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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设计



Part 产业背景1

全域旅游
国家旅游局《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五个目标”

Ø 治理规范化

Ø 发展全域化

Ø 供给品质化

Ø 参与全民化

Ø 效应最大化

2016年2月国家旅游局批准了首批262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16年11月份批准了238家



Part 建设思路1

全域旅游生态平台

• 旅游引导设施

• 信息化基础设施

• 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基础建设方面 游客服务方面营销体系方面行业管理方面

• 电子商务平台推广

• 在线分销OTA对接

• 网络支付便捷高效

• 协作管理体制机制

• 旅游经营业务管理

• 旅游应急跨部门协作

• 本地化旅游配套服务

• 导游导览服务

• 异种文化体验

• 旅游集散中心展示

• 旅游信息在线宣传

• 当地设施配套展示

区 位 交 通 秀 美 风 景 历史文化 地 方 特 产

线上 线下

互动展示方面



Part 建设目标1

智慧全
域旅游

提升旅游
品牌

转型全域
旅游

提高游客
口碑

加强安全
和产业监

测

智慧旅游
新标杆

旅游大数
据洞察

把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休闲度

假、特色小镇、研学旅行、低空旅游等原始

进行整合，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

整合城市旅游资源，统一平台并多渠道宣传推

广，提升城市旅游品牌

加强游客安全监控，使涉旅企业诚信经营，

使他们良性快速增长

对重点景区进行改造升级，使之

成为智慧旅游新标杆

建设游客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运营推广，

提高用户体验，让游客更加满意！

借助旅游大数据深度挖掘，防范

旅游事件并实现精准营销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品牌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



Part 架构设计（一中心+两张网+三平台+五大业务方向+N个业务系统）1

支撑
平台

业务
系统

旅游数据中心平台 虚拟三维 GIS平台

智慧服务 智慧营销

视频监控

智能停车场

数字广播

智慧管理

设备集中管理

一键报警

指挥中心

基础
建设

光纤、WIFI网络 云计算及机房中心

电子巡更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产业监测

景管通

旅游微信公众
号

呼叫中心

智慧旅游App 车船指挥调度

监控中心

内容管理平台

自助触摸导览 LED信息发布 停车诱导

物联网

环境监测

公共服务门户

大数据

热点舆情

游客需求

自驾车画像

游客画像

热力图电子商务

票务分销

一票通

旅游年卡

城市交通综
合管理平台

城市应急指
挥中心

城市公共信
用信息系统

视频资源共
享平台

城区停车场
系统

市民卡系统

电子售检
票

AR、VR

裸眼3D

声光电演
绎

互动体验

电子沙盘



Part 全域旅游业务规划1

01

02

03
04

智慧
全域旅游

游客集散中心

全域旅游服务

智慧交通引导

景区综合管理



Part 我们的能力1
旅游大数据应用平台

以旅游大数据为基础，通过舆情分
析、人流监测预警和游客行为分析，
提高旅游服务、营销和管理的智慧
程度。

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

以旅游数据中心为基础，打造
服务、管理、营销三大体系；
覆盖旅游行业各方面及游前、
游中和游后各环节；
实现跨平台的应用整合，使旅
游服务、营销及管理达到全新
境界，更加智慧、个性和便捷

大文化生态平台

以互联网+ 双创+文体+旅游为基
础，打造O2O线上大文化生态平
台和线下文体生态圈——引入各
类优秀文化艺术体育资源，提供
丰富的线上综合服务，并在现下
物理空间内打造文体旅游业态样
板，带动区域文体旅游产业的发
展

