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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消费者农家乐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消费者农家乐旅游偏好分析,提出了农家乐发
展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农家乐行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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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travel in agritain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Zhikuan Cheng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ers' agritainment tourism behavior and consumers'
preference for agritainment tour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ainment tourism,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ainment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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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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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调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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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者农家乐旅游行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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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研对象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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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卡方检验结果0.000<0.05,可
知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农家乐旅游频
率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显示,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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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消费者农家乐旅游的目的

5 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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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时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显
示,学生和私营业主的农家乐旅游停留
时间较长,集中在“一到两天”,占比分
别为57.1%、29.6%,而公司员工和政府工
作人员等消费者群体停留时间较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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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卡方检验结果0.046<0.05,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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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满意度及倾向的娱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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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采取差异化的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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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僻”、“卫生差”、“基础设施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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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服务。目标顾客为中高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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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服务。目标顾客为城市居民的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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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是消费者获得农家乐信息的主要渠道,
占比为75.8%。其次是“互联网”,占比为
51.6%。而消费者通过“电视广播”、
“旅

由表4卡方检验结果0.000<0.05可
知,不同收入的消费者群体可接受的农
家乐旅游消费额度存在显著性差异。统
计结果显示,高收入的消费者群体可接
受的消费者额度相对较高。但从总体上
看,大多数消费者可接受的消费额度为
100-500元,占比为54.3%,可接受消费额
度为500-1000元的消费者所占比重为
28.7%,可接受消费额度为1000元以上的
消费者仅为9%。

4 消费者农家乐旅游偏好分析

14

行社”
、
“杂志报刊”获得农家乐信息的较
少,分别占比29.6%、22.9%、16.6%。
表5 消费者农家乐信息获得渠道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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