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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 1982.08 籍贯 重庆

民族 汉 学位 硕士

职称 副教授 电话 028-87144791

E-mail taocj82@163.com 传真 028-87144791

联系地址 四川成都都江堰市建设路288号旅游学院

研究方向 残障旅游、乡村旅游、遗产旅游、节事旅游

个人简历

教育状况：

2000年9月~2004年6月，重庆工商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2009年9月~2012年6月，桂林理工大学旅游规划方向，师从程道品教授，获管理学硕

士学位；

2015年9月~2016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访学，师从罗秋菊教授；

2016年12月~2017年12月，国家公派澳大利亚南澳大学访学，导师黄松山教授和

Graham教授。

 

工作经历：

2004年6月~2009年12月，川农大政法学院（雅安校区）旅游管理系任教，期间在雅安

多家旅行社从事兼职导游；2006年5月~8月，前往重庆新亚国际旅行社自费进修，任东南

亚海岛部和签证部计调；

2009年12月~至今，川农大旅游学院（都江堰校区），任教于旅游管理系、会展经济

管理系。

 

著作论文：

[教材]

（1）副主编《休闲农业开发与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负责

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撰写，约5万字。

（2）主编《世界遗产旅游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负责第十

章和第十一章的撰写，约5万字。

[论文]

（1）Tao, C. (2019).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ased

on DEA Model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vista de Cercetare

si Interventie Sociala（SSCI收录），2019( 67): 169-187.

（2）Tao, C., Goh, E., Huang, S., & Moyle, B. (2019) Travel constraint

perceptions of people with mobility disability: a study of Sichuan earthquake

survivors,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ABDC A), 2019,44(2):203-216,

DOI:10.1080/02508281.2019.1589085

（3）Tao, C. , Huang, S., & Brown, G. (Accepted). The impact of festival

participation on ethnic identity: The case of Yi Torch Festival. Event

Management (ABDC A). DOI:10.3727/152599519X15506259856156

（4）陶长江.境外残障旅游研究进展与启示,旅游学刊（CSSCI），2020,35(3):xx-xx

（5）陶长江,李子祎.现代节庆活动的游客感知价值维度的构建及实证研究——以成

都国际桃花节为例,旅游论坛（RCCSE）,2018(3):1-16.

（6）王颖梅，陶长江（通讯作者），胡家镜，曹兴平.基于游客认同的文化遗产景区

安全标识系统研究——以“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北核，

CSCD）,2017,36(2):78-82,112.

（7）陶长江，郭凌，林瑶.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的地位变迁研究—成都龙泉洛带古镇

的个案调查,旅游学刊（CSSCI），2016,31(10):94-104.

（8）陶长江，鲁敏，王颖梅.基于电视传媒视角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探

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CSSCI），2015,42(1):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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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陶长江，朱红玲，王颖梅，郭凌.基于老年旅游者角度的旅游设施建设探讨—以

都江堰市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北核，CSCD）, 2014，33(1) :72-77.

（10）陶长江，付开菊，王颖梅.乡村旅游对农村家庭关系的影响研究——成都龙泉

驿区石经村的个案调查,干旱区资源与环境（CSSCI & CSCD），2014,28(10): 203-208.

（11）陶长江，郑虹梅，黄燕玲，郭凌.文化遗产展示真实性视角下的导游词规范化

探讨——以都江堰景区为例,旅游论坛（RCCSE），2014,7(5):84-91.

（12）陶长江，李响.资源型城市旅游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以攀枝花

市为例,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6):11-17.

（13）陶长江. 基于生态伦理视角的生态脆弱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析,浙江旅游

职业学院学报，2014,10(2): 12-17,22.

（14）陶长江，吴屹.文化生态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

广西瑶族盘王大歌为例,广西民族研究（CSSCI）,2013(4):155-163.

（15）陶长江，程道品，王颖梅.文化遗产地旅游形象策划及实证研究——基于形象

感知偏差测量视角,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核,CSCD扩展版)，

2013,30(5):120-127.

（16）陶长江，刘绍琳.基于主观幸福感的城市居民出游意向研究-以都江堰市为例,

旅游论坛（RCCSE）,2012,5(6):17-25.

（17）Tao, C. Discussion the tourist image planning of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CPCI-

SSH),2013(14):54-57.

