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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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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行社旅游线路产品是旅行社的核心产品，其定价策略直接影响旅行社的利润。旅行社错误的

运用成本定价策略，只能损害旅行社整个行业的利益，只有以顾客需求为导向，顾客价值为基础，科学进行

成本定价策略，才能促进整个旅行社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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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我国旅游业进入重大调整、升级转型时期。

正在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变，但旅行社的发展与

我国旅游业大发展不相适应，旅行社总体数量上升，但

总体利润却在下降。多数旅行社为了扩大或保持市场

份额，降低旅行社的产品价格，出现价格战，而价格战

导致“零费团”、“负费团”的出现。旅行社旅游线路是旅

行社的核心产品，旅行社旅游线路产品的定价策略决

定旅行社的利润。本文从旅行社旅游线路研究人手。分

析旅行社旅游线路在当前采用的定价行政管理策略中

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

在旅游线路的概念、类型、设计方面展开研究，对旅游

线路的概念、类型意见不同。江月启认为，旅游线路是

利用服务部门(如旅行社)根据市场需要分析而设计出

来的包括旅游活动全过程所需提供服务全部内容的计

划路线。【11闰友兵认为。旅游线路是旅游服务部门根据

市场需求，结合旅游资源和接待能力，为旅游者设计的

包括整个旅游过程中全部活动内容和服务的旅行游览

类型。121陈启跃认为。旅游线路是指旅游企业或旅游管

理部门向潜在的旅游者推销的路线或者是旅游者为自

己外出旅游的需要而排定的旅游路线。本文所指旅游

线路是指能够体现顾客价值需求，由旅游服务部门设

计的，贯穿整个游览过程，包括若干活动内容和服务内

容的旅游线路。131

二、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策略现状分析

(一)表现形式

旅行社对旅游线路进行定价时常采用的做法是：

地接社旅游线路的定价是把吃、住、行、游、购、娱几个

要素及员工服务费用等的成本进行核算，再加上准备

要赚取的利润；组团社旅游线路的定价是把地接社的

报价加上从发团地到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交通费用、导

游员的服务费，再加上要赚取的利润。

(二)原因分析

无论是地接社还是组团社，对旅游线路产品定价

的根本来自于吃、住、行、游、购、娱这几大要素对各自

产品进行定价。成本加成定价策略一直是企业最为常

用的定价方法，边际成本也一直是企业财务部门特别

重视的一个概念。

利润=销量幸价格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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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利润的三个要素中，旅游企业管理者都会

