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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行业发展趋势

全域旅游云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全域旅游定义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16年2月

5日发布，两批500个市县试点

 创建时间：2-3年

 示范区管理原则：通过验收的单位，

将正式被列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名录。凡列入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名录的，将优先享受优惠政策，

如优先纳入中央和地方预算内投资

支持对象、优先支持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优先纳入旅游投资优选项目

名录等。



部分全域旅游试点地区

天津
北京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自治区

山
西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江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山东

省份 城市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北京市平谷区、北京市延庆区

天津 和平区、蓟县、天津市生态城

河北 石家庄市平山县、邯郸市涉县、保定市易县、保
定市阜平县、保定市安新县、保定市涞源县、保
定市涞水县、张家口市张北县、张家口市蔚县、
唐山市迁西县、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张家口市、
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迁安市、唐山市遵化
市、邯郸市武安市

山西 晋中市、长治市壶关县、长治市平顺县、晋城市
阳城县、朔州市右玉县、忻州市、太原市阳曲县、
大同市灵丘县、大同县、浑源县、长治市黎城县、
武乡县、晋城市泽州县、临汾市洪洞县、吉县、
隰县、运城市永济市、芮城县、吕梁市岚县、交
城县

内蒙古自
治区

包头市达茂旗、赤峰市宁城县、锡林郭勒盟二连
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兴安盟阿尔山
市、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包头市石拐区、土
默特右旗、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呼伦贝尔市满洲
里市、额尔古纳市、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锡林郭
勒盟多伦县

辽宁 盘锦市、沈阳市沈北新区、大连市瓦房店市、抚
顺市沈抚新城、本溪市恒仁满族自治县、丹东市
凤城市、丹东市丹东宽甸满足自治县、锦州市北
镇市、葫芦岛市兴城市、葫芦岛市绥中县、朝阳
市喀左县、本溪市、锦州市、沈阳市浑南区、大
连市庄河市、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营口市鲅
鱼圈区、阜新市阜蒙县、辽阳市弓长岭区、朝阳
市凌源市

吉林 吉林市、长白山、长春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长春市九台区、长春市双阳区、通化市辉
南县、通化市柳河县、通化市集安市、通化市通
化县、白山市临江市、白山市抚松县、延边州敦
化市、延边州延吉市、延边州珲春市、梅河口市

省份 城市

黑龙江
伊春市、哈尔滨市阿城区、哈尔滨市宾县、大庆市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大兴
安岭地区漠河县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上海市青浦区、上海市崇明县

江苏 苏州市、南京市秦淮区、南京市江宁区、徐州市贾
汪区、淮安市金湖县、盐城市大丰区、镇江市句容
市、泰州市兴化市

浙江 杭州市、湖州市、丽水市、宁波市宁海县、宁波市
象山县、衢州市开化县、舟山市普陀区、台州市天
台县、台州市仙居县

安徽 黄山市、池州市、合肥市巢湖市、安庆市岳西县、
安庆市太湖县、安庆市潜山县、宣城市绩溪县、宣
城市广德县、宣城市泾县、六安市霍山县、六安市
金寨县

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莆田市仙游县、三明市泰宁县、
泉州市永春县、漳州市东山县、南平市武夷山市、
龙岩市永定区、龙岩市连城县、宁德市屏南县

江西 上饶市、鹰潭市、南昌市湾里区、九江市武宁县、
赣州市石城县、吉安市井冈山市、吉安市青原区、
宜春市靖安县、宜春市铜鼓县、抚州市南丰县、抚
州市资溪县

山东 烟台市、临沂市、济南市历城区、青岛市崂山区、
淄博市沂源县、枣庄市台儿庄区、枣庄市滕州市、
潍坊市青州市、潍坊市临朐县、威海市荣成市、威
海市文登区、日照市五莲县

河南 郑州市、济源市、洛阳市栾川县、洛阳市嵩县、安
阳市林州市、焦作市修武县、焦作市博爱县、南阳
市西峡县、信阳市新县、信阳市浉河区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仙桃市、武
汉市黄陂区、黄石市铁山区、宜昌市远安县、宜昌
市秭归县、宜昌市长阳县、黄冈市麻城市、黄冈市
罗田县、黄冈市红安县、咸宁市赤壁市



