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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缓解旅游城市景区交通拥堵，改善旅游交通出行环境，从游客量的季节性变化入手，提出

刚性、弹性和临时需求相结合的设施供给标准。以游客游览历程的全游线要素为主线，识别设施安

排、游线组织等方面差异，明确封闭型和开放型景区的交通组织模式及要素布局要求。最后提出旅

游城市应构建城市-景区两级旅游集散体系，应对全域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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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traffic congestion pressure in tourism city, and further to improve trave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facilities standard considering rigid demand, elastic demand and tempo-

rary dema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tourist volume by season. Considering a complete route of

tourists, the paper identifies different traffic organization and layout requirements for enclosed and open

scenery-based tourism citie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facilities allocation and tour organiz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 “City- Scenery” bi-level distributing system to promot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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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近年来，旅游市场发展迅速，高峰期景

区交通拥堵问题时常见诸报端(2013年九寨

沟游客滞留事件[1]、2014年上海外滩拥挤踩

踏事件等)，给游客安全游赏、景区正常运

行提出了挑战。以景区为目的地的出行往往

比较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集

聚大量游客，而且景区普遍离城市较远，不

是传统的城镇和人口集中地区，交通基础设

施不完善，加之观光游赏类出行方式以个体

机动化方式为主，因此景区及周边道路停车

困难、交通拥堵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缓解景区拥堵、创造良好游赏环境，

2015年 4月 1日国家旅游局发布《景区最大

承载量核定导则》 [2] (以下简称《导则》 )。

《导则》要求各大景区核算出游客最大承载

量，并制定相关游客流量控制预案；将人均

占路长度、人均占地面积等控制在合理范围

内，并基于不同的敏感度、旅游时段、旅游

淡旺季等不同特性进行针对性控制；还要联

合交通与公安部门，对通往景区的外围道路

入口和主要集散中心进行流量监控，在景区

外部进行引导、分流和截流。

与城市交通不同，景区交通系统在运行

特征、交通规律、承担方式和交通组织等方

面有其特殊性，特别是旅游城市游客的交通

规模、活动强度均与居民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应针对性地分析覆盖游客游览历程的全游

线要素，从景区交通设施布局、交通组织模

式、集散体系构建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以

实现景区交通系统平时够用、高峰不堵、极

高峰可控的总体整治目标，切实扭转景区愈

发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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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景区交通特点及整治策略景区交通特点及整治策略

11..11 游客季节性变化明显游客季节性变化明显，，交通需求不交通需求不

稳定稳定

旅游城市的交通需求总体上季节性变化

差异显著，各个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样表现出

很强的季节不均衡性。例如三亚市五个景区

的月度游客接待量变化都很大，平均高峰月

接待游客数量是低谷月的3倍(见图1)。景区

游客接待量的季节性显著变化是导致交通需

求波动的根本原因。

11..22 景区需凭借城市交通系统才能实现景区需凭借城市交通系统才能实现

完整交通集散完整交通集散

各景区自身不是一个完整的交通系统，

需要借助外部城市交通系统才能正常运行。

景区交通问题除涉及出入口、停车场、进出

通道外，应将连接景区的道路通道、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城市游客集散中心等统一考

虑。其解决方案应该从游客全游线、全历程

角度出发，识别影响景区交通运行的关键环

节，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以构建高效、有

序的景区交通集散体系。

11..33 景区交通规划总体策略景区交通规划总体策略：：设施建设设施建设++

需求管理需求管理

景区机动化压力的快速增长、显著的季

节性差异和交通设施的容量限制等问题，都

使得各城市面临着如何应对景区交通的发展

挑战。应选择以设施建设与需求管理相结合

的发展路径，既满足近期交通需求、缓解当

下问题，同时通过合理的交通方式引导、集

散中心建设等需求管理手段，促使景区交通

出行走上集约化道路，形成良性循环。

首先识别景区场地特征和进出交通模

式，明确不同类型景区交通组织重点；其次

考虑季节性差异，合理确定交通设施供给标

准；最后从游客角度出发，统筹考虑游赏历

程各要素，形成匹配景区特征的外部道路、

出入口、停车场、公共交通车站等设施组织

模式，并着手在全域层面构建以集约化交通

为主的城市-景区旅游集散中心体系。

22 基于季节性差异的交通设施供给标准基于季节性差异的交通设施供给标准

交通需求根据旅游季节性差异分为刚性

需求、弹性需求和临时需求三部分。刚性需

求为低谷月日均接待量，弹性需求为高峰月

与低谷月日均接待量的差值，临时需求则为

最高峰日接待量与高峰月日均接待量的差值

(见图2)。

景区不同时段游客接待量差异较大，为

保证设施建设既不浪费又切实可用，确定合

理的设施供给策略——以满足刚性、弹性和

部分临时需求为校核标准。其中部分临时需

求主要根据现状场地条件及空间大小、未来

预测游客接待量、最高峰日设计游客接待量

和各景区季节不均衡性四个方面综合确定，

剩余临时需求部分，主要通过交通疏导组

织、外部接驳换乘等临时措施满足。

33 考虑不同特征的差异化景区分类考虑不同特征的差异化景区分类

参考类似城市景区分类方法，景区按照

尺度大小、场地特征和管理模式的差异，结

合实际情况，总体分为封闭型景区和开放型

景区(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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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ourist volume of five major scenic area in Sanya in 2016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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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supply standards for scenic areas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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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封闭型景区封闭型景区

