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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并孕育出独具民族文化价值的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数字影像
技术作为现代文化旅游业升级发展的重要依托，能有效实现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的创新开发。本文分析
了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探讨了数字影像技术在中医药文化旅游中的应用价值，进而提出了
以数字影像技术创新为依托，促进隐性精神文化资源可视化开发、主题文化沉浸式体验开发、数字化旅
游衍生产品开发及综合化旅游信息平台开发的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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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sual Image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SUN Guang-xiu1,2, ZHANG Zhi-yi1,2
(1. AICFVE of Beijing Film Academy, Beijing 100088, China; 2.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bund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resources and has bred TCM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with unique national cultural values.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ultural tourism, visual image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visual image technology in TCM cultural tourism,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s to develop TCM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of
visual image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visual development of hidden spiritual cultura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me culture immersion exper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ourism derivative produ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tourism information platform.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visual im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s
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是弘扬我国中医药文

科技体验等旅游消费意识崛起，大众更倾向于寻求

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具有促进我国

多样化、个性化和新颖化的旅游方式，这使得中医

文化旅游业发展和消费升级等实践意义。习近平主

药文化旅游资源在特色旅游产业方面的优势逐渐凸

席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贺信”中指

显。与此同时，以数字影像技术为核心依托的全新

[1]

出，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由此

旅游产品与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日益成熟，为中医药

中医药相关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

文化旅游资源的全方位开发提供有益思路。

随着文化旅游的转型升级，健康养生、文化创意、

1 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我国中医药旅游具有地域性、医疗保健性、文

第一作者：孙广秀，E-mail: sunguangxiu@126.com

化内涵深刻性及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2] 。作为具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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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独立的、新兴旅游业态，中医药健康旅

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众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现

游产业发展既要突出中医药健康养生保健的服务优

有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对中医药文化资源的开发多是

势，同时也要彰显中医药健康旅游特有的中医药文

停留在对于显性、可见形态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如

化优势，这就使得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

中医药名家故居参观、中药本草生态观赏、中药药

性得以凸显。第一，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涉及

膳食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等等，而对于真正蕴含

到景区观光、养生保健、中医医疗、休闲养老、健

丰富价值的隐性中医药文化资源内涵的挖掘、表

康食品、知识传播、场景体验、文化遗产传承等众

现、传播、开发则缺乏重视，与中医药文化旅游资

多领域，通过由点到面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够充分提

源价值构成不成正比。其次，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

升地域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活力与潜力。第

的结构还相对单一，医旅融合度不够 [4] ，这主要由

二，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于对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及核心理念的认识水平较

蕴，是文化旅游发展的特殊资本，承载了中医药治

低，对相关业态和产品的开发停留于物质表面，缺

疗方法、审美意义、哲学人文精神及价值观念等民

乏文化体验及互动娱乐性，难以形成较强吸引力，

族文化要素，通过体验化、场景化文化旅游产品和

制约了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的多元化开发。最后，

服务的开发，能有效提升大众健康文化素养，实现

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较为单一，科技与文

中医药文化更深刻的普及，并在前沿科技支撑下实

化创意在资源开发中的参与性不足，以种植观光旅

现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第三，中医药文化旅游资

游、药品展销会等为主流的趋同化开发严重，而现

源开发往往与名医文化相交融，众多地域在历史进

代化沉浸式体验馆、特色主题节庆活动、创意科技

程中孕育并形成丰富的中医名人文化体系，是我国

衍生品相关的开发缺失，导致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

中医药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构成，

链不完善且产业附加值较低。

通过现代化方式的开发能形成地域文化旅游品牌，

所以，需要从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体验角度为切

营造有利于中医药文化开发的社会氛围。

入点，开拓一种全新的实践模式打破当前中医药文

2 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分析

化旅游开发中的困境。而计算机数字影像技术所具

经过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医药自身理论

有的交互体验性、深刻展示性、互动娱乐性、数字

与实践体系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积淀了丰

传播性，与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全民性特征相

富的文化内涵，并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载体，最终呈

契合，可以为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突破性发展带来契

现为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资源。本文所说的中医

机。以数字影像技术为依托，围绕中医药文化传播

药文化资源，是指能够历史性地构成中医药发展体

与体验，通过创意化手段打造科技文化相融合的中

系的精神内核，并可以有效地转化为当代社会发展

医药健康旅游产品体系、特色项目、多元业态，将

动源的中医药文化因素。按照表现形态，中医药文

推动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创新探索。

化旅游资源可分为显性形态的物化资源、显性形态

3 数字影像技术在中医药文化旅游中应用的价值

的服务资源及隐性形态的精神资源三大类。第一类

数字影像技术是基于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显性形态的物化资源，主要以物质形态中医药文化

