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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 

本标准由安徽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龙、史祥、蒋海萍、林章林、符全胜、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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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景区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徽省智慧景区建设的基础设施、管理智能化、服务智能化、人才管理、旅游数据互

联互通、信息安全建设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旅游景区智慧化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766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T 26360  旅游电子商务网站建设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76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旅游  smart tourism 

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感测、分析、整合旅游产业活动中的信息，对

行业管理、公共服务和游客出游等各种需求做出的智能响应和解决方案。 

3.2  

智慧景区  smart attraction 

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通过智能信息系统，对景区进行可视化管理、

业务流程优化和智能化运营，实现景区自身对旅游安全、旅游营销、舆情监控、日常办公、交通疏导等

事务的全面高效管理，为游客提供资料查询、电子商务、旅游体验等服务，使游客能主动感知信息并实

现适时交易。  

4 基础设施 

4.1 无线通信网 

山岳型景区等范围较大的景区，其核心区域应具备无线通信能力，能接收移动电话信号，移动通信

方便，线路通畅，达到移动终端语音通话要求。 

4.2 高速宽带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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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有较为完善的宽带信息网络，实现景区办公区域、景区企业用户、景区内居民的有效接入，应

满足以下要求： 

a) 景区内部办公网络畅通，并能满足互联网访问带宽基本需求； 

b) 景区内宽带信息网络应能满足视频监控、环境监控、信息发布等物联网设施信号传输带宽的基

本要求，网络带宽能传输高清视频监控信号、音频和数据信号，网络传输信号稳定、无数据中

断丢失； 

c) 景区互联网接入总带宽应同时满足景区内通过 WIFI 方式进行互联网访问需求，确保游客能同

时并发上网，上网信号流畅。 

4.3 移动通信宽带网 

宜与通信供应商合作，建立覆盖景区核心区域的移动通信网络（4G/5G），方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

将手机、电脑等终端以移动通信的方式连接上网。 

4.4 无线局域网(WIFI) 

应建立覆盖景区核心区的无线局域网络，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以将手机、电脑等终端以无线方式连

接上网，最大并发用户数应不小于景区最大游客承载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景区核心区域需具备 WIFI 网络覆盖能力； 

b) 网络覆盖的区域，需设置不影响景观的 WIFI 标识符、提示牌和登录告示牌； 

c) 景区 WIFI 登录方式或登录界面需统一，简单易操作； 

d) WIFI 网络的数据管理系统需具备互联网访问条件或访问接口，通过互联网可以对景区 WIFI 系

统进行访问，可以读取景区 WIFI 网络的终端接入数据、网络流量等数据； 

e) 需保证景区 WIFI 网络的安全性。 

4.5 游客服务中心 

4.5.1 宜配有电子导览机、取售票打印机等设备。 

4.5.2 宜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多媒体科技手法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 

4.6 业务支撑平台 

4.6.1 大数据中心 

4.6.1.1 应建立景区大数据中心，作为旅游信息化应用的支撑和基础。 

4.6.1.2 景区大数据中心可本地部署或云端建设，宜参照国家省市相关部门规范，统一数据采集、存

储、共享、交换。 

4.6.2  GIS 地理信息系统 

4.6.2.1 基于云计算和 GIS 技术，构建 GIS 地理信息基础性支撑引擎，以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建设

和应用为导向，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 

4.6.2.2 集成与整合现有的基础测绘数据和地理信息资源，建成分布于多级网络环境、多分辨率、多

尺度、多源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4.6.2.3 建立健全地理空间数据的维护更新和共享交换机制，为旅游管理部门、企业、游客和景区内