全域旅游服务平台

将碎片化的文旅产业资源互通并
充分整合，基于产业大数据应用，
打造全域的文旅产业资源整合与
交易平台

智慧景区
集网上门户网站、电子商务、虚
拟体验、论坛社区，线下电子门
票一卡通、智能讲解、游客求助、
景区监控、车辆及定位管理等于
一体的数字景区服务平台

2010

2013

2015

2015

2016

旅游产业监测平台
随着数据的积累和深度挖掘分析，
将旅游大数据应用技术拓展至产业
监测和决策支持方面。



建设方案



Part 建设内容2

1、全域旅游服务 产业监测｜智慧服务｜综合营销｜大数据分析

10

游客来源情况 旅行社团队情况

停车场/车位情况

酒店入住情况

景点人流情况

物联设施

全域旅游产业监测管理指挥系统

基于地理GIS平台、将全域旅游产业监测数据和旅游大
数据进行融合，在一张大屏幕上，全面反馈区域旅游发
展现状，一体化智能调度，应急智慧化管理。



Part 建设内容2

1、全域旅游服务
产业监测｜智慧服务｜综合营销｜大数据分析

云服务
微
消
费

动
旅
游

周边的景点、美食等

通过门户网站、APP、

微信，查询景区咨询、

优惠活动、虚拟游玩、

预定景区门票、酒店、

比赛门票等

一键求救APP、微信实时分享旅
行感受、旅游攻略

导航、取票入园

游记、点评、投诉

全景虚拟游

游客一站式服务平台
购

娱 吃

住
行

景区服务、游客互动行程规划 智能导游导览

数据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休闲、康养、美丽乡

村、教育、特色园区等本地特色资源

系统包括：旅游数据中心、公共服务门户、智能导游

导览App、旅游微信公众号



Part 建设内容2

1、全域旅游服务 产业监测｜智慧服务｜综合营销｜大数据分析

旅行社A

游客

票务分销系统

电子售检票
系统

二维码、二代身份证、
市民卡、人脸识别快速
入园

旅游数据中心

检票闸机
自助售、取票机

（银行卡、支付宝、微
信、ApplePay ）

检票

数据同步

（银行卡、支付宝、微信、
ApplePay等多种支付方式）

款到通知认证平台编码、发码

旅行社B 门户网站
淘宝网、携程、团购网站、
驴妈妈、途牛等OTA

下单、查询和管理

资金交易

手机APP 微信

景区电商平台

ü 多种购票渠道

ü 多种支付方式

ü 多种入园方式

旅游年卡



Part 建设内容2

1、全域旅游服务
产业监测｜智慧服务｜综合营销｜大数据分析

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施舆情监控，分析城市景区热度、优差评率，进而分析游客满意度，可以对涉旅突发舆情进行预警并

启动应急机制。利于行业主管部门掌握城市景区、饭店、旅行社，及其他涉旅行业的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情况，从而有