景区封闭管理，有统一的出入口进行收

费，一般在入口处设置集中的接驳换乘中心

或游客中心，提供停车、换乘、购票、信息

咨询等服务。

进出景区方向较为单一，游客到发比较

集中，一般通过设置接驳中心实现内外交通

转换。游客需在入口处完成下车、购票、进

场等一系列流程，在景区入口区域比较容易

出现容量和秩序问题。三亚封闭型景区包括

南山、大小洞天、天涯海角、鹿回头公园

等，类似封闭型景区有四川九寨沟、河南云

台山等。

33..22 开放型景区开放型景区

景区不设明显边界，与周边城镇相互融

合，具有服务居民休闲游憩的公共属性，内

部布局有景点、旅游区等，相对独立运营。

与城市交通相互交融，组织方式多样，包括

道路交通、轨道交通在内的多种方式均可在

景区布设，是城市交通网络的组成部分。景

区内部一般提供电瓶车、租赁自行车等代步

工具以及良好的步行观光游览系统，以提升

景区品质和吸引力。

由于景区没有明显边界，城市交通可直

接进入景区内部，内外交通转换缺乏有效管

控，高峰期外部交通对景区冲击较大，容易

引发道路拥堵、停车困难等问题。三亚开放

型景区主要为亚龙湾景区，类似有杭州西湖

景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等。

44 基于游览历程的全游线要素规划基于游览历程的全游线要素规划

44..11 游客全游线要素构成游客全游线要素构成

从游客的角度出发，以自下而上的视角

分析整个游览历程，识别全游线的各类要

素。根据游客所处位置及其与景区关系，主

要经历从市区出发、接近景区、停车 (下

车)、购票、进入景区等流程(开放型景区停

车、购票等流程略有差异)，按所处状态可

分为动态、静态、衔接三类要素(见图4)。

44..22 景区交通组织模式及布局要求景区交通组织模式及布局要求

动态要素是游客依托交通工具进入景区

的设施保障，主要包括道路交通、轨道交通

等通道能力是否足够、数量和方向是否满足

需求等。

静态要素是游客到达景区后交通工具的

停放(周转)空间，是静态停车设施的保障，

主要包括停车场规模是否足够、布局是否合

理等。

衔接要素包括出入口、公共汽车站、上

下客区、步行通道等，主要考虑各方式之间

交通组织流线是否合理，游客集散中心的接

驳功能是否完备。对开放型景区来说，由于

没有统一的出入口和管理边界，衔接要素范

围扩展至景区内部，内部交通组织、公共交

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交通管理等因素需

一并考虑。不同类型景区各要素规划要求见

表1，组织模式示例见图5。

55 城市城市--景区两级旅游集散中心体系构建景区两级旅游集散中心体系构建

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以自驾游、租车

游为主体形态的散客群体数量不断攀升。为

缓解蓬勃发展的散客游与有限的旅游景区资

源之间的矛盾，通过建设旅游集散中心，提

供良好的出行服务，减少对机动化方式的依

赖，引导游客由出租汽车、自驾车辆向旅游

大巴、公共交通等方式转移，实现旅游市场

a 封闭型景区 b 开放型景区

图3 景区交通模式

Fig.3 Traffic organization for scenic areas

资料来源：文献[3]。

市区

动态：道路通道

景区外围道路

静态：规模布局

停车场

游客中心

游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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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巴(团客)

自驾车(散客)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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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图4 全游线视角下的景区交通要素体系构成

Fig.4 Transportation system under the viewpoint of “Complete Route of tourists”

资料来源：文献[3]。

衔接：进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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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4]。