全域旅游事业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历程

旅游管理信息化发展历程

纸质文档，业务流转较长，费时费力存储难

电子档案，效率低，数据孤岛共享难

业务处理

数字旅游，分散应用，决策难

智慧旅游，以景区旅游为主体
业务处理

智
慧
模
型

全域旅游，云化，大数据整合
业务处理

大
数
据
分
析

国家旅游局《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五个目标”

 治理规范化

 发展全域化

 供给品质化

 参与全民化

 效应最大化



全域旅游事业市场容量和规模

十三五期间旅游业发展主要指标 旅游业发展市场规模预测



全域旅游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和痛点



全域旅游发展趋势

旅游产业云化服务



助力城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个性体验

游客

需求获取

错峰旅游

优化旅游体验

精准营销

企业

包装推广

精准营销

提高旅游收入

产值增长

政府

产业优化

管理提升

加强产业指导

 通过对游客画像、
旅游行业的统计
分析，促进企业
深入了解用户、
了解行情，从中
找准定位、洞察
趋势，做到有针
对性的营销，不
断通过行业趋势
扩充业务

 通过对城市旅游产业的监
测，提升政府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全域旅游云平台整体
的建设和数据指导，优化
各个产业发展，通过旅游
带动全产业链产值

 满足游客游前、游
中、游后相关需求，
使游客通过全域旅
游云平台满足旅途
中所有需求与痛点，
为用户带来便捷服
务，提升用户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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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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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和新模式

产业聚集客源引流 协同联动 精准营销

引 留 管 销

客源引流

文旅布局

设施完善

资源引入

产业整合

兴业惠民

行业管理

产业引导

协同联动

精准营销

市场运营

大数据分析



全域旅游是一把手工程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孤岛，
推动与安监、外交、公安、交通运
输、质检、食药监、气象、地震等
部门进行数据对接。实现与各级旅
游应急指挥中心的信息共享、协同
联动，全面提高旅游安全监控和应
急指挥能力。

《十三五全国旅游信息化规划》

新华社北京2017年3月12日电（记者王慧慧、
齐中熙）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12日在人民
大会堂“两会部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旅游正从“景点旅游”转变到“全域旅
游”，要建立适应“全域旅游”特点的旅游治
理机制，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警察、旅
游巡回法庭以及工商旅游分局等。 跨部门应急指挥联动



软通动力基于华为云提出全域旅游云解决方案及亮点

采

析

解

提

找准痛点

分析原因

解决方法
提升产业

提升区域经济

深入调研，找准发展痛点

深度挖掘，发现发展痛点

数据采集

数据建模

数据分析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因痛制宜

提升安全系数

提升游客体验

提升服务水平

提升管理水平

提升旅游产业

提升相关产业

提升区域经济

全域旅游管理平台依托景区数据中心，有效整合各方面的旅游资源，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找到景区旅游业痛点的耦合点，解决用

传统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做出实际落地的成果。

通过对旅游业数据宏微观的分析，为管理部门全面掌握旅游业趋势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客流量的实时监测和预测，帮助旅游管理部门做到优化提高安全管理效率；

通过目的地游客的多维度分析，提升管理部门和涉旅企业的精准营销能力；

通过实时舆情系统的监测分析，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提高游客满意度，扩大旅游知名度。