针对性的改进提高服务质量。

舆情追踪是将舆情分析中提取

的热门话题通过正负面比例，

话题列表，信息类型，相关媒

体以及话题趋势综合展示热门

舆情话题以及焦点事件。

热点舆情是通过舆情信息量，正

负面比例，媒体分布比例，热词

云图以及媒体发布趋势全方位的

展示媒体的关注情况。



Part 建设内容2

1、全域旅游服务
产业监测｜智慧服务｜综合营销｜大数据分析

在进入景区主干道，

或者是进入全域旅游区

域的主干道上建设卡口

子系统，抓取车牌和车

型信息。

在海量车牌信息的基

础上，对自驾车进行全

面分析，包括车辆来自

哪些省份、各省份占用

的比例，不同月份、不

同季度的变化趋势等分

析，为精准营销打下坚

实基础。



Part 建设内容2

1、全域旅游服务
产业监测｜智慧服务｜综合营销｜大数据分析

结合运营商的游

客统计数据、银

联刷卡消费数据

及其它相关数据

等，综合分析游

客所属的地域、

性别比例、年龄

段比例、刷卡消

费情况等，实现

旅游精准营销。



Part 建设内容2

2、智慧交通引导
交通诱导｜智慧停车｜摆渡车调度｜无人机巡检

移动端查询大屏展示 路况信息推送车位诱导



Part 建设内容2

01 02 03 04 05 06 07

提前预定目标车场泊位，预定
开始计费，车辆到达后车位自
动解锁

车位预定
用户离场时可查询车辆停泊位
置根据指向准确找到车辆

反向寻车
可用微信、支付宝等在线充值停
车费，车辆离场时自动扣费

在线支付

实时查询附近车场车位
余量、收费标准等信息

泊位信息
实时GPS导航系统可引导
用户准确前往目标车场

路线导航
可对车辆的停车时长、停车位
置、支付情况等进行查询

车辆停泊信息
针对慧停车的任何建议可通过
后台提交，会有专人及时进行
处理

投诉建议

2、智慧交通引导
交通诱导｜智慧停车｜摆渡车调度｜无人机巡检



Part 建设内容2

2、智慧交通引导
交通诱导｜智慧停车｜摆渡车调度｜无人机巡检

序号 主要功能 说明

1 景点自动解说 到站自动报站名，并解说

2 远程调度 指挥中心远程指挥调度

3 通话对讲 可远程与调度中心语音通话

4 视频监控 可实现视频监控录像等功能

5 司机身份识别 可通过IC工卡识别司机身份

6 轨迹回放 可监控摆渡车工作里程及轨迹等



Part 建设内容2 2、智慧交通引导
交通诱导｜智慧停车｜摆渡车调度｜无人机巡检

景管通



Part 建设内容2

3、景区综合管理
基础建设｜集中管理｜应急指挥｜

智慧停车

交通诱导

云数据中心

平安景区

环境监测

票务闸机 呼叫中心

信息发布智慧景区综合调度指挥中心

序号 涵盖类别 建设内容

1 安全监管

视频监控

数字广播

一键报警

电子巡更

车船指挥

监控中心

指挥中心

2 交通监管

智慧交通诱导

车船指挥调度

智慧停车场

3 游客服务
呼叫中心

LED信息屏

4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

5 景区经营 票务闸机

6 旅游基础设施

机房中心

WIFI覆盖

综合布线



Part 建设内容2

3、景区综合管理
基础建设｜集中管理｜应急指挥｜

视频监控信息发布交通诱导告警预警



Part 建设内容2

3、景区综合管理
基础建设｜应急调度｜应急指挥｜



Part 建设内容2

4、游客集散中心
功能规划｜智慧大脑｜互动体验｜云旅游客厅

智慧停车场

反向寻车
摆渡车调度

WiFi服务
监控广播

互动体验

智慧大脑

云旅游客厅
票务大厅

客服热线

监控室

指挥中心

信息发布



Part 建设内容2

4、游客集散中心
功能规划｜智慧大脑｜互动体验｜云旅游客厅



Part 建设内容2

4、游客集散中心
功能规划｜智慧大脑｜互动体验｜云旅游客厅

•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重点景区进

行三维仿真，将城市的自然山水、

人文景观、民族风情与虚拟现实

技术相结合，给游客带来强烈、

逼真的感官冲击。

• 通过人机交互，使游客获得身临

其境的体验，增加其趣味性。

• 利用全景视频拍摄等方式，制作

包含美女导游真人讲解的全景虚

拟游览VR体验等功能。



Part 建设内容2

4、游客集散中心
功能规划｜智慧大脑｜互动体验｜云旅游客厅

• 是一个文娱类的综合体

• 集约城市地方特色文化的地标性地产

以达到政府愿意推荐、当地人爱去、

外地人可以对当地进行了解，投资者/

租户较高收益的效果

老味道 文化味

现代味 美食味 特色味

导览模式现场效果
游客模式现场效果



Part 建设内容2

5、平台运营

智慧旅游平台 智慧旅游APP 微信公众号

游 客 一 站 式 服 务 平 台

线上

线下

u 媒体与平台联动
u 线上文化展示
u 线上活动发布

u 线下文体活动
u 对外推广活动
u 线下品牌展示
u 其他资源引入

u 线上活动参与
u 线上品牌展示
u 旅游衍生品展示与销售

当地政府主导运营方向
线上线下结合联动传播 打造全域旅游一网通

互联网

+

文化旅游



Part 建设内容2

5、平台运营

全域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

智慧旅游平台推广 文化创意活动空间

旅游达人评比

魅力音乐节

“印象美景”摄影大赛

创意民宿评选

全国旅游媒体体验周

旅游产品推介会等

动力中国哈雷骑行

民俗文化周+民族服饰设计周

越野跑挑战赛

铁人三项赛

非遗文化展

创意旅游产品设计等

一个平台
多方融合



预期收益



Part 预期收益3

国际领先的大数据分析业务联动，数据标准统一

国际领先的出行配套服务一体化的游客集散中心

涵盖旅游管理、服务、营销、

互动体验数据，标准统一，多

层级、跨部门业务联动

全域旅游游客集散中心

（智慧大脑、智慧票务、文化

会客厅、旅游互动体验等）

大数据分析

（多元数据、可视化、诊断分析）

智慧交通服务

（智慧交通诱导、智慧摆渡

车调度、智慧停车服务等）

符合国家全域旅游要求的建设标准

旅游数据交换共享平台



Part 预期收益3

通过智慧全域旅游建设，全面带动区域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服务、社会、经济效益

• 智慧化游客体验

