居民的网络搜索量。该方法可

以收集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对九寨沟地震相关信息的搜

索量，从而衡量九寨沟地震信息扩散或流入到搜索地

区的数量，通过不同地区搜索频次的计算和叠加，百度

指数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将九寨沟危机信息流记录下来。

因此，以百度指数衡量九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流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本文以“九寨沟地震”为搜索关键

词，统计九寨沟地震的危机信息流扩散量，搜索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8 日 -12 月 31 日，分别以月和周为时间区间

进行统计。

（2）虚拟旅游流衡量。九寨沟地震对景区造成严

重破坏，景区从 2017 年 8 月 9 日起停止接待游客，经

过长时间灾后重建工作，部分景点于 2018 年 3 月 8 日

起对外开放，开始接待游客，但九寨沟景区实行流量控

制，日接待量严格控制在 2000 人以内。即 2017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3 月 8 日九寨沟景区没有对外开放，也没

有实际客流量。为了研究九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扩散对旅

游流的影响，本文以百度指数衡量旅游流，即网络空间

虚拟旅游流。目前，已有学者利用百度指数衡量虚拟旅

游流，戢晓峰等 [41] 以“A 级以上景区名称 + 旅游攻略”“城

市名称 + 旅游攻略”为搜索关键词，获取百度指数衡量

云南省节假日旅游流的分布格局 ；而马丽君等 [42] 以百度

指数来衡量区域旅游流，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典

型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因此，本文在前

人研究基础上，以“九寨沟旅游攻略”“九寨沟天气”“九

寨沟门票”3 个搜索关键词来统计九寨沟景区 31 个省

域的虚拟旅游流。其中，“九寨沟旅游攻略”涵盖了饮

食、住宿、购物及线路等要素的需求，是虚拟旅游流最

直观的体现。“九寨沟天气”涵盖了游客对气候舒适度、

出游行程安排及游前准备等方面的需求，气候是游客出

行的重要关注事项，[43] 对旅游者的行程安排和旅游攻略

有重要的影响。而天气是气候最为直观的体现，游客对

景区天气信息的搜索是其出游前的重要准备工作，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旅游需求与意愿。[24]“九寨沟门票”涵

盖了景区游览、娱乐等要素的需求，这 3 个关键词是九

寨沟旅游搜索量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关键词选取具有一

定代表性，能够较好地衡量九寨沟各个客源市场的虚拟

旅游流。年度数据检索时间选取 2011-2016 年，月度数

据检索时间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记录每个

月的平均搜索量，2017 年 8 月只统计 8 月 11 日 -31 日的

平均搜索量，将其作为地震发生之后第一个月的虚拟旅

游流指数。

二、九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流扩散分析

1. 危机信息流扩散的阶段演化

景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呈现出“爆发—衰

退—稳定—长尾”4 个发展阶段。付业勤等 [44] 将旅游

网络舆情划分为孕育、出现、爆发、高潮、回落、反复

和长尾 7 个阶段，李纲等 [45] 认为网络舆情传播包含潜

伏、成长、蔓延、爆发、衰退和死亡 6 个阶段。本研究

以“8 · 8 九寨沟地震”发生日为节点，进行等间距统计，

以探究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的周期特征。如图 1

所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周期与网络舆情的发

展阶段存在一定相似性，但自然灾害事件爆发突然，信

息短时间内急剧扩散。网络舆情传播存在孕育、潜伏、

成长等阶段，舆情信息扩散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自然

灾害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特别是地震灾害较难预

测，因此危机信息流扩散没有孕育、潜伏、成长等阶段，

直接进入爆发期。具体来看：第一阶段为爆发期，自然

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量在一开始就达到了顶峰，呈现

“井喷式”的发展特征，信息扩散剧烈，持续时间较长，

出现在地震之后的第 1 周，其危机信息流扩散量高达

2618653。第二阶段为衰退期，地震之后的 2-6 周，地

震灾害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九寨沟作为全国

知名的旅游景区，危机信息流的受众较多，因此衰退期

较长，随着时间推移，信息价值被逐渐削弱，媒体和新

闻报道逐渐减少，危机信息流扩散减弱。第三阶段为稳

定期，地震之后的 7-14 周，九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流扩

散受到一定控制，旅游景区加强了舆情管控和干预，并

且网民对危机信息搜索及接收意愿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

减弱，信息扩散量逐渐减少。第四阶段为长尾期，本阶

段从第 15 周至今。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媒体等舆

情主体结束对地震灾害事件的长时间关注，受到外界因

素影响，危机信息扩散还会呈现一定波动特征，如 2018

年 3月1日九寨沟景区宣布部分景观于 3月8日对外开放，

其中 3 月 8 日信息扩散量高达 4026，第 31 周信息流扩

散量明显提高。

2. 危机信息流扩散的经济趋向性和人口集中性

通过百度指数人群画像中的地域分布指标分析发

现，成都、北京、上海、重庆、杭州、西安、深圳、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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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阿坝是九寨沟地震信息接收量排名前 10 的城市，

