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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叉概率法的黄山淡季旅游营销策略研究

方 亮
(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安教黄山245041)

摘要：淡季旅游客源不足，经济效益低成为黄山旅游的困扰因素，因此，通过交叉概率法分析营销事件

的相互影响，提出打造产品特色、扩大宣传度、适当降价促销并谨慎精减投入的营销策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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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概率法。是美国学者戈登和海沃德在1970

年创立的一种在德尔菲法和主观概率法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新的预测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交叉影响矩

阵考察预测事件受到其他预测事件的影响．把大量

可能结果进行有系统的整理。从而为决策者制定计

划和决策减少了盲目性。

一、黄山淡季旅游现状

旅游业是一个经营淡旺季比较明显的行业。一

般地区由于地理气侯、自然环境或者其他一些不可

控制的因素，例如疾病、灾情、经济形势、管理政策

等因素变化而产生旅游行业在不同季节或者月份

出现经济效益反差较大的现象。【1】黄山位于安徽省

南部，是中国著名风景区之一，世界游览胜地，气侯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地理条件和气侯的影响．黄

山每年的11月16日到次年3月15日为淡季。景

点进入淡季游客流量小、客源不足、生意清淡、机构

人员闲置，经济效益较低，甚至出现部分景点的亏

损或面临生存危机等现象。例如黄山风景区2008

年11月到2009年2月平均日接待量由2008年10

月份的1万人降到千入以内，很多景区团队游客量

大幅下滑，游客量甚至从日均上千人次下滑至百人

次。闭

二、淡季旅游营销策略交叉概率分析

(一)交叉概率法的思想

交叉概率法就是用来确定有关各种未来新事

件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间隔内可能发生的概率。称

为初始概率，以便研究出任何一种可能的新事件发

生后对其他每一种新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引起

变化的概率，这种影响是事件之间交叉产生的，称

为交叉影响概率。其中影响方向包括正影响、负影

响和无影响。11】交叉概率法的实质是如何把初始概

率转化为交叉概率并据此为决策指明事物最终发

展的方向和程度。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受其他因素影

响的程度和方向，便于决策者采取干预措施，使事

物向有利方向发展。唧

(二)交叉概率法的步骤

交叉概率法是研究一系列事件Di(Dl，D2⋯，

Dn)及其概率Pi(P1，P2⋯，Pn)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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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为：

1．确定各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其他事件对某一事

件的影响关系 ，

现对黄山淡季旅游营销策略进行预测．根据黄

山淡季旅游自身的特点和现实条件，有针对性地拟

定四种预测方案。D1：打造旅游产品特色：D2：景点

降价促销；D3：扩大宣传力度；D4：精减旅游成本投

入。这四种方案的某一种方案的实施会对其他方案

产生影响。

通过对10位专家调查确定各事件发生的平均

概率为lDl事件发生概率为P1=0．4；D2事件发生概

率为P2：0．8；D3事件发生的概率为P3=o．5；D4事

件发生的概率为P4：O．3。汇总事件发生平均概率和

相互影响关系(见表1)。

表1 各事件发生平均概率和相互影响关系

影响关系
事件 各事件发生平均概率

Dl D2 D3 D4

Dl O．4 上 t 上

D2 O．8 l 亍 上

D3 0．5 t t 上

D4 0．3 t l l

其中，“t”表示该事件的发生使另一事件发生
的概率提高。“J，”表示该事件的发生使另一事件发

生的概率降低。“一”表示该事件的发生对另一事件

发生没有影响。

2．专家调查。评定影响程度

事先设定影响程度分档表(见表2)。(“+”和“一”

表示影响方向)

表2影响程度分档表

影响程度 影响程度(S)