居民提供空间地理信息服务。 

4.7 系统集成平台/指挥调度中心 



DB34/T 3390—2019 

3 

应建立系统集成平台/景区指挥调度中心，主要由 LED 大屏系统和景区综合管控软件系统组成，是

基于景区视频监控、客流（车流）统计、景区交通（车/船等） 调度等应用之上的信息汇集、信息应用、

功能综合和功能拓展平台，可实现对景区日常运行监管和应急指挥调度。 

5 管理智能化 

5.1 视频监控系统 

5.1.1 应全面覆盖景区，重点监控景区出入口、重要景点、客流集中地段、事故多发地段。 

5.1.2 能实现图像的实时远程观看和远程视频监控。 

5.1.3 监控软件应对接人流统计、车牌识别等系统，实现实时监控信息集成接入到数据中心和可视化 

GIS 管控平台。 

5.2 智能广播系统 

建设公共智能广播系统，实现景区背景音乐播放、发布日常信息、紧急广播、火灾报警等功能。 

5.3 客流监控疏导系统 

5.3.1 通过票务数据、三大运营商数据、WIFI 探头等数据实现入口客流计数与出口客流计数管理，实

时统计游客总量。 

5.3.2 对游客滞留热点地区进行实时统计与监控，在游客实时流量即将达到游客最大承载量时，发出

游客量预警，对游客进行智能疏导。 

5.4 咨询投诉系统 

5.4.1 应建立旅游投诉热线，统一接收来自电话、网络、终端设备等方面的咨询和投诉。 

5.4.2 对接外部服务资源，提供旅游产品查询、景点介绍、票务预订服务、旅游资讯查询等服务。 

5.4.3 实现呼叫中心系统与应急指挥调度系统的紧密融合。 

5.4.4 设立触摸屏多媒体终端机，实现咨询投诉功能。 

5.5 舆情监测系统 

5.5.1 建立旅游市场舆情监测与预警，对重点媒体、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的舆情信息进行动态

监控。 

5.5.2 将海量信息按照信息内容的正负面、影响力、信息属性及时间等进行分类，提取相关信息，定

期自动生成相应报告。 

5.5.3 按照预定策略对潜在的危机事件及时预警和处置。 

5.6 应急处置系统 

5.6.1 应实现游客 SOS 报警、危险区域报警、游客流量超限报警等多种报警方式。 

5.6.2 应实现视频查看、广播喊话、安保处置、消息推送等多种联动处置方式。 

5.7 巡更巡检系统 

5.7.1 应建立集景区日常管理、人员定位管理、紧急人员调度功能于一体的电子巡更巡检系统。 

5.7.2 应实现对巡更人员信息进行管理，对巡更人员工作安排进行管理，并与现场巡更人员进行联动。 

5.7.3 实现紧急调度，对事件过程进行记录。 



DB34/T 3390—2019 

4 

5.8 设施设备管理系统 

5.8.1 应对景区内的名木古树、牌坊碑文、古建筑房屋、摄像监控设备、广播设备、电灯设备、供水

设备、供电设备、消防设备、室内电梯设备、室内空调设备、公共屏幕等设备建立档案。 

5.8.2 应对各种设备进行定期维修保养，确保设施设备的完好有效运转。 

5.8.3 宜建立景区设施设备可视化管理系统，包括设施设备的位置分布、维保有效期提醒等功能。 

5.9 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5.9.1 建设停车场管理系统，实现对停车位监测、泊车量统计、车辆进出电子指示和停车场的可视化

管理。 

5.9.2 实现对停车场管理系统的远程访问，并将实时泊位信息接入到数据中心。 

5.10 车船调度系统 

5.10.1 建设旅游观光车船导览和车船调度系统，实现车船运营状态与交通状况的可视化管理。 

5.10.2 采用物联网感知技术（如 RFID、卫星定位等），确保旅游观光车船在行进时能准确识别景点

方位，智能播放对应的音视频文件，可实现车船定位实时跟踪、智能调度、营运统计、行车路线管理等

功能。 

5.11 景区自行车管理系统 

5.11.1 实现景区自行车信息管理，对车辆的维护信息、车辆新购信息、报废车辆信息进行统计。 

5.11.2 对自行车辆位置信息、租赁时长、路线查询、调度信息等进行管理。 

5.12 办公自动化系统 

主要包括流程管理、电子邮件/文档管理、公文流转、审批管理、工作日历、人员动态展示、财务

结算管理、公告/新闻/通知、个人信息维护、会议管理、考勤管理等。 

5.13 饭店管理系统 

主要包括会员管理系统(CRM)与饭店客房管理系统(PMS)等，最终实现饭店（民宿）管理系统与财务

系统、营销决策支持系统的互联互通。 

5.14 资源环境监测保护系统 

主要包括环境监测、环境数据发布、环境数据查询、环境评估分析等，通过资源环境监测保护系统

建设，充分提高景区环境保护管理的效能。 

5.15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采用信息化设备对自然灾害（风暴潮、台风、火灾、洪涝或易发地质灾害等） 进行监测，通过采

集前端数据信息和大数据挖掘，并与市政相关部门数据联动，提前感知灾害，及时预警。 

5.16 经营资源管理系统 

景区应使用现代化的管理系统，能够合理地管理包含商铺经营、经营监管、合同管理、物业等方面

工作。 

5.17 精准营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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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集停车场数据、视频监控数据、移动基站数据等，对消费人群来源省份和地市构成比例、停

留时间、人流量等历史数据进行周期性统计和分析，对游客精准画像，为景区旅游精准营销提供决策支

持。 

5.18 目的地营销系统 

通过网络媒体频道、短彩信平台、互联网门户与论坛、博客、微博、微信、SNS 社区等各类成熟网

络互动渠道，开展旅游营销信息发布和营销互动活动，并对景区品牌宣传、活动推广等进行管理。 

5.19 个性行程定制系统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根据游客需求行为分析（时间、预算、兴趣爱好等），进行数据整理、挖掘、