除了阿坝之外其余均为经济发达且人口集中的地区，初

步判别危机信息流扩散可能具有经济趋向性和人口集中

性特征。

首先，对九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流扩散量与人口数量、

地区生产总值进行 P e a r s o n 相关分析，其中扩散量与人

口数量的相关系数为 0.788，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系

数为 0.759，均通过 0.01 相关性检验，证明危机信息流

与信息接收地的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均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其次，通过对各个省域危机信息流、人口

数量及地区 G D P 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九寨沟地震信息

扩散量与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布趋势较为一致，

四川、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域危机信息

流接收量较高，其中江苏、广东、浙江、北京均是经济

发达省域，也是人口集中地区；河南、广东、四川、山东、

江苏、浙江在 2012-2016 年，均位于全国人口规模的前

10（如图 2 所示）。

任何完整的网络信息扩散过程都具有选择规律，

选择机制支配着双重主体选择的过程、双向选择的共同

结果，[46] 信息总是流向需要它的受众。经济发达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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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需求较高，出游潜力较大，九寨沟作为全国知名景区，

客源市场半径广，其主要客源市场为四川省及经济发达

省域。地震之后，经济发达地区对九寨沟网络关注度相

对更高，对地震信息的搜索意愿和接受度较高。网络危

机信息扩散属于“裂变式”的扩散过程，危机信息接受

者能够转化为扩散个体，进行再次信息传播，[47] 加剧了

危机信息的扩散量，人口规模集中的地区更容易形成信

息的裂变式发展，推动危机信息扩散。因此，景区自然

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呈现经济趋向性和人口集中性。

3. 危机信息流扩散的距离衰减规律

九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流扩散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规

律。网络信息扩散是一个时间推移和空间蔓延的复合过

程，[48] 虽然互联网消除了空间距离上的差异，但无法消

除心理距离，远距离地区网民对九寨沟景区的关注度较

低，且由于地域特征，用户的关注重点不同。由图 3（a）

可知，四川省危机信息流接收量最高，是唯一的高信息

流入区。一方面，四川是九寨沟最主要的客源市场，潜

在游客众多，另一方面；四川网民距离九寨沟景区较近，

对九寨沟地震的风险感知较为强烈，对地震信息的接收

意愿较高。其次，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域与九

寨沟距离适中，为较高信息流入区 ；而新疆、西藏、内

蒙古等省域与九寨沟景区的距离极远，对危机信息接受

度也极低，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同时根据公式（3）计

算 Get is-Ord G*
i 指数，并生成冷热点图。结果显示，九

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流扩散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地震发

生地及邻近地区多为热点、次热点区域，而远距离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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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冷点、次冷点区域。同时，东部沿海省域多为次热