（18）Tao, C. A Review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Studies on Destination

Image: Based on the Articles of Tourism Manage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and Tourism Tribune from 2001 to 2010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ducation（EI），2012,5(9):201-204.

（19）陶长江.基于旅游形象屏蔽机理的温泉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位——以象州温泉为

例,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1,7(1): 11-16,83.

（20）陶长江，程道品.四川大熊猫文化创意产业构建初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2010,27(3):56-59.94.

 

科研项目：

（1）主持（结题），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肢体残障群体出游障碍研究

——以四川汶川地震致残群体为例（2018.6-2020.3），批准号：LYC18-01。

（2）主持（结题），四川省旅游业青年专家专项课题，行动残障群体出游障碍影响

研究, （2018.10-2019.10），批准号：SCTYETP2018L01。

（3）主持（结题），四川省旅游业青年专家专项课题：旅游节庆对族群认同影响研

究——以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2016.12-2018.10），批准号：SCTYETP2016L37。

（4）主持（结题），四川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四川世界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

统优化研究（2013.6-2015.5），批准号：LYC1324。

（5）主持（结题），四川农业大学社科联项目：文化遗产展示真实性视角下的导游

词规范化探讨（2013.5-2015.7），批准号：2013YB13。

（6）主持（结题），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般课题，乡村旅游对农村家庭发展

的影响研究（2014.5-2016.12），批准号：CR1414。

（7）主持（结题），四川农业大学社科联课题，四川都江堰市灾后新农村建设与乡

村旅游发展研究（2010.6-2012.11）。

（8）参与（结题，排名第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课题，乡村旅游开发与生态

友好型农业发展的协同路径研究(2014.5-2016.12)，批准号：14CSH049。

（9）参与（结题，排名第四），四川省教育厅课题，基于游客感知的四川省乡村旅

游服务质量研究(2014.5-2015.12)，批准号：14SB0006。

（10）参与（结题，排名第二），四川景观与游憩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川西北地区红

叶彩林资源及其游憩开发研究（2014.09-2017.06），批准号：JGYQ201406。

（11）参与（结题，排名第四），四川景观与游憩研究中心课题，青城山道教景区文

化资源分析（2015.06-2017.06），批准号：JGYQ2015013。

（12）参与（在研，排名第四），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以旅游为产业动力

的四川特色小城镇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2013.06-2015.12)，批准号：CR1322。

（13）参与（结题，排名第四），四川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新业态：芦山震后

四川地震灾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2013.6-2015.12)，批准号：LYC13-01。

（14）参与（结题，排名第四），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全产业链视域下我

国乡村旅游优化升级的路径分析( 2012.6-2013.6)，批准号：CR1219。

（15）参与（结题，排名第二），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乡村旅游发展中的

集体林权改革研究（2011.6-2013.6），批准号：CR1322。

 

教学工作：

（1）本科：《旅游地理学》、《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旅游政策与法规》、《旅

游规划与开发》、《现代服务业管理》、《世界遗产概论》、《策划学》、《参展方实

务》、《会展风险管理》、《节庆策划与管理》

（2）研究生：《旅游教育与研究方法》、《休闲研究》、《乡村节事活动策划与管

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奖励及其它：

（1）2019年，四川农业大学年终考评优秀

（2）2019年，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10年纪念奖



【作者：】

（3）2019年，四川农业大学学风建设优秀个人

（4）2019年，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5）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军训优秀指导老师

（6）2014年和2018年，全国教指委主办全国会展策划比赛优秀指导教师（带领学生

获得3次一等奖）

（7）2015年，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中国会展教育论坛会展教育优秀人物奖

（8）2015年，教育部，第十五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9）2015年，四川农业大学，首届课堂教学质量二等奖

（10）2013年，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11）2011年，四川农业大学，青年教师授课大赛都江堰校区，第一名

（12）2011年，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青年教师演讲大赛，第一名

（13）2009年，四川农业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社会兼职：

（1）四川省第三批旅游业青年专家；

（2）四川省文旅与创新创业专家；

（3）成都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评审专家；

（4）遂宁市高校·企业创新人才团队领衔专家；

（5）都江堰市旅游行业指导师；

（6）教育部学位中心全国研究生论文外审专家；

（7）四川大学旅游学科硕士毕业论文特邀外审专家；

（8）《旅游学刊》、《地域研究与开发》、《旅游论坛》期刊外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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