极强负影响 一1．O

较强负影响 —0．8

较小负影响 —O．5

无影响 0

较小正影响 +O．5

较强正影响 刊D．8

极强正影响 +1．O

根据设定的影响程度分档表，选取10位专家

对事件的相互影响程度进行估计，把10位专家的

意见进行汇总(见表3)，由10位专家的估计值的平

均值来确定影响程度S的值。

表3 10位专家估计的影响程度汇总表

D1的影响 D2的影响 D3的影响 D4的影响
专
奎 时D2 时D3 对Dd 时D1 舛D3 时Dd 时D1 时D2 对Dd 时D1 时D2 时D3

1 -o．S +O．S -o．5 一O．5 +1．O —O．5 +o．8 +O．8 —1．0 +O．8 卸．5 -o．5

2 -o．S +O．5 -o．5 一O．8 +o．8 —0．5 +0．5 +1．O 一1．0 +O．5 -o．5 -0．8

3 O O -o．5 一O．5 +o．8 -0．5 +o．5 +1．0 _o．5 O O -o．5

4 _o．5 0 -o．8 O +o．8 一O．8 +o．8 +O．5 -o．8 O O _0．5

5 -o．5 +0．8 _o．5 —0．5 +1．O —O．5 +0．5 +0．8 _o．S +O．5 -o．5 -0．8

6 0 +0．5 _0．5 一O．8 +1．0 —0．5 +o．8 +0．8 -o．8 +O．5 _o．5 -o．5

7 O +O．5 -o．8 叼．5 +o．5 -o．5 +o．8 +O．5 ．o．8 +o．5 ．o．8 _o．5

8 O +O．5 -o．S —O．5 +o．5 O +1．O +0．5 —1．O +O．5 一o．5 O

9 O O -o，8 O +o，8 一O．8 +o．8 +1．O -o．5 O —n5 -o．5

10 -o．5 +0．8 -o．5 -o．5 +o．8 0 +1．O +o．5 -o．8 +O．5 ．0．5 -0．5

S -o．25 +o．41 一O．59 -o．46 +O．8 _o．46 +O．75 +o．74 -0．77 +o．38 ～O．43 -0．51

3．计算交叉影响概率

某事件发生的初始概率为Pi，当其他事件发生

时可能会对此事件产生影响。产生影响后Pi变为

Pi’，其修正概率的计算为：

Pi，-Pi+SPi(1一Pi)

那么，修正概率分别为：(鼠表示Di事件对Dj事件

影响程度，P’巧表示Di事件对Dj事件交叉影响概

率)

P7}l-Pl+％I×PI(1-P|)：o．“∽．46))(0．4×(1_0．4)=0．2896 (1)

P’，．I-Pl+&I×Pl(1一珊=0．4Hm75)×o．4×(1-o．4)曲．58 (2)

P7．-I=P。+钆娥(1一P1)=0．州+o．38)×0．4×(1_0．4瑚．4912 (3)

同理：P’1．2=0．76，P’3-2=0．9 1 84，P’．．2=O．73 1 2；

P’l-3=O．6025，P’3_3：0．7，P’4．3=O．3725；

P7l—4=0．176l，P’“=O．2034，P’，_产O．1383

田’¨+P’3’l+P’．-1)÷3=O．4536 (4)

I 口7l—P7对P7■÷3=o．8032 ，(5)

(P’l-3+P’时P’d÷3：o．5583 (6)

(P’l—P’}4+P’曲÷3=0．1726 (7)

三、黄山淡季旅游的营销策略预测

对于D1事件来说：D1要受到D2、D3和D4的

影响。其影响的修正概率分别为：

P7¨=O．2896，P’¨=O．58，P’¨=：o．4912，(P’}l+P’H+P7¨)

÷3=0．4536

原来估计的初始概率为P1：0．4，

则有P1>P’2．1，Pl<P’¨，Pl<P’¨，因此，D2对Dl

是负影啊，D3对D1是正影响，D4对Dl也是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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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说明由于景点降价促销对打造旅游产品特色起到

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扩大宣传力度和精减旅游成本投

入则有利于打造旅游产品特色，并且扩大旅游宣传力

度的积极作用更明显。而对于P1<(P’轴+P’¨一’¨渺说

明事件的初始概率经过修正以后有所增加，提升了

Dl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对于D2来说：P》P，1-2，P：<P’强，P》P7¨，因此，

Dl对D2是负影响，D3对E12是正影响，D4对D2

是负影响。说明打造旅游产品特色不适合景点降价

促销。扩大宣传力度对降价促销起到积极作用，精

减旅游成本投人对景点降价促销有微弱的抑制作

用。而对于脉(P’1甜P’3_驴P7q)，3说明了事件D2修
正后的概率增加，提升D2的发生可能性。

同理，D3的初始概率由O．5上升到O．5583，D3

事件发生的可行性增加，D4的初始概率由0．3降到

了O．1726。D4发生可能性降低。

因此．考虑到预选方案的相互影响关系，对方

案的初始概率进行调整和修正，预测黄山淡季旅游

的营销策略为：

(一)积极打造旅游产品特色。挖掘黄山本地旅

游的特点和地区文化特征，把旅游产品和本土文

化、名人、风俗一生态、历史、特产等结合，例如突出
徽文化旅游为主题，搞好规划建设，提升旅游产品

的文化档次和品位，体现异地风情。闱

(二)适当进行景点降价促销。可以选择部分新

景点或客源较少的景点，在门票上或其他旅游成本

上在规定时间内采取价格优惠活动，也可以利用景

点联动、景点捆绑的方式．实行“多游多优惠”策略，

例如“黄山一太平湖一齐云山联合游”。甚至可以与

酒店、旅游品市场等部门联合促销。旅游促销不仅

是缓解景点客源少的危机，更是对潜在旅游消费者

传递和渗透旅游信息、扩大景区知名度的活动。

(三)积极扩大宣传力度。通过网络、电视等大

众媒体进行必要的积极宣传和推广。也可以开展黄

山“文化游”等活动与游客建立联系，借助游客的社

会关系网进行宣传。

(四)谨慎精减旅游投入。对于淡季中的某些特

殊项目。例如黄山风景区的某些险要景点，因为气

候的影响可以在冬季的雨雪天气里停止开放；减少

对新项目的开发。但是在淡季期间切勿因为暂时的

客源较少而在旅游商品的质量上和旅游服务上打

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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