点区域，进一步验证了危机信息流扩散的经济趋向性和

人口集中性。

4. 危机信息流扩散的本地集中性

根据公式（1）计算九寨沟地震危机信息扩散半径

（如表 1 所示），发现 8 月和 9 月的危机信息流扩散半径

较小，但随着时间推移，扩散半径出现了明显增长，到

12 月增加到 1245.13。说明九寨沟地震刚发生时，危机

信息流扩散量主要集中在邻近地区，扩散半径相对较短，

即邻近客源地网民的关注度及信息接收意愿更强，呈现

本地集中性特征。地震是自然灾害中破坏性极强的危机

事件，九寨沟地震的区域性影响明显，地震牵动着四川

省及周边区域网民的心，能够激发网民的主人翁意识及

关注意愿，促使其积极主动了解地震相关信息。

表1  危机信息流扩散半径（AR/km）及本地集中程度
2017年

8月
2017年

9月
2017年

10月
2017年

11月
2017年

12月
扩散半径 1144.46 1134.21 1171.22 1189.97 1245.13

四川信息流入量占比 11.44% 10.11% 9.12% 8.68% 7.01%

同时，通过四川省占比进一步验证本地集中性。

2017 年 8 月，九寨沟地震刚发生，四川省危机信息流入

量占比最高，其值为 11.44%。随着媒体和网民的关注

度下降，四川省危机信息流入量占比逐渐下降，到 2017

年 12 月，危机信息流入量占比 7.01%。总体而言，自然

灾害刚发生时，危机信息流扩散量主要集中于邻近地区，

但随着时间推移，本地集中性减弱。

三、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的互动机制

为了进一步验 证本底趋势线测算的准确性，将

2017 年 1-7 月（地震之前）虚拟旅游流的本底值与统计

值进行对比（如图 4 所示），除四川省的虚拟旅游流本

底值远高于统计值之外，其他省域的本底值与统计值较

为一致。同时进行 P e a r s o n 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高达

0.988。对各月份虚拟旅游流的本底值和统计值进行检

验，2017 年 1-7 月相关系数分别为 0.971、0.977、0.957、

0.988、0.971、0.983、0.972，均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

即地震之前虚拟旅游流的本底值与统计值高度相关，验

证了旅游本底趋势线测算方法的科学性，能够较好地测

算 2017 年 8-12 月虚拟旅游流的本底值，通过本底值可

以较为精准地反映九寨沟地震之后虚拟旅游流的损失量。

1. 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的相关性分析

表2  地震之后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8月虚拟
旅游流
损失量

9月虚拟
旅游流
损失量

10月虚拟
旅游流
损失量

11月虚拟
旅游流
损失量

12月虚拟
旅游流
损失量

8 月信息流扩散量 0.824** 0.872** 0.876** 0.772** 0.697**

9 月信息流扩散量 — 0.903** 0.911** 0.810** 0.756**

10 月信息流扩散量 — — 0.870** 0.749** 0.703**

11月信息流扩散量 — — — 0.814** 0.768**

12 月信息流扩散量 — — — — 0.659**

注 ：* 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危机信
息流扩散量与虚拟旅游流损失量呈现正相关，与虚拟旅游流负向关系

由表 2 可知，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量与虚拟

旅游流损失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互动效应明

显。2017 年 8 月危机信息流扩散量与 8-12 月虚拟旅游

流损失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与 10 月的相关关

系最强，相关系数为 0.876 ；12 月相关关系最弱，其值

为 0.697。2017 年 9 月危机信息流扩散量与 9-12 月虚

拟旅游流损失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与 10 月的相关关

系最强，其相关系数为 0.911 ；与 11 月、12 月的相关系

数快速下降，其值分别为 0.810 和 0.756。2017 年 10 月、

11 月及 12 月危机信息流扩散量与虚拟旅游流损失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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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性逐渐减弱。不难发现，自

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存在负向关系，且互

动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危机信息流与

虚拟旅游流的负向关系减弱。

2. 虚拟旅游流对危机信息流的响应强度

根据公式（2），利用 ArcGIS 10.2 计算 Moran`s I 值。

由此可知，九寨沟地震之后（2017 年 8-12 月），虚拟旅

游流响应强度指数的 Mor a n`s I 值为 0.208（Z( I ) =3.127，

P(I)=0.0017），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I)>1.96，P(I)<0.05），

响应较强的省域和响应较弱的省域均在区域上显著集聚，

响应较强的省域容易和其他响应较强的省域相邻近，响

应较弱的省域也呈现区域集聚。

从图 5（a）来看，强响应区主要分布在九寨沟周边

省域，如四川、宁夏、青海、陕西、重庆、甘肃等省域

的响应强度均较大，这些区域主要位于九寨沟邻近客源

地。从图 5（b）来看，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九寨沟邻近

省域，次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中等距离省域和人口集中

省域，而一般区域、冷点区域和次冷点区域主要分布于

远距离省域。从而发现，距离可能是虚拟旅游流响应的

主要影响因素，不同距离客源地受到危机信息流扩散的

影响程度不一，其中邻近客源地受到的影响程度最高，

旅游安全感知最为强烈。并且邻近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

是主要客源地，对九寨沟的网络关注度更高，虚拟旅游

流的损失量也相对较大。四川、上海、北京、江苏、浙江、

广东、重庆等省域的虚拟旅游流损失量较大，这些省域

网络发达程度较高，危机信息传播更加便利，从而受危

机信息流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河南、山东等省域处

于热点和次热点区域，受到人口因素的影响，其响应强

度也较高。因此，结合危机信息流扩散的经济倾向性、

本地集中性、人口集中性、距离衰减规律等特征，不难

发现，经济因素、距离因素、人口因素及信息化因素可

能是虚拟旅游流响应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3. 虚拟旅游流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文用因子探测模型分析空间距离、经济发展水平、

