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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南开大学、安徽省质量和标准

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燕翔、刘瑾、刘悦、赵昕、周昕、路梦西、孙兆洋、妥艳媜、殷文正、袁劲

波、王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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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人们对旅游体验的重视以及移动端应用的深入，随时随地了解并获得景点相关信息的需求也

逐渐增加。为规范在线平台景点信息描述、展示和使用，提高平台用户筛选景点的效率和质量，提升用

户体验，提高平台上商家的运营效率、降低重复成本，特研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研制和实施推广，将能够提高消费者对在线旅游平台的用户体验和满意度，保护消费者利

益；提高在线平台景点信息的精细化管理程度和运营效率，提升在线旅游行业的整体服务质量，从而促

进整个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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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平台 景点信息描述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线平台景点描述要求，给出了景点基本信息模型，描述了景点基础信息、所在地信

息、项目信息、活动信息、安全信息和服务信息，并提出了景点信息的使用和维护扩展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线平台景点信息的描述、展示和使用以及平台用户阅读和了解景点相关信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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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8521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在线平台 online platform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双方或多方提供信息发布、信息递送、数据处理等一项或多项服务的信息

网络系统。 

 

景点 scenic spots 

以旅游及其相关项目、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本境域单

元。 

 

信息元素  information element 

信息的基本单元。 
注1：与UML术语中的属性同义。 

注2：信息元素在信息实体中是唯一的。 

 

信息实体  information entity 

一组说明数据相同特性的信息元素。 
注1：与UML术语中的类同义。 

注2：可以包含一个或一个以上信息元素。 

4 描述要求 

基本要求 

本文件使用表1中所示的五个属性对景点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进行描述。表1中： 

—— 描述属性：描述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的属性； 

—— 定义及说明：对属性的说明。 

 



T/ISC XXXX—XXXX 

5 

表1 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描述属性 

序号 描述属性 定义及说明 

1 中文名称 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的中文名称 

2 说明 对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含义的解释 

3 约束 表示一个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是否必须出现，约束/条件的表示见4.2 

4 值域 信息元素所允许的值的集合 

5 使用说明 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约束的表示和要求 

表示一个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是否必须出现，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a) 应有：应有信息是所有景点信息描述都应该描述的内容,如应有信息描述不完整、不清晰,将导

致阅读信息者不能正确地理解该景点信息所要表达的内容。当应有信息不存在，可填写无； 

b) 宜有：宜有信息是提供景点信息描述宜描述的内容,宜有信息将使得阅读信息者可对景点信息

建立更加完整、清晰、精准的认识； 

c) 可有：可有信息是景点信息提供者认为需要向阅读信息者说明的、在应有信息和宜有信息中未

提及的信息，可增加阅读信息者对景点信息深入理解，体现景点信息提供者自身的特色，同时

也满足阅读信息者的个性化需求。 

5 景点基本信息模型 

本文件采用统一建模语言（UML）类图表示景点信息所包含的信息实体（UML类）和信息元素（UML

属性）的关系。景点信息包括基础信息、所在地信息、项目信息、活动信息、安全信息和服务。 

景点信息模型如图1所示。景点基础信息、所在地信息、项目信息、活动信息、安全信息和服务信

息的具体描述要求见附录A。 

用户根据实际需要，在本文件的信息无法满足对景点信息描述的特殊需要时，可对景点信息进行扩

展。信息扩展方法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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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景点名称

-景点别名

景点信息

所在地信息

-省

-景点所在地名称

项目信息

-中文名称

活动信息

-相关景点

-活动名称

安全信息

-消防安全信息

-人流密度

-景点地图全貌

-景点分类

-景点等级

-所属景点

-景点简介

-门票价格

-门票优惠政策

-景点地址

-交通说明

-周边信息

-营业时间

-游览时长

-推荐游览时段

-咨询电话

-特色景观介绍

-配套服务设施

-常设游览活动

-导览线路

-公告

-导览图

-导览词

-景点文化信息

-市

-县

-电话

-地址

-图片

-简介

-最佳游玩时间

-交通信息

-天气预报

-中文别名

-关键词

-项目类型

-特色说明

-相关景点

-费用说明

-营业时间

-咨询电话

-专属信息

-图片

-讲解

-项目单次最大接待人数

-应急预约信息

-应急限流信息

-安全提示信息

-医护设施信息

-关键词

-活动类型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时间说明

-活动主办城市

-活动介绍

-联系电话

-特色图片

-图片组合

-适合人群

-视频库

-交通说明

- 景点标识

-网站网址

-博物馆等级

-游览提示

-人身安全信息

服务信息

-购物信息

-常用服务信息

-无障碍信息

-适老化服务信息

-预约信息

-单日最大承载量信息

-导游服务信息

 