关注销量，也就是旅行社要吸引更多的游客购买更多

的旅行社产品，主要是旅游线路，旅行社认为只要有更

多的游客购买更多的旅游线路产品．旅行社就有更多

的利润可赚；其次，旅行社把关注目光投向成本，降低

旅游线路产品的成本是其认为获取更多利润的又一条

途径。旅行社的管理者把有限的时间、精力都投到销量

和成本上，价格只是为了给销量和成本服务，他们尽量

压低旅游线路产品的成本，认为这样对旅游线路产品

的销量能控制，在确定销售量的基础上，计算旅游线路

的单位成本和利润目标。再据此制定旅行社旅游线路

价格。旅行社对推出的旅游线路的定价，无论促销路线

还是热销路线，都是以产品为基础的成本定价策略来

定价。

旅游线路产品的同质性、单一、老化的特点，是旅

行社要以扩大销量、抢占市场份额为目标的原因。旅行

社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吸引游客．但旅行社要赚取利

润，这样低价格和高利润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旅行社要

解决这个矛盾，结果只能损害顾客的利益，降低顾客价

值。

(三)产生的后果

成本加成定价的制定者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他们在

定价的过程中考虑了成本因素，而是他们在识别顾客

所能承受的价格之前就选择了其销售量和准备为之服

务的顾客群．试图将这种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强加给

顾客。而这种价格可能高于或者低于顾客愿意支付的

价格。这种定价策略实际上是以旅游线路产品为出发

点，认为旅游线路产品是有销量、有市场的产品，其价

格制定者i大为，在考虑了一定成本的旅游线路产品之

后进行定价，其价格和游客所需要的价值是相符合的，

愿意购买此产品的游客认为是物有所值的。这就导致

旅行社和游客对旅游线路产品所提供的价值理解上有

偏差，比如“负费团”，作为旅行社会认为，游客以低于

成本价购买了旅游线路产品。游客得到的东西物超所

值，在旅游过程中，即使有欺诈游客的地方，对于游客

来说也是应该的，就心安理得的设置各种宰客陷阱。而

游客却认为，旅行社给他们的产品中隐含信息较多，含

有欺骗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向旅游管

理部门投诉。伴随游客对旅行社的不满意增加。对旅行

社的忠诚度降低，旅行社的市场份额进一步缩小，旅行

社争夺市场激烈程度加剧，只能是以更低的价格给旅

游线路产品定价，旅行社要得到利润．也只能加剧损害

顾客价值，导致恶性循环，造成旅行社总体利润下降。

旅行社行业整体形象差。

三、顾客价值导向的成本定价策略

成本定价策略有成本加成定价策略稻完全成本定

价策略，这两个成本定价策略都是以“公平价格”做指

导。但现实中完全成本定价策略不客观也不符合逻辑；

成本加成定价策略的加成比例公式没考虑需求与竞

争。所以加成公式计算出来的价格可能是错误的。游客

不会关心旅行社为了提供销售的旅游线路产品或服务

而支出的成本，所以要正确看待成本在旅游线路产品

定价中的应用。

(一)顾客价值

企业营销活动的核心是顾客，顾客价值理论也成

为市场营销理论的主要内容，满足顾客的需求就成为

企业生产经营的根本目的。但顾客的需求是什么，顾客

所追求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

的顾客价值理论很好的回答了上述问题。顾客价值就

是顾客对产品的属性、属性的性能以及在具体情境中

有助于(或有碍于)其达到目标和意图的产品使用结果

的感知偏好和评价。BI它是对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感知，

是对产品或服务所包含价值的一种主观判断。顾客感

知价值的核心是顾客享用产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感知利

益与因此而付出的感知代价之间的权衡，即禾lj得与利

失之间的权衡。l对于旅游企业而言，特别是旅行社旅
游线路产品给予顾客更多的在于游客感知价值。选择

以顾客价值为基础的旅行社旅游线路成本定价策略，

能有效解决旅行社价格战问题。提高游客对旅行社的

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增加旅行社的整体利润。

(二)两种导向的成本定价策略比较

当前的成本定价策略是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策

略，是以产品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以价值为基础的成本

定价策略是以顾客为导向的定价策略，图1为以成本

为基础的定价和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进行的比较图：

匕到◇匕型◇L型◇L型岭剧
r———．1厂———．1广———]广————]广———1

I顾客l◇l价值I◇f价格l岭I成本l◇J产品l
【．．．．．．．．．．．J I．．．．．．．．．．．J t．．．．．．．．．．-j L．．．．-．．．．-．．．—J I．．．．．．．．．．．J

图l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和以价值

为基础的定价对比图【6】

资料来源：Thomas T．Nagle Keed K．Holden。定价

策略与技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以成本为基础的成本定价策略需要在充分合理地

考虑所有的成本后加上一个适当的利润额，但在现实

中要在产品价格确定之前确定产品单位成本是不可能

的，因为单位成本会随着产品的销量而发生变化，成本

导向定价只能在假定产品价格时不考虑销售数量对成

本的影响，假定产品价格对销售数量的影响以及销售

量对成本的影响。但产品的销售量是难以控制的，用产

品为导向的成本定价策略往往会使产品处于危险境

地，当产品遇到同类产品竞争时，灵活性不足，容易陷

入价格战的境地。

以顾客需求药出发点，以顾客价值为导向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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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策略，在对产品进行定价时首先评估游客愿意支