信息化程度、人口规模等因素对响应强度的影响。由于

指标的影响效应具有滞后性，前一年的指标因素会影响

到下一年，因此以 2016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因

子探测分析中，如果自变量是连续型变量，则需要将自

变量离散化转换为类型变量，通过 A r c G I S 10.2 软件进

行自然断点法分析，将各项连续型变量指标分为 5 个等

级区，用 G e o D e t e c t o r 软件分析探测因子的影响强度，

结果见表 3。王劲峰等 [40] 提出：“q 值多大时才有意义？

此方法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要求”。为

了更好地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因此设置 q 值大小

的评判标准。前人多将 q 值设置为 0.5 以上，表示为探

测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强，本文将探测力值在 0.5

以上的划分为影响作用强的核心因素。结果显示，空间

距离（X4）的 q 值为 0.529，对虚拟旅游流响应的影响

力最强，是核心因素。其次，地区生产总值（X1）对响

应强度的影响力也相对较高，人均 G D P（X 2）和人口规

模（X 3）对响应强度的影响力一般，而信息化程度（X5）

的 q 值较低，影响力较弱。

（1）空间距离。信息在扩散传播过程中速度会逐渐

降低，以减速的形式向前运动，即距离衰减效应。在网

络信息扩散过程中，相关人群之间会因为信息交流而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邻近客源地居民对危机事件感知明

显，对危机事件关注度和参与讨论意愿较为强烈。随

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客源地居民对危机事件感知程度和

关注意愿下降，危机信息流扩散量逐渐减少，扩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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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下降，呈现出以“九寨沟地震”为核心向远距离地

区递减的距离衰减规律。（2）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更注

重精神层面和健康层面需求，旅游需求较高。客源地出

游潜力越大，对九寨沟旅游网络关注度越高，因此地震

灾害对其旅游需求削弱作用越明显，经济发达地区居民

的响应强度越大。（3）人口规模。人口集中的省域网民

基数大，拥有更多可以成为危机信息接收者的网民，信

宿规模也相对较大。信息流属于“裂变式”的扩散过程，

不同于传统信息的扩散模式，信息接收者能够转化为扩

散个体，再次进行信息传播，加剧了危机信息流扩散，

因此人口集中的地区更容易形成危机信息的裂变式扩散。

表3  响应强度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影响因素 影响
方向

空间响应

探测因子 探测因素 代表性指标 q值

X1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元） 正向 0.192

X2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 正向 0.255

X3 人口规模 年末常住人口 ( 万人 ) 正向 0.192

X4 空间距离 客源地省会到九寨沟的空间距离 负向 0.529

X5 信息化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 正向 0.086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结果讨论

本文以“8 · 8 九寨沟地震”为例，依托网络大数据，

旨在探讨景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与旅游流的互动效

应及机制，为旅游景区应对危机事件提供风险规避与舆

情管控策略。研究发现 ：

（1）景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呈现“爆发

期—衰退期—稳定期—长尾期”4 个发展阶段，具有经

济趋向性、人口集中性、距离衰减规律和本地集中性等

特征。①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时间扩散规律具有一定

特殊性，与危机事件的舆情演化存在差异，[44] 危机事件

舆情传播有孕育、[44] 潜伏或成长阶段，[45] 而自然灾害事

件具有极强突发性，地震灾害更是难以预测，其危机信

息扩散在地震发生之后极短时间内达到顶峰。因此，自

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并没有经历孕育、潜伏、成长等

发展阶段，其危机信息流扩散周期较短但演化剧烈。②

距离衰减规律是危机信息流扩散的主要特征。杨敏等 [34]

研究发现，景区危机信息扩散不具有显著的距离衰减效

应，而是呈现经济倾向性特征，与本研究结论存在一定

差异。虽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极大促进了信息流动与传

递，但无法消除信息扩散的心理距离，远距离网民对危

机事件的关注度较低。因此，危机信息流扩散依然受到

距离因素的影响，这也是危机信息流扩散本地集中性特

征的主要成因。③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呈现经济趋向

性和人口集中性特征，与旅游网站信息流扩散的规律特

征 [49] 较为一致。

（2）景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存在

明显的负向关系，虚拟旅游流对危机信息流的响应强度

存在明显差异，响应强度主要受空间距离、经济发展水

平、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①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