图1 景点信息 UML类图 

6 信息的使用与扩展 

信息的使用 

在线平台可根据需求和应用场景的不同选取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进行使用。应包含但不限于： 

—— 基础信息； 

—— 所在地信息； 

—— 项目信息；  

—— 活动信息； 

—— 安全信息； 

—— 服务信息。 

信息维护 

信息维护工作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的新增：新增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 

——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的更新：更新已有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的相关属性； 

——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的废止：废止信息实体或信息元素。 

信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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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的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可以根据不同用户需要和新出现的应用场景进行扩展，扩展方法

如下： 

a) 扩展信息实体 

按本文件4.1规定，可以增加信息实体和扩展信息实体。 

b) 扩展信息元素 

按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信息描述方法，可以在每类信息实体中增加信息元素，信息元素应按照本文

件第4章规定的属性进行描述。 

c) 扩展信息元素中的属性取值 

1) 在扩展信息元素属性时，不应改变本文件中规定的信息元素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同义

词、说明、数据类型及格式、值域、约束/条件、计量单位和备注等属性名称； 

2) 可以对值域属性采用比本文件更严格的限制； 

3) 可以增加值域属性的取值； 

4) 可以对信息元素的约束/条件更严格限制，如在本文件中是备选的信息元素，经扩展后可

以是必选的； 

5) 建立新的代码表，代替值域为空的现有信息元素的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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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景点信息描述要求 

A.1 基础信息 

景点基础信息描述要求见表A.1。 

表A.1 景点基础信息描述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字段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条件 

1 景点名称 景点的中文名称 应有   景点的官方名称，用于景点名称

的展示 

2 景点标识 景点的唯一标识 应有 各在线平台各自的景点

标识代码表 

业务使用，对景点的唯一标识，

此处不要求编码方案统一，但是

为了管理需要每个景点应有唯一

标识 

3 景点别名 景点的中文别名 可有   景点被熟知的非官方名称，用于

搜索应用 

4 景点分类 景点分类 应有 可参照 GB/T 18521，

也可根据平台自身需求

进行分类 

景点按类型进行划分，便于展示

及管理 

5 景点等级 国家级旅游区(点)的等

级说明  

应有 根据 GB/T 17775 规定

的景点等级进行分类说

明 

根据国家景点等级进行展示，个

人用户端展示景点等级为用户做

参考信息，业务进行重点数据划

分使用。 

6 所属景点 本景点所属的上级景点 可有   平台后台对于有所属关系的景点

彼此的关联关系的记录 

7 景点简介 景点基本情况介绍 应有   用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进行

景点的介绍，向用户介绍景点情

况，且景点信息应真实有效 

8 门票价格 景点门票价格 应有   在景点门店购买票价的价格，对

比线上售卖价格信息 

9 门票优惠政策

说明 

景点门票针对价格说明

和优惠打折办法 

应有   展示景点门票的优惠政策，业务

使用此信息进行优待票线上售卖 

10 景点地址 景点的详细地址 应有   景点所在地地址信息，存储景点

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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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景点基础信息描述（续）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字段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条件 

11 景点地图全貌 电子地图全貌形式展现

的景点 

可有   用于在个人用户端展示景点的地

图全貌 

12 交通说明 到达景点的交通方式说

明 

可有   提供相关到达景点的交通信息，

为用户提供出行参考 

13 周边信息 附近的环境和设施说明 可有   景点设施信息展示，为用户提供

参考信息 

14 营业时间 景点对游客开放的时间 应有   景点开放时间情况，展示开放时

间 

15 游览时长 游客在景点游览一般所

需的时间 

可有   向用户提供景点建议游玩时长，

建议用户游玩 

16 推荐游览时段 景点适合游客游览的时

段，一般以月份和季度表

示 

可有   向用户提供景点最佳游玩的时

间，建议用户游玩 

17 咨询电话 景点游客咨询电话 可有   景点的咨询电话，用于用户字

段，在后台用户核实景点相关情

况 

18 网站网址 景点网站网址 可有   景点官方网站信息，后台使用官

网信息进行查询核实 

19 特色景观介绍 景点内特色景观介绍 可有   用简单的文字进行景点的介绍，

向用户介绍景点情况 

20 景点文化信息 景点内特有的历史、人

物、器物、文献和事件等

文化相关信息 

可有  用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接受

景点内特有的历史、人物、器

物、文献和事件等相关信息 

21 配套服务设施 景点内为游客提供服务

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可有   景点设施信息展示，为用户提供

参考信息 

22 常设游览活动 如文艺表演、民俗演出等 可有   景点内活动信息进行展示，提供

相应游玩内容及时间信息 

23 导览线路 景点内常规游览线路 可有   景点内部推荐游览线路，向游客

提供线路游玩内容 

24 公告 景点内游览需要提示游

客注意的相关事项 

可有   相关景点需要重点注意的相关事

项，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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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景点基础信息描述（续）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字段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条件 

