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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与全域旅游背景下云南省高职院校
旅游人才培养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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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智慧旅游的应用与全域旅游理念的发展亟需一批复合型、专业化和专家型人才，同时需要大量线上旅游营

销人才，这就要求云南省高职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应根据旅游行业的发展变化进行提升。云南省高职
旅游院校应根据地方旅游的发展特色通过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建立共享平台，实现旅游行业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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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Tourism and Glob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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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tou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global tourism are in urgent need of a
group of compound, professional and expert talen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online tourism marketing talents,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training mode of tourism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Yunnan Province should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Higher vocational tourism colleges in Yunnan
Province should establish a sharing platform between inside and off campus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tourism, so as to realize high-quality talent training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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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概述 1

智慧旅游是游客市场需求与现代信息技术驱动旅游

1. 智慧旅游

业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是全面提升旅游业发展

智慧旅游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满足游客个性

水平、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提高旅游满意度的重要抓

化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而实现旅游资源及

手，对于把旅游业建设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化

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

服务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革，其本质是指智能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是以提升

2. 全域旅游

旅游服务、改善旅游体验、创新旅游管理、优化旅游资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旅游业为优势产业，

源利用为目标，增强旅游企业竞争力、提高旅游行业管

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

理水平、扩大行业规模的现代化工程。

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进行全方
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2021 年院级课题：智慧旅游背景下高

融合发展、共建共享，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职旅游管理专业建设提升研究——以云南旅游管理学院

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2]。

为例，立项编号：2021YLZY03
4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模式逐渐从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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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点旅游”转变为“全域旅游”模式，出现全域旅

4. 线上旅游营销精准化

游、“旅游 +”、产业融合等趋势。全域旅游模式对旅游

全域旅游背景下，智慧旅游利用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从业者的职业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旅游从业

构建智慧旅游营销体系。在游客分析方面，通过大数据

者需要具有扎实的旅游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以不断创

的统计分析，旅游者的年龄、性别、旅游中的兴趣偏好、

新旅游产品服务，满足不同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

搜索习惯及关键词等进行大数据加工，通过分析游客的

二、智慧旅游和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差异化制定旅游市场细分策略，最终设计出满足游客需

1. 旅游产业链全面化物联

求的旅游产品，做到旅游营销的精准化服务。旅游企业

智慧旅游和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地以旅游资源为

通过旅游舆情监控和数据分析，挖掘旅游热点，高效率

主导有机整合旅游地区域的各种资源，将旅游地的生态

地完成旅游产品策划，精准推出旅游主题，丰富旅游产

环境、公共服务、工农产业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

品资源库。此外，通过产品预订、服务评价等环节，分

化地提升，最终实现旅游地的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业通

析总结游客的旅游期望和实际绩效，通过后期改进不断

过智能技术将旅游地的资源、服务与城市公共设施联网， 提升游客满意度。
三、全域旅游和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人的才发展

实施感测旅游产业链上下游的运行，实现旅游信息的精
准推送和旅游流程的精细化服务。全域旅游背景下，智

需求

慧旅游将旅游景区景点旅游资源、酒店住宿业、交通运

1. 复合型与专业化并存

输、餐饮、娱乐等的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融合连接，实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从业人员需要具备更高的职

现旅游产业链的全面物联。

业能力和素质和更加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旅游从业者不

2.“旅游 +”和“互联网 +”协同运作

仅要懂得丰富的旅游知识，还要同时掌握其他相关领域

智慧旅游的连接将使旅游业和其他行业更加和谐

的知识，比如，研学旅行服务者不仅要熟知旅游产品设

高效地协同运作。基于智慧的旅游服务的高科技技术和

计、开发与服务，还要掌握教育学知识，例如课程设计、

基础设施，实现旅游业与其他各产业协同发展，为旅游

教育心理学以及中小学教育基本常识等等。类似的复合

者提供更加真实、更加舒适、更加便捷的体验感。全域

型人才是全域旅游发展所需要的。与此同时，智慧旅游

旅游背景下的智慧旅游发展应同时利用好“旅游 +”和

的发展，需要大量懂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操作知识

“互联网 +”两方面的力量。“旅游 +”利用旅游业的带动

[3]
的的专业化人才，需要专业化的智慧从业人才 。

作用将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和其他资源统一整合管理，合

2. 亟需专业的线上旅游营销人才

理调配，推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组合，充分发挥旅

智慧旅游发展背景下，旅游业的宣传与营销与传统

游带动作用实现新型旅游目的地建设。如旅游跟城镇、 旅游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模式上的改变。旅游者的消费
工业、农业资源整合优化之后形成现代化旅游小镇、旅