与虚拟旅游流存在负向关系，且互动效应具有一定滞后

性，即旅游信息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导引作用。前人研

究发现，旅游信息流会影响潜在游客的行为决策并导致

其发生区域流动，[31] 具有导引作用、[50,51] 效用吸引 [52] 及

增强作用 ；[53,54] 而本研究发现这一理论在景区危机信息

流中仍然适用，危机信息流对潜在游客行为决策具有负

面影响。但与前人研究也存在一定差异，危机信息流扩

散的负面效应具有明显的时间衰减效应，随着时间推移，

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的互动效应逐渐减

弱，危机信息流的负面影响作用降低。因为自然灾害型

危机事件具有偶然性，其信息扩散存在明显的阶段演化

特征，最终会进入到衰退期，危机信息扩散量会明显下

降，信息价值削弱，并且网络舆情管控及干预也会起到

重要作用，能够加快危机信息流扩散的阶段演变，因此

对景区旅游流的负面效应也会随之减弱。②空间距离对

虚拟旅游流响应的影响力最强，其次为经济发展水平和

人口规模，而信息化程度对响应的影响强度极小，这与

当前研究存在差异。庞璐等 [33] 以 2012 年国庆华山事

件为例分析发现，景区危机信息扩散会受到互联网普及

率等因素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各地区信息化程度明显提高，手机等通讯设备成

为生活必需品，信息化程度对危机信息扩散的制约下降，

庞璐等学者以 2012 年事件为例发现，[33] 当时互联网普及

率不高，网络仍然是制约信息流扩散的重要因素。

2. 研究贡献

本文探讨景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规律及与

旅游流的互动效应和机制，揭示了危机信息流扩散的负

面效应，丰富了旅游危机事件研究的理论体系及框架。

第一，本文研究剖析了景区危机信息流与信息流在

表现形态及作用机制上的差异，为进一步理解危机信息

流对游客行为的负向作用机制提供可能，深化了学界对

旅游危机信息流的理解与认识，也有助于解决信息化背

景下景区危机事件信息扩散与舆情管控问题。前人对景

区危机事件的负面效应及事后恢复进行系统性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却很少涉及旅游危机事件信息

扩散的负面效应规避、舆情管控及风险管理分析。随着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景区危机事件特征及影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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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新的态势，危机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旅游危机信息

流扩散、舆情管控及风险管理成为拯待研究的重要议

题。因此，本文以百度指数衡量信息流，进行自然灾害

型危机信息流扩散分析，剖析不同区域虚拟旅游流对危

机信息流的响应强度及影响因素。此外，进一步探讨了

危机信息流与虚拟旅游流之间的关系，从实证角度印证

了景区危机信息流与旅游流的互动效应，进一步反映危

机信息流对景区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作用。

第二，危机信息流扩散存在距离衰减规律、经济趋

向性、本地集中性、人口集中性等特征。前人研究发现，

景区危机信息流扩散受到空间距离、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普

及率等因素的影响，[33] 与本研究存在差异。本文分析发现，

信息化程度对虚拟旅游流的影响程度较弱，得出网络高度

发达时代信息化对危机信息流扩散的制约减弱，景区危机

信息流的影响深度和宽度增加，因此危机信息流扩散依然

存在“距离衰减规律”。本文推进了旅游危机信息流扩散

的理论研究，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第三，本研究在旅游舆情传播特征基础上，[44] 提