规划建设两级旅游集散中心。第一级为

城市级旅游集散中心，主要与机场、高铁站

等交通枢纽结合，服务游客快速到达市区及

景区，完成对外交通与旅游交通的衔接转

换；组成要素包括旅游线路场地、租车服

务、旅游咨询等。第二级为景区级旅游集散

中心，布局在城市旅游片区和重点景区，主

要服务景区游客集散，完成旅游交通与景区

内部交通的衔接换乘；组成要素包括停车

场、问询、售票、服务外来车辆短时停靠、

景区电瓶车上下客等。

规划配套形成两类旅游公共交通组织。

第一类为旅游公共汽车专线，经由主干路、

表1 不同类型景区各要素规划要求

Tab.1 Planning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cenic areas

景区类型

封闭型
景区

开放型
景区

要素

动态

静态

衔接

动态

静态

衔接

特征

尽端式场地布局

强制性下车换乘

卡口式进出管理

多方向对外联系

停车需求分散化

内外交通相互交织

设施布局

进出通道有限，应在通道容量上满足需求，多
设置出入口

需设置规模合适、布局合理的停车场地，且与
停车主要需求方向协调

需设置各种方式组织有序、集中统一的游客接
待中心

外部可通过多通道、多种交通方式到达景区

停车规模和布局应与停车需求分布相匹配，小
而散

高峰与平时实行不同交通组织方式，高峰期一
般进行封闭式管理，内部交通以绿色、集约方
式为主

交通方式

公共汽车等集约化
方式优先，预留轨
道交通条件

外部交通以公共汽
车 和 轨 道 交 通 为
主，内部交通以步
行和自行车等绿色
交通方式为主

资料来源：文献[3]。

景区出入口

轨道交通

机动车停车场

外围道路

自行车停车场

外部流线

慢行驿站

内部流线

图5 景区各要素组织模式

Fig.5 Traffic organization for different elements for scenic areas

资料来源：文献[3]。

a 封闭型景区 b 开放型景区

旅游公交专线走廊(快速直达型)

旅游公交专线走廊(沿线浏览型)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

景区游客集散中心

图6 三亚两级集散中心、两类旅游公共汽车线路布局

Fig.6 Bi-level tourist center and two types of tourist bus network in Sanya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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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等快速通道，提供由对外交通枢纽

至城市各片区、景区的快速公共交通服务，

车站间距大、发车密度高、车况较好，提供

差异化服务，作为旅游产品运营。第二类为

游览观光线，沿滨海、滨河等景观条件较好

地区运行，串联城市主要景点和标志性地

区，车站较密、以领略沿线风光为主。

三亚市两级集散中心、两类旅游公共汽

车线路布局示例见图6。

66 三亚南山景区交通整治实例三亚南山景区交通整治实例

66..11 交通供需分析及问题研判交通供需分析及问题研判

南山景区位于三亚市崖州区，距市区

35 km，2018 年游客接待量超过 500 万人

次，最高峰日游客接待量4.9万人次。

动态要素方面，外围道路能力不足，无

法满足高峰期交通需求。最高峰日高峰小时

进入景区的道路交通需求为 1 650 pcu·h- 1，

高峰月平均需求为 850 pcu·h-1，但外围国道

实际通行能力约为 1 500 pcu·h-1。在不考虑

国道承担过境交通的情况下，只服务南山景

区进出尚且不够，道路交通供需矛盾比较突

出，高峰期拥堵严重。

静态要素方面，停车位缺口较大，停车

场布局不合理。高峰月期间停车需求均能得

到满足，在最高峰日缺口较大。另外，停车

场功能单一、互相独立，占用核心景区资

源，紧靠一条对外通道联系，缺乏必要的接

驳换乘组织(见图7)。

衔接要素方面，设施布局散乱，各方式

交通组织不畅。现状售票处位于景区内部，

门前上下客区组织比较混乱，没有专门的公

共汽车落客区，在较小的区域内集中了公共

汽车、旅游大巴、出租汽车等各种方式，行

人流线与车辆流线交织冲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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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核心问题在于外部动态交通容量不

足，内部静态停车设施规模不足、布局不合

理，内外交通衔接组织无序。根据封闭型景

区组织模式，首先应扩容外部道路至双向四

车道，整合、优化停车场布局，建设集中的

游客集散中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山景区

面临的交通问题。

考虑未来景区向北扩展，规划于国道南

侧建设集停车、换乘、咨询、公共汽车首末

站于一体的集散中心，用地面积6.5 hm2。按

照外部机动车北进北出、内部电瓶车南进南

出的模式布局，流线互不交叉，减少干扰

(见图 8)。北侧布局停车场，南侧电瓶车接

驳，中间为游客服务中心，公共汽车、旅游

大巴上下客区紧邻服务中心和接驳换乘区，

公共汽车、出
租汽车落客区

南山景区

停车场

车辆收费处

G225

景区连接道路

国道

收费站

停车场

不二法门

图7 南山景区现状设施布局

Fig.7 Existing facilities at Nanshan Scenic Spot

山体

停车场(小车)

停车场(大车)
服务中心

公共汽车
上下客区

换乘区

接驳车流线

景区内部
内部游览线路

图8 游客集散中心布局及交通组织

Fig.8 Tourist distribution center and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出租汽车
上下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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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车停车区相对较远，体现集约大运量方

式的优先级。强化经济杠杆的调节，通过票

价优惠、优先购票、专用进出通道等经济手

段吸引游客选用公共汽车、旅游大巴等集约

化运输方式，从需求管理的角度降低景区交

通量。

77 结语结语

景区交通是城市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特征规律和运行组织不同于常规城市

交通范畴。本文从景区交通组织分类入手，

明确不同类型景区的设施布局和交通组织重

点，并提出了考虑季节性差异的设施供给标

准，最后探索建立城市-景区两级旅游集散

体系，以从根本上缓解景区交通问题，实现

与城市交通的协调、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域旅游的持续推

进，旅游方式逐渐从观光游向度假游转变，

景区交通与城市交通愈加不可分离、互为依

托，因此开展各景区交通整治工作的同时，

应从全域角度出发，与城市空间、交通枢

纽、景观资源等统筹协调，构建一套适应全

域旅游发展的“点-线-面”协同旅游交通

体系，促使景区交通整治与规划工作由现阶

段的“缓堵”向更高阶的“品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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