付的价格。然后再确定产量和细分市场，制定一个有效

的价格。顾客导向的成本定价策略就是以顾客为起点，

目标价格应该以估算的价值和企业能在竞争中取得的

份额为基础，成本的发生使产品能够为顾客带来价值

的前提下采取赢利性的定价。

(三)顾客价值导向的成本定价策略的运用

(1)了解顾客愿意支付的价格

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并不是简单地寻求顾客满

意。其目的在于通过获取更高产品价值来实现产品更

高的利润。防止两个错误观点：①能获取最大销售额的

定价就是成功的。②按顾客愿意支付的金额定价而不

是看产品对顾客到底价值多少来定价。

第一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最大销售额不等于最

大利润。第二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顾客由于利益

的驱使将某些真实的信息隐藏起来；其次误导企业做

出对顾客有利的定价。从而损害企业对顾客价值的真

正了解。最终损害了企业和顾客双方的利益。

所以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要能激发顾客以更符合

真实价值的价格来购买商品。旅行社对旅游线路能给

予顾客的真正价值要了解。并且要提高顾客对旅行社

旅游线路产品价值的认知程度。要想办法使顾客认识

到产品对他们的价值，并向其他顾客宣传这种价值。

(2)使概念化的顾客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顾客价

值

游客在购买线路产品时往往不懂得如何将线路产

品或服务的属性或特性转化为采购和使用时获得的利

益，对线路产品属性和特性不够了解的贿买者会倾向

于低估或高估他们不太熟悉的线路产品的价值。旅行

社必须理解线路产品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线路产品哪

些属性和特性是作为利益被传达给购买者的。必须将

这些无形的属性和特性转化为游客有形的可感知的利

益。同时还要把自己和竞争对手向顾客提供的利益进

行对比。让游客在感受获得价值的对比中能清楚地感

觉到差异。这些可从游客购买旅行社线路产品要获得

的价值进行考虑，使用视频、媒体、宣传册、网络等手段

让游客在视觉和心理上去感知，把看来是无形的产品

进行有形化．让游客感觉到实实在在的东西。

在旅行社不断传递线路产品价值的过程中，游客

逐渐接受旅行社价值，从线路产品定价中提升了顾客

忠诚度，留住了旅行社的利益，这些忠诚的顾客不断为

旅行社带来利润，对于提升旅行社的品牌也有相当大

的好处，使旅行社进入良性循环。所以“以价值为导向”

不是简单的满足游客，要通过有效分析顾客价值构成，

对游客的价值进行有效判断。锁定游客的偏好创造游

客感受价值。有效的定价不仅取决于游客感受的测量，

也取决于有效的游客管理和产品或服务的真实价值。

四、结语

旅行社旅游线路产品是旅行社的核心产品，其定

价策略直接影响旅行社的利润。旅行社错误的运用成

本定价策略，一味扩大市场份额，扩大销量，采用“零费

团”、“负费团”的形式进行价格竞争，只能损害旅行社

整个行业的利益，只有以顾客需求为导向，顾客价值为

基础，科学进行成本定价策略，才能促进整个旅行社行

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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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our Route Pricing Strategies of the Travel Agency

Wang Qin，Yang Wenli，Chen Jingyu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Bo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Hege，Bozhou236800，China)

Abstract：The tour route is the core product of the travel agency，SO the pricing strategies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profit of the travel agency．If the travel agency uses the pricing strategies incorrectly，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industry will be damaged．Only using scientific cost pricing strateg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ustomers7 demand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ustomers7 value can the travel indus田gain a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vel agency；tour mute；pric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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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选择该旅行社的忠诚度指数42.51％，针对旅行社的这种现状，如何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是旅行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旅行社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

产业中最重要的产业，旅行社旅游线路又是旅行社最主要的产品，是无形产品和有形产品的结合体，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旅行社的

经营结果，也直接影响游客对旅行社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而我国旅行社对旅游线路的定价策略多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竞争导向定价法，造成旅行社之