出了景区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扩散的“爆发期—衰退

期—稳定期—长尾期”生命周期理论，弥补了景区危机

信息流阶段演化的研究不足，同时利用百度指数进行分

析，创新了旅游信息流的研究视角。

3. 风险管理启示

第一，加强景区安全预警，把握危机事件阶段演变。

景区危机信息流扩散呈现明显的阶段演变特征，因此景

区需要判别危机信息流扩散所处的阶段特征。其中，爆

发期危机信息流扩散剧烈，危机事件对景区客源的影响

最大，因此景区需要加强舆情管控，分析危机事件中网

民及媒体的关注热点，将关键问题逐个解决，使矛盾焦

点最小化。同时景区主动引导舆论导向，但不隐藏危机

事件背后的真实状况，通过多元化、多渠道方式进行危

机公关，缩短危机事件信息扩散的爆发期，尽快将危机

信息流扩散引入平稳期，减少危机事件对景区旅游发展

的负面效应。

第二，加强景区安全监管，掌握危机信息扩散动态。

首先，景区需要构建智慧旅游监管平台，创新景区预警

手段，提高危机事件监管效率，运用智慧旅游监管平台，

及时把握危机事件信息扩散动态，洞悉网络舆情动向，

缩短危机信息流扩散的爆发期时长，通过网络舆情监测

尽快平复景区危机事件。其次，在旅游危机事件发生之

后，景区及时判别危机事件信息扩散的空间分布，哪些

地区危机信息扩散量最大，重点从空间距离、经济发展

水平、主要客源市场考量，这些地区对危机事件网络关

注度更高。同时，景区也需要结合住宿、道路等旅游信息

的实时监测，与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合作，收集旅

游信息与数据，通过景区旅游大数据汇总，精准定位景

区主要客源市场。最后，景区需要分析危机信息流扩散的

主要接收点，做好相关调研工作，分析网民对景区危机信

息流响应较为明显的地区，着重进行舆情危机管控。

第三，加强景区安全应急，减少危机事件负面效应。

危机信息流对景区旅游发展有负面影响作用，因此景区

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需要成立危机应急小组，防止危

机信息流扩散导致景区客流量减少，及时纠正媒体负面

报道偏差，防止网络媒体的不实报道造成二次伤害。此

外，对于主要客源市场一定要重点维护，结合景区客源

市场结构划分景区危机信息流管控范围，对关键客源市

场进行有效的信息疏导，针对性地提出旅游危机公关策

略，将主要客源市场损失降到最小，抓问题的关键矛盾点。

4. 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主要分析自然灾害型危机信息流，并未

探究其他类型危机信息流扩散是否也存在相同规律特

征。如社会安全事件型危机信息流在阶段演变上可能存

在差异，社会安全事件信息扩散周期相对较长，从潜伏

期到爆发期需要经历一定阶段，而自然灾害型危机事件

演化较为剧烈，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大量的危机信息流，

且不同类型危机信息流对景区旅游流的导引作用可能存

在差异，自然灾害事件对景区的影响较为剧烈，容易造

成不可逆的损害。而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危机信

息流的影响具有一定可控性，对景区的影响并非不可逆，

如舆情危机预警及管控可极大降低旅游损失，而社会安

全事件对景区的影响可以从源头上进行控制，风险防范

与预警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未来可探讨不同类型危机信

息流的扩散特征及其旅游流导引机制。其次，本研究只

探讨了景区危机信息流与旅游流的相互关系，从侧面印

证了景区危机信息流对旅游流的负面效应，但无法确切

回答危机信息流对旅游流存在怎样的影响，其负向影响

强度及传导路径又如何。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因

此，未来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景区危机信息流扩散

对游客行为意向的作用机制及传导路径。最后，本文将

2017 年 1-7 月（地震之前）虚拟旅游流的本底值与统计

值进行对比，进一步验证旅游本底趋势线测算的准确

性，结果发现四川省的虚拟旅游流本底值远高于统计值。

即旅游本底趋势线在进行四川省本底值测算时存在一定

偏误，四川省测算出来的响应强度会比实际偏高，可能

是受数据收集渠道和测量方法的影响，后续研究还需

进一步拓宽景区危机信息流的数据收集广度，探索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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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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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Management of Scenic Spots under Natural Disas-
ters: Diffusion of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and Response 
of Tourism Flow
 Ruan Wenqi, Zhang Shuning, Li Yongquan
College of Tourism, Huaqiao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ain medium of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of crisis events in scenic 

spots present the new situation and form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act of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on tourism destinations is more 

complex, which needs urgently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study takes the 8.8 Jiuzhaigou earthquake as an exam-

ple. Based on big data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diffusion radius, spa-

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other methods are utilized to explore tempo-

ral-spatial diffusion rule of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of natural disaster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Furthermore, background trend line, spatial 

response index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

sponse mechanism of virtual tourist flows to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diffus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information 

f low of natural disaster-type crisis diffuses in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Outbreak phase - Decline phase - Stationary phase - Long tail 

phase. Second, the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trend, local concentration and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space, conforming to the distance decay. Third,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and virtual tourist flows.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potential tourists, and its negative effect has a certain lag. Forth, the 

spatial response strength of virtual tourist flows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Spatial response is main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spatial distanc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

tion size, and spatial distance i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affecting the 

response strength of virtual tourist flow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law 

characteristics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flow diffusion of 

tourism crisis, which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micro-guidance mechanism of tourism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tourism crisis 

information f low, and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avoidance of negative effects and risk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flow diffusion of crisis in scenic spots.

Key Words  Risk Management; Crisis Information Flow; Virtual 

Tourist Flows; Natural Disaster; Jiuzhaigou Sc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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