行为习惯逐渐从线下发展到以线上为主导。线上旅游营

游农业、旅游工业等。而“互联网 +”通过利用物联网、 销也逐渐成为主要的营销方式。这就需要旅游从业人员
云计算、移动互联网、GPS 定位等新技术，将旅游地区

具备线上营销的相关知识，例如新媒体应用、网页宣传

域内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资源的大数据进行统计

技巧、旅游摄影、线上大数据统计分析、线上旅游者消

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测。推出的旅游

费行为学、旅游直播等相关技能。

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统一管理、统一营销，全方位提升

3. 专家型旅游人才

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全域旅游和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业已从高速旅游

3. 旅游资源类型的推陈出新

增长阶段转向优质旅游发展，旅游业与各种产业相融合

随着智慧化手段的应用，利用高科技手段创造出的

不断出现旅游新业态。在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的进程中，

旅游新内容，新玩法将层出不穷。在全域旅游背景下， 旅游业除了需要大量一线服务人员，更需要大量熟识旅
旅游业的食、住、行、游、购、娱各方面的旅游吸引物

游资本运作、旅游运营、人力资源管理以及产品推广的

内容不断出现创新，旅游内容的范围不断扩大，与其他

高级人才和行业专家。

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旅游业科技、业务和商业模式

四、云南省高职院校旅游人才培养现状

的创新要求旅游从业者不但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和广泛

1. 课程体系设置针对性不足

的知识，同时需具备创新能力。

许多高职院校在设计课程体系时只注重大而全，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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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针对目前行业发展的需求，导致课程体系维度广而

向和目标等。在建设课程体系过程中应根据行业的发展

专业技能课程设置的针对性不足。例如，智慧旅游和和

变化及时调整并优化专业课的课程结构和内容，培养具

全域旅游背景下，有关旅游民宿、研学旅行、定制旅行、 有全域旅游视野和知识的旅游专业人才。在制定人才培
旅游新媒体等行业所需的专业课程却很少设计。此外， 养方案时，应广泛调研，听取行业专家、旅游企业、旅
针对云南高职院校学生的外语水平不高，无法从事涉外

游主管部门的意见，共同打造行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

旅游服务的缺陷和问题，高职院校并没有对症下药的课

型人才。

程设置。

2. 构建产学研共享平台

2. 实训实践平台建设滞后于行业发展
云南省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

智慧旅游与全域旅游的发展亟需大量复合型旅游人
才与专业型旅游人才。高职院校应该整合院校、企业、

程中，因受经费、师资的限制，旅游管理专业的实训实

协会、政府之间的各自优势资源，建立共享品台推进产

践建设薄弱，导致在人才培养中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的

学研一体化快速发展，同时解决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与旅

需要有些许脱节，同时也没有利用云南省的旅游地位和

游行业脱节的问题。例如，在校内为适应全域化旅游发

旅游发展优势来打造因地制宜的旅游人才培养平台。在

展，可尝试将与旅游类相关的专业连接起来建立旅游管

“校企合作”办学方面，校企无法做到深度融合，导致

理专业群，实现专业知识的扩大，实训资源的共享。在

学生毕业后对旅游业的职业认识不全面出现人才流动和

校外可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进行资源共享，培养服务于

[4]

频繁跳槽现象 。

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所需要的旅游人才。

3. 师资团队建设滞后

六、结语

智慧旅游和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的模式和

总而言之，全域旅游的理念推动着当前旅游行业的

业态都发生较大改变，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们亟需

变革与发展，而智慧旅游的应用也是新时代旅游发展需

补充新的行业知识。目前，云南省高职院校真正的“双

求。在全域旅游和智慧化旅游背景下，高职院校要以培

师型”教师的比例不够高，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因教学任

养高质量的旅游行业所需人才为目的，通过校内合作，

务以及兼职任务较重，加上院校的管理政策限制，较

通过与相关企业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并创造共赢局面。

少有机会去到企业进行实践技能提升和锻炼，导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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