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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信息云平台的景区智能导览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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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景区时空信息平台作为智慧旅游整体框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以一种多源、多维、实
时、直观的信息表达方式再现景区的特色资源 。通过互联网与移动终端为公众、企业和政府管理部
分提供差异化服务。文中以甘肃省定西市辖区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建设为例 ，开展了智慧旅游时空信
息数据体系建设、云平台建设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开发了智能导览系统，实现了实时定位、景点
查询、路线规划、智能解说、全景展示等功能，为景区信息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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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navigation system of scenic area
based on spatio － temporal inform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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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smart tourism，the scenic space － time

information platform rep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of the scenic spot with a multi － source，multi － dimensional，real － time and intuitive information expression．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were provided for the public，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by the internet and the mobile terminals． In the paper，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navigation system in the scenic area as an example in Dingxi City，Gansu Province，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m time and space information data system and cloud platform construction were carried out．
Intelligent navig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realizing the functions of real － time positioning，scenic
spot query，route planning，intelligent commentary and panoramic display，and providing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 information．
Key words： intelligent scenic area； spatio － temporal information； spatial big data； multi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平台作为智慧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实时、动态的为游客提供自动导览、自动解

本身及其与相关的各种特征、事件或事物进行汇聚，
按需进行动态展示，以移动 App 对数据信息进行按

说服务，是景区智能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 综合
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技术融

需抽取与可视化显示，并实时推送到游客移动终端。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基于互联网、传感网、物

合景区当地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将极大的创新景
［1 － 3］
，
区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联网的建设发展，地图的数据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
各类部门提供的静态数据或局部信息，而是需要包

对提升景区品味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景区时空信息多维集成将基于景点位置

括实时获取的物联网传感器信息，以及来源于本地
特色的历时文化信息汇聚； 二是指通过多维、全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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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

可视化手段全方位、多角度表达景点环境

。本

文针对景区建设中多维时空信息关键技术开展研
究，旨在解决景区时空信息实时、动态表达，智能导
览问题。

数据建设内容

1． 1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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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时空信息数据库和时空信息云平台 。
以位置为纽带，动态关联景点人、地、事、物等多
时态、多主题、多层次、多粒度信息，实现基础地理空
间数据、CORS 位置数据、传感实时数据、全景数据等
多源、多维、室内室外、历史、实时、虚拟现实等数据
内容的集成、关联和融合，为基于大数据的景区智能

景区时空大数据体系建设

1

测

景区时空大数据是智慧景区建设支撑，完善丰
富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时空信息大数据建设、时空信

化应用，提供可视化时空环境和相应的具体环境信
息，形成景区资源全要素数据集和天地空一体化时
空信息数据网络，实现景区资源数据的全面互联互
［7 － 8］
。
通

息云平台开发、支撑环境完善、典型示范应用建设、
标准规范及政策机制建设等内容。 无论景区信息化

1． 1． 1

处在数字化或智慧化阶段，时空信息都是建设关键。
数字化阶段，景区空间信息主要包括基础信息数据

等，如表 1 所示。

基础信息采集
主要包括门票、解说、基础地图、位置服务信息

库和数据服务平台，而发展到智能化阶段，则主要包
表1

景区基础信息列表

序号

基础信息

内

容

1

客流信息

门票最新消息、活动信息、当前客流量信息、停车场车位信息等

2

自动解说

景点语音介绍，游客点击景点可以播放对应的语音播放音频

3

电子地图

景区矢量与影像电子地图服务

4

位置服务

周边商家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相关的信息资源

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
时空信息云平台以“时间 + 空间”为融合的核心
技术，将景区时空信息资源统一进行管理，同时增加

1． 2

时空挖掘计算模型和景区运营监测模型等技术，深
度挖掘景区基础数据和历史文化、特色餐饮、娱乐购
物等专题数据的关联性，为景区管理和决策提供更
可信、更及时、更有效的数据支撑。 引入实时传感数
据和精度全景数据将制图技术转化为映射技术，真
正的实现传统静态地图转型升级为“静动一体 ”全息
图，全面支撑智慧景区的建设与运行，促进景区地理
信息资源的应用。时空信息云平台实现静态动态数
据“进得来 ”，海量数据高效可靠管理“管得住 ”，信
息多维呈现“看得全 ”，查询信息丰富“查得广 ”，产
品类型多样“制得多”，支撑应用方便“用得好”。
时空信息云平台开发重点主要包括： 多源时空
数据交换与整合平台，实时数据流管理与统一接入，
高并发网络地图服务与按需专题制图，弹性化时空
信息云平台运维服务，智能化行业数据上图与地图
关联服务，一站式时空大数据搜索服务，自动化时空
业务流引擎，静动一体的时空数据服务。 平台架构
如图 1 所示。
82