实施路径及规划

建设期

• 标准旅游平台建设

• 旅游云服务建设

• 基于云平台打造应用，百花齐放

• 引入文化资源创意

• 文化服务应用规划

• 以“完善应用、提升质量”为

重点，孵化面积逐步扩大

• 申报成为国家级文化旅游创新

创业示范中心

• 打造高端文旅创新创业服务品牌

• 不断巩固文化旅游的资源实力、

创新实力和市场竞争实力

资源集聚期

产业发展期

产业推广期

搭建旅游云平台、利用集团品牌、带来一群文旅企业、培育一批本土企业、聚合一个产业集群

初期建设

要素聚集

平台拓展

品牌提升



系统架构

全域旅游云

旅游大数据

旅游
APP

建立涉旅企业、旅游从
业人员和游客的行业诚

信管理体系

诚信平台

门户网站

电商平台
完善全域景区票务分销体
系的建设

全面展示城市旅游动态
为游客提供最佳的旅游助手

为行业监管和营销决策做出科学
依据

产业监测
涉旅行业的服务质量和运
营管理情况，有针对性的

改进提高服务质量。



华为为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助力培养城市发展新动能

业务和数据相分离

智慧业务应用层

智慧服务

门户平台智慧行程 分销平台电商平台

智慧营销

产业监测应急指挥 分析研判

智慧管理

行业库 互联网数据库关联库 专题库

统一数据管理平台层

云操作系统与虚拟化软件

计算、存储、网络、安全

资源管理系统 部署工具/备份容灾

大数据整合 大数据处理平台

城市云基础设施层

基础库

数据管理平台 数据交易平台数据交换机

大数据分析工具

华为：聚焦于提供IT基础设施

合作伙伴：数据挖掘和应用开发

构建数据和应用相分
离的架构，数据分析工具



安全方案-数据安全



安全方案-混合云安全

通过VPN将用户本地数据中心和云
上VPC互联，利用云上弹性和快速
伸缩能力，扩展应用计算能力。
采用华为专业设备，基于IKE和
IPsec对传输数据加密，提供了电
信级的高可靠性机制，从硬件、软
件、链路三个层面保证VPN服务的
稳定运行。

混合云部署

•混合云架构

混合云部署，即开即用，操作方便，实时生效

•安全可靠

•基于Internet建立IPsec加密通道，安全可靠



应用场景-数据中心云平台



应用场景-旅游大数据



应用场景-旅游产业发展报告

整合互联网、OTA、银联、运营商等多方数据资源，基于海量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建模、分析、计算输出可视

化分析结果完成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通过来自联合大数据实验室的资深数据分析专家团队、旅游行业的资深业务分析专家团队，对现状分析结果进行人工二

次分析，生成旅游产业大数据分析报告。

将旅游大数据平台输出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进行人工二次分

析，精准定位发展痛点。

精准定位全域旅游发展痛点

人工分析结果，结合专家团队在全域旅游发展方面的成功

经验，明确提供整改建议。

明确提供问题整改建议

与同级或类似的优秀区域对比，博采众长，明确提供远

期规划发展建议，助力区域经济增长。

明确提供远期规划发展建议



城
市

旅游产业监管平台

全域旅游云

景
区

协调管理系统
投诉执法管理系统

AP

A
C

NGF
W

AP

A
C

NGF
W

华为
云

基于华为云和旅游产业监管平台

应用场景-管理治理

产业监测

环境监测

旅行社监测

景区监测

交通监测

酒店监测

数据上报

餐饮监测

数据分析

诚信平台

诚信动态 曝光台 诚信榜 资质查询



应用场景-旅游电商

优惠活动

积分管理 会员管理 娱乐预订

门票预订

用户中心

线路预订

酒店预订

餐饮预订 在线支付 特产预订

点评投诉

商户管理

积分管理

商品管理

用户管理

信用管理

内容管理

订单管理 系统管理

对账管理 监控管理

结算管理 统计分析

电子商务系统前台 后台营销系统

综合管理平台

单个游客团体游客

运维人员

管理人员

订单管理 商品管理

结算管理 统计分析

合作商家平台

合作商家分销商
A

分销商
B

淘宝网、百度、携程、
旅行社、B2C网站等

分销+一票通系统

自助取票机 检票闸机

通过旅游智慧营销平台的建设，完善全域景区票务分销体系的建设；通过一票通的实施，带动各景点的均衡发展，增加游客
停留时间，提升当地旅游收入；以B2C电商平台，带动实现当地特色旅游商品的营销，并保障产品质量，提升全域旅游品牌效益。