分析，自动为其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以直观的方式供游客浏览、在线修正，并能记忆、储存、查询跟

踪该行程单，也可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与朋友分享，让游客获得个性化、专属化的旅游服务。 

5.20 营销效果评价系统 

对景区推广渠道包括微信、各类网站等进行多维度的投放效果分析，为未来推广渠道选择提供参考。 

5.21 大数据决策支持系统 

综合大数据分析，预测未来旅游发展走势，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依据与支持。 

6 服务智能化 

6.1 旅游信息发布系统 

6.1.1 建立包括电子公告栏、多媒体触摸屏、自助导游导览终端、大屏、广播等在内的多终端设备，

实现“一云多屏”效果。 

6.1.2 发布内容包含景区总体概况信息、景区服务信息、景区应急信息、景区诚信信息等内容。 

6.2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6.2.1 应建设景区门户网站，符合 GB/T 26360 的要求，以服务游客为核心，全面展示景区资源和信

息。 

6.2.2 应建景区微信公众号、景区官方微博、APP 等移动端信息服务平台。 

6.3 导游在线预约及评价系统 

可通过景区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APP 等渠道在线为游客提供游前预定、游中讲解、

游后评价的全程导游服务。 

6.4 导游导览系统 

6.4.1 依托无线通信、卫星导航、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建立手机导游导览系统。 

6.4.2 游客可通过微信、APP 或 H5 页面等手机端，获取景区电子导游图及位置，完成景区地图查询

搜索、游览线路规划和线路选择、行程定制、导游导购和多语言、多角色、多风格景点自助讲解等功能。 

6.5 互动分享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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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景区三维地图、三维全景、博客(BLOG)、社交网络(SNS)、三维虚拟社区等服务有效结合，为游

客提供在景区三维实景地图上进行文字、照片、音视频记录等在线分享服务，将虚拟游单向服务模式变

成景区、游客多方实时互动模式。 

6.6 公共视频摄影系统 

将公共视频功能与移动终端相结合推出个性化服务，游客在景区视频映像点位下时，选择相关功能

键，即可进行拍摄，并与亲人及朋友分享。 

6.7 数字虚拟景区和虚拟旅游系统 

以景区电子地图、景区语音导游、景区全景展示漫游为核心，利用增强现实(AR)/虚拟显示(VR)等

技术，通过移动终端、触摸屏、电脑屏等载体，将景区景观动态地呈现给游客。 

6.8 综合门禁票务系统 

6.8.1 建立景区门票实名预售制，实现线上线下售票一体化。 

6.8.2 应有二维码、身份证识别、自助售票/取票机、微信、人脸识别等多种售验票方式。 

6.8.3 采用电子门票形式，充分实现售验票信息网络化。 

6.8.4 电子票的购买应支持手机支付或者网上金融支付等方式。 

6.9 电子商务系统 

6.9.1 建设景区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旅游产品的在线预订、支付和分销。 

6.9.2 将实时门票销售预订信息接入到数据中心。 

7 人才管理 

7.1.1 景区应建立岗位员工管理机制，适应景区智慧化管理的需求。 

7.1.2 招收适应智慧景区需要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操作岗位的技能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 

7.1.3 应强化员工知识和技能培训，适应技术的发展和景区智慧管理系统的不断升级。 

8 旅游数据互联互通 

8.1 12301 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应与12301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对接，能提供旅游产品查询、景点介绍、票务预订、旅游资

讯查询、旅游线路查询、交通线路查询以及旅游投诉等服务。 

8.2 省旅游大数据中心 

应与省旅游大数据中心对接，实现省级旅游信息数据互通。 

8.3 智慧旅游移动综合服务平台（皖游通） 

应与智慧旅游移动综合服务平台（皖游通）对接，实现公共信息（动态信息、气象、交通等）查询、

景区情况（流量、温度、空气质量等）显示、自助导览导游（景点解说、全景体验等）、旅游产品订购、

网上投诉、诚信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8.4 市级旅游信息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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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所在地市旅游信息门户网站对接，提供旅游产品查询、景点介绍、票务预订、旅游资讯查询、

旅游线路查询、交通线路查询等服务。 

9 信息安全建设 

9.1 应完善基本防护措施建设，建立各方协同配合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防范、监测、通报、

应急响应计划和处置机制。 

9.2 应建设景区旅游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实现旅游信息化系统的物理安全、通信安全、网络安全、主

机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 

9.3 应加强信息安全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建设，确定景区数据中心和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等级，应用容

灾 IT 系统。 

9.4 每年应组织 1 次以上应急演练。 

9.5 应建立健全数据保全机制、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密机制。 

9.6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景区旅游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游客等信息安全意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