• 人性化旅游管理

• 精准化产品营销

服务效益 社会效益
• 提升城市直接经济收入

• 实现全域化整体经济发展

• 提高产业链各方整体收益

经济效益
• 提升城市旅游品牌
• 树立全域旅游标杆
• 优化城市公共环境
• 带动全民旅游致富



典型案例



Part 典型案例4

1

2

3

9

4

5

6

7

8

（2010-2014）湖北神农架大型智慧景区建设（共三期工程）

（2013）海南万宁智慧旅游项目

（2013）西安临潼“旅游门户网站和手机APP”智慧旅游项目

（2014-2015）武汉市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建设

（2015）重庆（三峡）国际旅游交易中心

（2015）贵州安顺智慧旅游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

（2016）浙江宁海县智慧全域旅游大数据项目

（2016年-至今）河北涞水县野山坡景区智慧旅游项目

（2017年-至今）内蒙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智慧旅游项目

（2017年-至今）深圳大鹏新区智慧全域旅游项目10



Part 典型案例——武汉市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及数据中心4

社会效益：体现在全方位提升游客服务体验、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提高游客满意
度，提升武汉市的旅游服务品质和品牌形象；
经济效益：打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助推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并加速发展；
示范效益：衔接“智慧武汉”的发展战略，在国内率先建立“智慧旅游”的典型
示范。

武汉旅游官网：http://www.visitwuhan.cn/



Part 典型案例——智慧神农架旅游服务平台4

旅游指挥中心和车辆GPS监控

l 一期项目：电子票务“一卡通”系统
2010年5月1日正式上线，每年服务的游客数量达100万人次。
l 二期项目：电子商务平台项目
2012年5月1日正式上线，平台包括门票预订、酒店预订、旅
游产品预订、其它产品预订、网上商城、会员中心、旅客帮
助系统。
l 三期项目：旅游指挥中心和车辆GPS监控

解决方案

l 以保护与发展为主题，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
l 以公开与共享为宗旨，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l 以地理信息为基础，实现游客便捷服务
l 以指挥调度为抓手，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项目价值



Part 典型案例——成都智慧旅游平台4

建设的内容概括为建设“一个平台、三大体系”。一个平台即“智慧旅游数据中心支撑平台” ；三大体系即建设“智慧

旅游服务体系”、“智慧旅游管理体系”、“智慧旅游营销体系” 。

一期项目：智慧旅游“数据中心+成都旅游全搜索”的建设

一期项目2012年3月开始实施，2012年12月交付使用。



Part 典型案例——安顺智慧旅游平台4

l 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造强力的安顺旅游品牌，通过信息化系统帮助宣传推广;
l 加快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如酒店、城市无线网络等），增强游客接待能力（游客流量预

警、旅游线路重新规划），把游客留在安顺 ;
l 发展文化旅游，增强安顺旅游文化内涵，大力推广“屯堡文化”、卡斯特地貌等极具文化内

涵的旅游产品;
l 通过旅游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帮助实现旅游产业化 。



Part 典型案例——海南万宁智慧旅游平台4

海南万宁智慧旅游项目以智慧旅游体系的建设为主线，同步展开相关的智慧城市的建设。第一期项目包括旅游门户（包

括智能搜索、旅游电子商务）、智慧景区（包括二维码应用、电子门票、旅游资源监控等）、智慧酒店、移动应用（包

括资讯、电子商务、电子导游、导航、周边查询等）。

移动应用智慧酒店智慧景区旅游门户



Part 典型案例——西安智慧旅游平台4

西安“旅游门户网站和手机APP”智慧旅游项目紧紧围

绕“平安、舒心、快乐、满意”的目标，以“服务临潼

旅游、服务来临游客”为宗旨，打造为“吃、住、行、

游、购、娱” 以及受理投诉、解决纠纷等综合性旅游服

务平台。同时，在秦陵博物院、华清池、骊山风景区建

立游客综合服务工作站，并设置在线旅游信息触摸屏和

旅游咨询厅，推行短信旅游信息、旅游随身听、在线翻

译系统等新型旅游信息服务项目，将管理服务职能向各

大景点延伸。



Part 典型案例——河南新县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4



Part 典型案例——河北野三坡智慧景区综合服务平台4

野三坡智慧旅游建设达到国内16

项领先水平。

2016年的十一黄金周，野三坡景

区共接待游客35万人次，同比增长

60%；实现旅游总收入达55326.2万

元，同比增长102%。

2016年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技术创新奖

2016年度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最佳解决方案

2016年全域旅游旅行奖—最佳智慧生态旅游景区

2016年中关村大数据日典型项目



Part 典型案例——浙江宁海旅游大数据平台4

活动：宁海开游节

以大数据，指导地方旅游产业建设发展



Part 典型案例——呼和浩特玉泉区智慧旅游平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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