25 导览图 景点游览示意图 可有   景点整体的游览示意图，供游客

查看 

26 导览词 景点导游词 可有   景点内部的语音导览，供游客直

接在 APP 端进行使用 

A.2 所在地信息 

景点所在地信息描述要求见表A.2。 

表A.2 景点所在地信息描述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说明 

1 
景点所在地名

称 
旅游景点的中文名称 应有   

旅游景点的中文名称，主要用于

展示景点所在地信息 

2 省 

景点所在地的省级行政

区划名称（省、自治区、

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应有 
应遵循 GB/T 2260的相

关要求 

景点所在地省份名称，存储景点

省份信息。 

3 市 

景点所在地所属的地级

行政区划名称（地区、盟、

自治州、地级市）、 

应有 
应遵循 GB/T 2260的相

关要求 

景点所在地城市名称，存储景点

城市信息 

4 县 

景点所在地管辖的县级

行政区划名称（县、自治

县、旗、自治旗、县级市、

市辖区、林区、特区） 

可有 
应遵循 GB/T 2260的相

关要求 

景点所在地行政区名称，存储景

点县级行政区信息 

5 电话 
仅标注地级以下行政区

划的电话区号 
可有   

景点的咨询电话，用于用户字段，

在后台用于核实景点相关情况 

6 地址 
景点所在地所在的地理

区域的地址信息 
可有   

景点所在地地址信息，存储景点

地址信息 

7 图片 
景点所在地旅游标识图

片 
可有   

可以突出景点特色的图片，以提

供用户景点的环境及设施参考 

8 简介 
景点的简要介绍和旅游

特色简介 
应有   

用简单的文字进行景点的介绍，

向用户介绍景点情况 

9 最佳游玩时间 
最适合旅游的月份、季节

或特定的时间段 
应有   

向用户提供景点最佳游玩的时

间，建议用户游玩 

10 交通信息 
进出景点所在地的主要

交通方式和交通枢纽 
可有   

提供相关到达景点的交通信息，

为用户提供出行参考 

11 天气预报 
调用相关天气预报实时

数据 
可有   

提供景点所在地的天气预报，为

用户出行做参考信息 

 

A.3 项目信息 

景点项目信息描述要求见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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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项目信息描述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说明 

1 中文名称 游览项目的官方中文名称 应有   
游览项目的官方名称，用于项目

名称的展示 

2 中文别名 旅游项目的官方中文俗称 可有   
项目的非官方名称，用于搜索应

用 

3 关键词 用于描述项目的关键词 可有   重点文字进行描述项目信息 

4 项目类型 游览项目的项目类型 应有 
平台可根据自身需求

建立项目分类和代码 

项目按类型进行划分，便于展示

及管理 

5 特色说明 
游览项目特点、特色的相

关说明 
应有   

用简单的文字进行景点的介绍，

向用户介绍景点情况 

6 相关景点 游览项目所在景点 可有   游览项目所在景点进行关联展示 

7 费用说明 游览项目收费的说明 应有   
展示游览项目的收费费用包含情

况 

8 营业时间 项目的营业时间 可有   
项目开放时间情况，展示开放时

间，供用户参考 

9 咨询电话 项目所在景点的咨询电话 可有   

景点的咨询电话，用于用户字

段，在后台用户核实景点相关情

况 

10 图片 游览项目的示意图片 可有   
可以突出游览项目特色的图片，

可以提供用户游玩内容的参考 

11 讲解 
游览项目的语音导览或者

其他讲解服务 
可有  

景点内部的语音导览，供游客直

接在 APP 端进行使用 

12 
项目单次最大

接待人数 

游览项目单次的最大接待

人数 
可有  

展示单次最大接待人数，供用户

参考游玩时间安排 

13 专属信息 温泉泡池、滑雪等专属信息 宜有   

温泉、滑雪及其他特色场景景点

的专属信息，供游客在游览前进

行信息参考 

14 博物馆等级 博物馆等级信息 宜有 
国家文物馆对外公布

的博物馆等级  

根据国家博物馆等级信息，业务进

行重点数据划分使用 

A.4 活动信息 

景点相关活动信息描述要求见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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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活动信息描述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说明 