间出现价格战的不良状况，旅行社的“低团费”、“零团费”损害了游客的顾客价值，也大大降低了游客对旅行社的满意度和忠诚度。<br>　　

 本文通过对顾客价值、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策略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从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策略的角度入手，以旅行社企业和游客为调查对象

，以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策略现状为调查内容，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中出现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找出提高游客对旅行社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定价策略，从营销学、经济学的角度揭示建立基于顾客价值的旅行社旅游线路定价策略的重要性，并尝试提出

成本定价策略、顾客价值导向定价策略、产品生命周期定价策略、差别定价策略、产品线定价策略等以顾客价值为基础的定价策略，解决现在旅行社旅

游线路定价中存在的问题，使旅行社走出价格战的怪圈，让旅行社旅游线路价格正确传递价值信号，提高游客对旅行社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促进旅行社

和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3.期刊论文 程柯.黄艺农.Cheng Ke.HUANG Yi-nong 试论旅行社创建名牌旅游线路的制约因素 -广州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5,4(1)
    旅行社创建名牌旅游线路的主要制约因素来自于旅游线路的特殊性、旅行社经营状况与发展战略、旅行社行业现行分工体制导致的竞争态势等方面

.在入世后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下,旅行社企业应当转变观念,努力克服或避让上述制约因素,积极创建名牌旅游线路,进入品牌经营的良性循环.

4.学位论文 刘倩 旅行社旅游线路节点设计分析——以西安“东线一日游”为例 2006
    旅行社是联系旅游者与其他旅游企业的重要桥梁与纽带，这种桥梁与纽带作用的主要体现是旅行社向旅游者推出的旅游产品，即旅游线路。旅行社

能够合理地安排旅游线路和日程，选择适当的食、住、行、游、娱等活动内容，同时向旅游者提供各种咨询和服务，帮助旅游者做出理想的选择，同时

也降低了旅游者的实际消费。所以，旅游线路设计水平的高低，旅游线路销售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论文立足于旅行社的角度，在进行旅游线路设计时，直接着眼于旅游线路中的硬件因素——旅游线路的节点设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

合的方式，对旅游线路中的节点选择、节点连接与评估更新进行分析。采取了大量的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把旅游线路的节点作为研究对象进行

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能使旅行社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更好的满足旅游者的需求的旅游线路。

    本文从旅游线路节点的选择、连接以及更新三个方面对旅行社旅游线路的节点设计进行分析。节点的选择主要分析了节点数量的多少是旅行社之间

多轮动态博弈的结果；以及如何选择节点类型组合，使旅游线路能带给旅游者更多的体验。节点的连接分析了节点间连接的交通路径最短化问题；和如

何层次性的连接各节点能更好的符合旅游者旅游活动状态变化规律。最后在节点的更新部分，提出了作为旅游地的节点也存在生命周期变化，并应用波

士顿矩阵从游览时间和门票价格的角度对各节点进行了价值贡献评估。整个分析过程中，应用了多种基础管理和经济分析工具，在理论分析中，又穿插

实证分析和心理分析以完善论文结构。

    本文选用具有代表性的西安“东线一日游”为例，把该旅游线路的一些节点特征和相关经验数据穿插于整个分析过程中，以便简化大量的假设条件

，使理论分析更加简明，应用性更强。

5.期刊论文 孙艳红.Sun Yanhong 旅行社旅游线路定制问题的理论分析及模型研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3)
    现代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旅行社低成本实现定制服务提供了可能,定制服务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文从旅游系统理论、行为地理学

和旅游经济学的角度对旅行社旅游线路定制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旅行社旅游线路定制决策模型;结合洛阳旅游景点交通网络图,把景点定制下旅行社旅

游行程线路问题转化为一个游憩中心的选址问题,建立模型进行了研究.