以数字化影像为载体，实现一切信息的可视化，是

资源构成，具体包括中医药历史遗产、文物古迹、

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生产、影像呈现与影像输出相关

典型器物；第二类显性形态的服务资源，主要指活

技术的集合。近年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全息

动形态中医药文化资源，具体包括诊疗活动、养生

投影等影像信息显示技术的进步与屏媒终端设备的

保健活动、食养文化等；第三类隐性形态的精神资

发展及新媒体渠道的拓展，创新了影像生产方式、

源，指精神形态中医药文化资源，具体包括中医药

影像美学语言及影像表现效果，有力推动了数字影

原创思维、价值体系、人文思想等。在中医药文化

像内容向文娱、文旅、文博等领域的跨行业输出。

旅游资源的构成中，隐性形态的精神资源是最核心

旅游的本质是视觉化的感官认知体验，先进的

的部分，集中反映了中医药文化的精髓，正如相关学

数字影像技术在中医药文化旅游行业的应用有助于

者所说，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中医药

提升游客的视觉感受性。第一，数字影像技术通过

[3]

的本体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 。
目前我国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整体上的开发尚

趣味性交互体验设计，将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有
效传达给游客，增强互动娱乐性、深度体验感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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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促进数字化旅游衍生产品开发

神文化资源得到开发。第二，数字影像技术能够通

通过数字影像技术对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进行

过文化创意与科技相融合的方式，创新中医药文化

数字化创意产品开发，让游客能带走中医药文化并

旅游资源的多元化开发，构建以互动娱乐、深度体

获得趣味性交互式体验，例如，出版中医药养生保

验性、数字创意化为特征的全新旅游产品体系，从

健相关的增强现实（AR）书籍，通过移动终端设备

而增强中医药健康旅游在专项文化旅游领域内的吸

对书籍二维码或者页面图片扫描，获取更丰富和直

引力和竞争力。第三，数字影像技术能将具有地域

观化的沉浸式影像体验；设计中医药文化名人主题

性特色的中医药文化知识以数字化、交互化和奇观

的 AR 明信片，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对图片扫描，可

化的方式进行生动呈现与广泛传播，从而助力地方

获取历史中医药名人的动态影像；亦或利用 VR 等

特色文旅品牌打造与中医药历史文化的当代传播。

数字影像技术进行中医药文化相关游戏软件的开

4 数字影像技术创新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路径

发，为大众提供了解中医药的趣味化途径。

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发展应本着新兴业态发展

4.4 促进综合化旅游信息平台开发

的科技自觉意识，主动拥抱现代前沿的文化科技手

以数字影像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通过数字

段，以数字影像技术与中医药文化的融合发展为依

化博物馆和智慧旅游服务平台的线上建设，以 VR

托，创新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思维，打造具有中医

技术和三维扫描技术等为依托，建立线上虚拟漫游

药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旅游业态，从而实现中医

系统，实现中医药文化主题体验馆和中医药主题展

药健康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及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

会的虚拟全景化旅游体验，从而构建起线上虚拟感

竞争力和产业附加价值的提升。

受、线下实体感受的旅游模式，为游客提供线上线

4.1 促进隐性精神文化资源可视化开发

下互动的中医药文化旅游体验。而数字化博物馆则

通过数字影像技术促进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的

通过 VR、三维图像等技术实现中医药文物等的立体

形态转化，实现中医药的本体观、价值观、道德观

化互动，方便中医药文化线上分享和国际化传播。

和思维方式等隐性形态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的可视

5 小结

化开发。这就需要运用可视化思维将隐性形态的中

我国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多重价值，

医药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影像化的方式创意展现，比

在国家层面提升原创文化影响力，在地域层面打造

如中医药文化中阴阳和合、天人合一、形神统一等

区域文化旅游品牌，在社会层面满足大众文旅多元

以隐性形态存在的中医原创思维和理念，通过全息

需求。从中医药文化体验和传播角度出发，依托数

投影技术来进行理念内涵的阐释和理论的演示，让

字影像技术进行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的全方位开

游客能够从中获得文化感悟与精神提升。

发，构建中医药文化旅游发展全新生态，使中医药

4.2 促进主题文化沉浸式体验开发

健康旅游摆脱同质化的发展模式，以突破性发展思

通过数字影像技术与互动娱乐技术相结合，以

路改变产品结构单一现状，架构起中医药文化旅游

奇观化、趣味化和交互化的沉浸式体验形式，促进

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医药文化资源的价值转化，将中医药文化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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