图1

2

时空信息云平台架构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设计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基于景区时空信息云平台，
构建 Web 服务和移动客户端的应用体系框架，搭建
面向管理和游客的全流程的信息服务的三维智慧旅
游导览云平台和景区一体化服务平台。 技术框架自
下而上分为基础层、数据支撑层、应用支撑层、应用
层、访问层。 功能设计上 采 用 模 块 化、分 层 化 的 结
构，实现平台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主要服务于广
大游客，实现景区的地图导航、景点信息浏览、全自
助智能导览及讲解、信息互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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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东等： 基于时空信息云平台的景区智能导览系统设计

设计原则
（ 1） 突出地域特色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的建设应结合地域旅游资源
自身的文化、结合本地人文、地理、历史、民族等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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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旅游电子认证系统。
系统呈现层： 通过手机客户端与游客的交互，包
括基础信息查询、自助导游、线路规划等。

资源，真正让这座铁城市，展示出独有的特点，与百
度、高德等地图系统相比，应提供差异化的系统服
务，做到“小而精”。
（ 2） 以旅游行业为载体，突出示范效应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建设依托地域宝贵的人文、
历史、地理旅游资源，以重点旅游景区为载体先行试
点，取得可评价、可复制的经验，形成示范带动，加快
推进智慧旅游应用体系建设。
（ 3） 统一标准，突出互通共享
以构建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为载体，制定基于
顶层设计的各层面与各接口的技术标准与规范，将
统一标准与规范工作放到更加突出位置 。
2． 2 系统总体设计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建设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为交互手段，业务上通过与旅游监管部门和涉旅企
业的紧密合作，从而帮助旅游行业完成智慧化改造，
增强旅游产业的商业运作力度，逐步完善旅游营销
体系，丰富旅游服务内容，强化旅游行业的规范化管
理，提升旅游行业的服务品质。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对各种数据进行处理、决策
分析、策略共享，对旅游产品宣传提供平台支撑，对
智能服务提供技术保证，达到智慧旅游的需要，实现
集旅游信息和政策发布，旅游品牌宣传、旅游产品营
销、旅游服务提升、旅游行业安全监管于一体的智慧
旅游体系。
针对时空信息数据可视化、分析应用结果展示
等需求，开发设计时空信息多维可视化系统，利用时
［9］
空信息数据管理和信息服务引擎 ，实现时空信息
数据的多维场景展示功能，系统技术设计如图 2 所

示。
系统整体分为四层，分别是： 传输网络层、系统
支撑层、系统应用层和系统呈现层。
传输网络层： 为智慧旅游提供数据传输，WiFi，
2G /3G /4G 网络接入。
系统支撑层： 智慧旅游系统的业务支撑，包括旅
游基础信息数据库、旅游企业信息数据库、旅游产品
信息数据库、地理位置数据库等。
系统应用层： 旅游目的地系统、旅游手机 APP 系

图2

3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技术设计框架

系统实现

本系统以甘肃省定西市辖区内景点为例，包括
闻名遐迩的遮阳山、贵清山、渭河源、狼渡滩和李家
龙宫等著名景点。包括景点查询、附件搜索、目的地
导航、LBS 位置服务、讲解、环境信息实时查询服务
等。
3． 1 系统功能
（ 1） 卫星导航与地图指引： 提供目的地的地图指
引和 GPS 导航；
（ 2） 图文分享与行程记录： 支持旅行行程记录，
支持的图文所包含信息的丰富度，包括用户是否可
以上传照片、文字，并可以标注位置、时间、标签等信
息；
（ 3） 景点及商家信息： 提供景点、餐饮、酒店、租
车等目的地服务的详细介绍和内容 （ 包括各类攻略
及游记） ；
（ 4） 用户综合体验： 对用户界面的简洁性、图文
访问的流畅性、内容的丰富性、操作的便捷性、页面
下载速度等指标的综合评价；
（ 5） 景区实景导航： 安装 APP 后进入实景导航
360 度在屏幕中
系统，游客可通过移动手机的方式，
看到景点、基础设施的方向以及距离，点击即可出现
步行导航；
（ 6） 景区实景导游系统： 游客通过 APP 后台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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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提示，可及时选择收听景点介绍或按照提示拍摄
实景获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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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景点查询与定位导航

语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实践了“地理信息 + ”的理
念，推动了数字旅游向以时空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
的智慧旅游转型升级，强化了多部门之间紧密衔接，
突出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景区信息建设。 本文初步搭
建起了系统框架，但是体现本地深厚历史文化特色
的专题信息还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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