6.期刊论文 秦凯.QIN Kai 面向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地理信息系统开发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7(3)
    旅游线路的查询、设计与管理是各旅行社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采用CIS技术可以实现旅游线路信息的动态管理分析,为旅行社工作提供服务.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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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方式选择、功能详细设计、系统开发、打包发布等方面介绍了旅游线路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过程,并详细探讨了MapX中动态图层与鹰眼导航功能的实现

方法.

7.学位论文 龚军姣 旅游线路设计研究 2005
    旅游线路设计包括旅游规划专家在旅游规划中所设计的旅游线路、景区景点详细规划里的游道设计和旅行社负责人设计的旅游线路。本文以旅行社

的旅游线路设计为主要研究对象。科学的旅游线路设计，有助于旅游景区(点)之间优势互补，旅游六大要素统筹配置，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

解决的问题，也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首要条件。旅游线路设计的研究是伴随着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研究角

度涉及地理学、经济学、运筹学等领域，但研究深度还不够：具体考察旅游线路设计的研究，大多偏向于如何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进行线路设计，却忽视

了旅行社的利润；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一般描述多，深入分析少。旅游线路设计的技术线路、评价模型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在参阅大量研究

文献的基础上，对旅游线路设计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旅游线路设计的技术线路，并以大湘西旅游线路设计为例，分析了理论基础和技术线路

在实践中的运用。文章一共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与引言，阐述了研究进展、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旅游线路设计的理论基础

及其运用。理论基础分为基础理论和其它理论。其中，基础理论包括科学的旅游发展观和系统理论，其它理论指核心-边缘理论和效用论；第三部分为旅

游线路设计的技术线路。首先，介绍了当前旅游线路设计的宏观背景：加入WTO后，旅行社的竞争日趋激烈，旅游市场需求出现了新的趋势；然后，阐明

了旅游线路设计的方法。如“超市型”旅游线路设计、主题型旅游线路设计、市场导向型旅游线路设计、异地成团型旅游线路设计。最后，提出了一般

旅游线路设计的技术线路。旅游线路设计技术线路分以下几个步骤：(一)景区的借势，(二)潜在客源市场的意向性调查，(三)统筹配置六要素，(四)线

路的确定与检验；第四部分为理论基础和技术线路的实际运用。旅游线路设计的研究，可以丰富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规划理论建设内容，促进旅行社

经营管理、旅游规划理论的成熟。同时，为旅行社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线路提供了指南，便于旅游者有目的地选择安排自己的旅游活动，可有效调节旅

游热点地区与冷点地区的客源，有利于保护环境，有利于旅游产品申请专利，有利于旅游企业获取更大效益。不仅理论意义重大，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

也是十分明显的。

8.期刊论文 陈志辉 我国旅行社旅游线路创新设计的思考 -商场现代化2010(13)
    在分析我国旅行社旅游线路现状的基础上,从体验经济理论,旅游市场需求与旅行社行业竞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创新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从重视市

场调研、细分市场需求、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注重线路设计的推陈出新及着重旅游和谐发展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9.期刊论文 刘旺 论旅游线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0(6)
    目前,我国对旅游线路产权没有明确的界定.一方面,旅行社开发旅游线路的行为得不到补偿,挫伤旅行社开发新线路的积极性,致使我国旅游新线路开

发速度慢;另一方面,大小旅行社竞相角逐有限的热点旅游线路,旅游线路拥挤使用现象十分突出.笔者从对旅游线路的产权界定入手,分析了我国旅游线路

开发中外部经济现象和旅游线路拥挤使用的原因,并建议有关部门对旅游线路的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建立旅游线路有偿使用制度,以保证旅行社的合法

权益,加快旅游线路的创新速度,提高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

10.期刊论文 王燕.张燕燕 旅行社旅游线路设计剖析 -企业技术开发（下半月）2009,28(1)
    旅游线路是旅行社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我国旅游线路设计中还存在种种问题.文章通过对比中西方旅行社旅游线路设计生产流程,找出两者之间

的差距,为我国旅游线路的开发设计提供相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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