1 活动名称 旅游相关活动中文名称 应有   活动或主题的名称，用于名称的展示 

2 关键词 可概括性定义对象的一

个或多个词或短语 

可有   重点文字进行描述活动信息 

3 活动类型 所属活动类型 应有 平台可根据自身

需求建立项目分

类和代码 

用于区分活动类型，用于划分展示 

4 开始时间 活动开始时间 可有 应遵循 GB/T 7408 

的相关要求 

展示活动开始时间 

5 结束时间 活动结束时间 可有 应遵循 GB/T 7408 

的相关要求 

展示活动结束时间 

6 活动时间说明 活动举办时间补充说明 可有   展示描述活动信息 

7 活动主办城市 活动举办城市所在行政

区划 

可有   景点目的地名称，展示景点位置信息 

8 活动介绍 活动介绍说明 应有   用简单的文字进行活动的介绍，向用

户展示活动信息 

9 相关景点 活动相关的景点 可有   活动所在景点进行关联展示 

10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联系电话 可有   景点的咨询电话，用于用户字段，在

后台用户核实景点相关情况 

11 特色图片 带有对象明显特征的缩

略规格的图片 

可有   可以突出活动游玩项目特色的图片，

可以提供用户游玩内容的参考 

12 图片组合 相关图片组合 可有   可以突出活动游玩项目特色的图片，

可以提供用户游玩内容的参考 

13 适合人群 活动事宜的人群 可有   对于景点适宜游玩人群进行区分，提

供游玩参考 

14 游览提示 活动游览提示 可有   景点主题榜单信息进行展示，提供相

应游玩内容及时间信息 

15 视频库 与活动相关的视频展示 可有   可以突出景点特色和游玩的视频，可

以提供用户游玩购买的参考 

16 交通说明 到达景点的交通方式说

明 

可有   提供相关到达景点的交通信息，为用

户提供出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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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安全信息 

景点安全信息描述要求见表A.5。 

表A.5 景点安全信息描述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说明 

1 人流密度 疫情背景下，景点各时段人流密度情况 宜有   展示景点各时段人流量情况 

2 应急预约信息 
疫情背景下，景点要求游玩前提前预约

信息 
应有   

提示用户景点需预约的预约渠道、凭证

及预约流程相关信息 

3 应急限流信息 
疫情、恶劣天气等背景下，景点限制游客

入园信息 
宜有   

提示用户景点限制客流量的相关信息，

如限流的日、小时、人、比例数等 

4 人身安全信息 景点对人身安全特有的提示信息 应有  提示用户防滑、防止跌落 

5 安全提示信息 

景点为游客入园提供关于疫情防控要

求、人身安全、天气变化、人流密度变化

等相关信息 

应有   

提示用户景点游玩需符合的疫情防控要

求、携带证件、防滑、防跌落、天气变化

和人流密度变化等相关信息 

6 医护设施信息 景点提供医护设施地点和相关信息 应有   提示用户相关医护设施、紧急救助地点 

7 消防安全信息 
景点的消防安全措施和相关设备存放地

点等相关信息 
应有   提示用户消防设备存放地点 

 

A.6 服务信息 

景点服务信息描述要求见表A.6。 

表A.6 景点服务信息描述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说明 

1 常用服务信息 
为游客提供的景点预约、携带证件等通

用服务信息 
应有  

展示为用户景点为游客提供的通用服务

信息 

2 无障碍信息 
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聋哑人等特殊

人群提供的无障碍服务 
宜有   

展示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聋哑人等

特殊人群提供的无障碍服务 

3 
适老化服务信

息 

为老年人提供的老年人专属入园方式、

有助手，配置老年人专属服务人员、 

安置老年人专属信息标识指引，保留老

年人专属预约名额等适老化服务信息 

宜有  
展示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适老化服务信

息 

4 导游服务信息 景点提供的导游、出租导览服务、云导游 宜有   
展示景点提供的导游、出租导览、云导

游等相关导游服务信息 

5 预约信息 景点提供的当日预约管理信息 应有  
提示游客景点采取的预约管理措施和预

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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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景点服务信息描述（续） 

序号 中文名称 说明 约束 值域 使用说明 

6 
单日最大承载

量 
景点提供的当日最大承载量 应有   提示游客是否已经达到当日最大承载量 

7 购物信息 景点相关购物信息 可有   提示游客景点购物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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