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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经济”会成文旅产业风口吗？

作为户外新生活方式，“精致露营”正被更多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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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顶顶豪华的帐篷、几把欧式风格的椅子，还有可以用来烧烤的大长桌，更

有自制的露天影院、音乐会……简而言之，客厅、厨房和卧室等等，都能搬到野

外。 这也是露营吗？ 跟大家印象中“风餐露宿” 的野营不同， 这种露营被称为

“Glamping”（精致露营）。 今年，作为户外新生活方式，“精致露营”正在被更多人

青睐。 那么，“精致露营”到底是怎么回事？“露营经济”会成为文旅产业的风口吗？

“精致露营”风靡起来

2021 年，露营火了。

早前， 小红书发布的五一假

期出行报告显示， 今年五一前 3

天，小红书上关于“露营”的搜索

量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30%。

信息时报记者注意到， 在小

红书上的“露营”笔记中，“Glamp－

ing”“精致露营”“轻奢露营” 等词

语频频出现。 其中，以“Glamping”

为关键词的笔记就达 6700 多篇。

一顶顶豪华的帐篷、 几把欧

式风格的椅子， 还有可以用来烧

烤的大长桌， 更有自制的露天影

院、音乐会……简而言之，客厅、

厨房和卧室等等， 都能搬到野外

露营。 记者看到，小红书上分享的

“Glamping”笔记都有着高颜值和

浓厚的氛围感， 呈现着一种小资

般惬意的休闲方式， 与印象中条

件简陋的野营不太相同。

据了解 ，“Glamping” 来 自

“Glamourous camping”，即“精致

露营、轻奢露营”。 与过去睡帐篷、

风餐露宿的野营不同，“精致露

营” 更多是在自然中悠闲地享受

生活，可以自己带帐篷，也可以直

接入驻帐篷或者木屋风格的酒

店。

比如， 小红书上的用户“霍

天” 就分享了他为了露营而购置

的众多装备， 其中就有帐篷、天

幕、气灯、枕头、灯架、卡式炉、折

叠椅、煤油灯等等，粗略统计有 20

多种。 而这些还是最基本的配置，

更何况还有厨具、 餐具等还没有

配齐。

颜值高、有质感的装备，价钱

也不便宜。 记者了解到，有些露营

爱好者的装备一路置办下来，可

从几万元到十万元不等。 不过，也

有一些人则在几千元内搞定。

露营爱好者小珊就向记者表

示，由于预算有限，她选择了平价

替代品。 第一次露营时，她从广州

出发到江门，从露营地址选址、交

通、住、起居设备、吃喝、照明、实

用装饰等全部算进来，才 1500 元

左右。 其中最贵的是帐篷， 花了

799 元。“如果怕麻烦的话，还可直

接找一些可以提供一站式露营服

务的营地，不需要自己搭帐篷、准

备厨具等， 就像入住酒店一样方

便。 ”她说。

依托社交平台走红

随着“Glamping”的流行，露营产业

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而露营，这一特

色出行的走红则与小红书的“种草”不

无关系。 记者了解到，依托小红书等社

交平台，新露营品牌“大热荒野”一炮而

红。 据悉，“大热荒野”有超过 70%的订

单来源于小红书。

据小红书数据，2020 年起， 露营作

为特色旅游出行在小红书社区一度风

靡。 去年小红书社区露营相关笔记发布

量同比增长 271%， 露营相关笔记浏览

量同比增长 170%。

记者看到，小红书上面还有“原乡

野宿”、“样可露营”等新露营品牌。“原

乡野宿”联合创始人奇美告诉信息时报

记者， 她们是在 2020 年 6 月份开始对

外营业的。“在做露营之前，我们是做民

宿出身，喜欢到处旅游，也知道国外有

一种‘精致露营’的露营玩法。2020 年疫

情之后，特别向往以前那种户外生活的

自由感，后来便有了‘把民宿搬到户外

去’，做‘原乡野宿·精致露营’的想法。 ”

在她看来，“精致露营”能很好地满

足人们回归自然和休闲舒适的双重期

待。 简单来说，就是露营不虐，睡得舒

服、吃得精致，还具备一定户外生活美

学，让露营增添许多仪式感。

据奇美介绍， 她们的客户主要是对

露营感兴趣的年轻人和中产家庭， 目前只

提供拎包入住的玩法。 营地方面，主要是和

营地方合作。“第一考虑肯定是安全

（场地

维护、驱虫驱蛇等措施）

，其次是便利

（有淋

浴间、洗手间等配套设施）

。所以，我们选择

与营地合作，既安全也省心。 ”