应用场景-城市会客厅

城市会客厅建设在游客集散中

心，涉及旅游展示、推广、体验、

应用四个方面。打造城市文化旅

游名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城

市进行三维仿真，通过时间轴、

城市文化精品多宝阁、旅游大数

据可视化运营管理平台（电子沙

盘）、大型弧幕展示系统、手绘

3D导览虚拟漫游平台等应用展现

方式，在游客到达目的地之前，

为其带来强烈、逼真的文化旅游

宣传和体验，吸引游客前往，达

到展示推广的目的。



面向游客的服务：

 景区Wi-Fi接入：通过Web页面、微信等多

种方式快速接入网络

 下载景区App：通过App完成Wi-Fi认证，并

通过App使用景区相关应用

 景点导航：避免走错路，引导客流、寻人

 景点导览：语音、视频景点介绍

 无线点餐：快速自助点餐、在线支付

 无线导购：纪念品、特产展示导购

 逆向寻车：快速找到停车

 信息获取：及时收到景区推送的信息资讯

景区入口

景点A

①下载景区App

餐厅

景点B卫生间

游客中心

③无线点餐

②景点无线导航导览
④无线导购

停车场

⑤逆向寻车

基于华为云平台和无线AP面向景区服务

应用场景-游客服务



应用场景-门户网站



应用场景-智慧旅游APP

攻略服务 资讯服务

游记服务 搜周边服务

智慧行程 语音导游

虚拟游览 活动报名
全域旅游，便民生活



应用场景-互动体验中心

内容：以旅游大数据中心

为基础，展现旅游线路、

特色、文化、美食、景区

景点等资讯服务

表现：投影+IPAD

展示服务



应用场景-AR/VR互动体验

利用国际领先的AR、

VR技术，结合当地文化

旅游进行定制化内容制

作，使游客可以在浏览

美景，深度体验民俗的

同时，深入了解当地的

人文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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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行业发展趋势

全域旅游云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应用案例-宁海大数据

依托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宁海

旅游大数据应用平台围绕数据分析、

行业管理、游客服务、营销决策四大

功能，开发整合了涉旅县直部门、涉

旅企业、三网运营商、智慧银联、省

交通集团、百度个旅等数据资源，建

成了全市及至全省首创的旅游大数据

分析系统，甚至在全国也走在了前

列。

数据应用与分析模型最科学

数据整合与功能开发最全面

数据融合与平台计算最智能



应用案例-玉泉全域旅游

玉泉全域旅游项目以智慧旅游服

务平台建设为契机，将大数据产业打

造成为区域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和创

新发展的着力点，进一步整合、挖掘

玉泉区及周边旅游资源，应用科技手

段深植生态基因，全力推进智慧旅游

建设，让“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旅游

经济带动当地更好、更快发展，让

“云端”敕勒川、“数据”青城构筑

祖国最美的北疆风景线。

基于WIFI网络，通过AR识别墙

和媒体触摸桌，参观者只需下载app

进行区域扫描，即可出现景区三维仿

真模型，在VR模式下开启360全景动

态体验，漫步玉泉。



应用案例-野三坡智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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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一年

有明显提升。客流、车流急剧增加，给野三坡

景区的交通、安全管理、运营能力带来了不小

的压力。但是在景区工作人员的提前统筹、景

区智慧中心的投入使用下，实现了多部门快速

联动，极大的缓解了景区各方的压力。

 2016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最佳解决方案”

 2016年“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技术创新奖”

 2016年“全域旅游旅行奖—最佳智慧生态旅游景区”

 2016年“京津冀大数据典型成果”

 2017年“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旅游大数据最佳解决方案”

荣誉奖项

成果效益

建设内容

打造环首都国家公园创国内知名景区





序号 系统 数量 单位 报价（万元）

1 应急指挥联动系统 1 套 120

2 虚拟互动体验系统 1 套 200

3 视频监控系统 1 套 50

4 智慧停车场 1 套 50

5 票务大厅 1 套 40

6 智慧WIFI 1 套 50

7 客服热线 1 套 60

8 文化会客厅 1 套 500

9 摆渡车调度 1 套 60

10 信息发布系统 1 套 20

11 导游导览系统 1 套 50

总价 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