目前，“原乡野宿”的固定营地有清

远英德小桂林营地和惠东海滩营地。 据

了解，“精致露营” 活动所需非常庞杂，

一般分为帐篷区、餐桌区、休闲区、玩乐

区、后勤区。 现在，“原乡野宿”的露营生

意做得还不错。 奇美说，一般周末是散

客报名，平日可接受团队定制包场。 目

前收费是人均 700 元左右。

“露营经济”日益火热

据了解， 露营在国内一直是种

小众爱好。 不过，自疫情发生以来，

露营就成为了一种替代国外游的方

式。 天猫消费洞察显示，去年 3 月，

露营消费同比增长就超过 200%。 携

程数据显示，2020 年长三角一带的

家庭游露营订单量同比增长 206%。

今年天猫 618 电商节， 露营相

关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150%，与露营

相关产品的分类也增至 30 多个，从

帐篷、 睡袋等硬件延伸到厨具、服

饰、咖啡、家居、美食等，户外手冲

壶、 复古煤油灯等周边产品成为最

受欢迎新品之一。

与此同时，露营也在 B 站、小红

书等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风潮。

据公开数据，B 站上露营相关内容

的浏览量在今年五一节前同比增长

了 160%。 记者看到，截至目前，小红

书上关于露营的笔记超过了 31 万

篇。

如今， 新式露营项目也越来越

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 企查查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 2.1 万家露营

地相关企业。 2020 年新注册企业

7933 家，同比增长 331.6%；今年前 5

月 新 注 册 6941 家 ， 同 比 增 长

286.5%。从目前的趋势来看，2021 年

露营地相关企业的注册量有望破万

家。

对此， 中产联生态旅居露营分

会副秘书长黄悦向信息时报记者表

示，“以高端酒店为模板打造的帐

篷、木屋类非标准住宿产品，是结合

了与自然深度接触的同时又不失舒

适的住宿体验方式，深受青年、亲子

家庭的喜爱。 ”在他看来，特别是在

森林类区域的夏季市场， 消费者白

天享受着草坪、森林、湖水、小溪等

自然风景， 晚上可以遥望星空，享

受篝火或灯光秀。 第二天早上在虫

鸣鸟叫的环境中自然醒来。“这种

户外的解压、休闲的场景，非常具

有画面感。 ”

黄悦认为，这类露营方式在未

来几年会形成趋势。 其中，场景及

住宿经营业态的搭建相对传统酒

店类标准产品更具备快速搭建、随

用随走的优势，相对投入产出比极

高。 目前，国内很多地方都在陆续

建设此类的生态露营场所。

“精致露营”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

Glamping

”的玩法源于海外，

2005

年时，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大众

媒体中，第二年就被收入了牛津词典。而日

本则把“

Glamping

”的精致和风格发挥得淋

漓尽致，迅速推出相关产品，其中度假村集

团星野在当年就推出了“

Glamping

”概念的

酒店虹夕诺雅·富士。

那么，国内的“精致露营”又有怎样的

发展前景，会是文旅产业的风口吗？ 对此，

深圳市思其晟公司

CEO

伍岱麒向信息时

报记者表示，“精致露营” 可以是乡村振兴

的一种方式。比如，中原及西南（如湖南、四

川、贵州等）自然风光秀丽的乡村，可以结

合这种形式，在线上加强田园风光、乡村特

色 、农家宴 、民族特色宣传 ，提供 “精致露

营”服务，针对于年轻人或者年轻家庭，会

是不错的生意模式。

南岭咨询研究员黄涛也表示， 从外部

环境来看，自疫情发生后，公众更向往开放

的环境，亲近自然，特别是夏季避暑需求，

“轻奢露营”顺应了这一需求。 从消费端的

客群心理看，如今的年轻人、大学生、白领

有轻奢旅游需求，暑假更是有大量时间。从

供应端看，部分“精致露营”商家提供一应

俱全的物品和服务， 很好地适应了旅游需

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新。从商业模式

看，“精致露营”有一定的创新。年轻人出去

玩，有美食、烧烤和休息的需求。 商家看到

了商机， 有需求就有供应， 也会有旅游供

给。 有的人选择“精致露营”，租赁厨具，避

免重复携带和搬运行李，降低总体成本，提

高使用效率。 因此，这门生意的前景看好。

露营地休闲区。

原乡野宿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