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080 

A 12 

团 体 标 准 
T/CAS XXX—2020 

 

 

旅游景区预约游览服务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reservation service of touring in tourist 

attractions 

(征求意见稿) 

 

2020-XX-XX 发布 2020-XX-XX 实施 

中国标准化协会 发布 

 



T/CAS XXX—2020 

I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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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标准由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点评）提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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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

和旅游部等 23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的精神，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

通知》“旅游景区要建立和完善预约制度，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做到旅游景区流量管理关口前置，

变被动的现场分流管理为主动的行前预约管理”的要求所制定。为应对假日旅游高峰期挑战，实现

景区有序开放，加强标准的有效规范，本标准结合该服务实践中的经验，从服务要求、服务流程、

应急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景区复工复产和消费者安全消费提供了重要保障。 

该标准不仅可在此次疫情期间应用，同时在节假日等旅游景区客流高峰时段继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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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预约游览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旅游景区预约游览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服务要求、服务流程、应急保障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互联网平台（包含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和景区自建的互联网平台）和景区开展旅游

景区预约游览服务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26355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LB/T068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 tourist attractions 

以满足旅游者出游目的为主要功能(包括参观游览、审美体验、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并具备

相应旅游服务设施，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该管理区应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

地域范围。 

3.2  

预约游览 reservation service of touring 

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查询景区相关景点信息，远程预约景区游览时间和游览服务，景区提供

快速扫码入园游览，减少消费者排队等候时间。 

3.3  

日最大承载量 daily carrying capacity of scenic area 

在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旅游设施设备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景区日开放时间内能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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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最大游客数量。。 

3.4  

瞬时承载量 instantaneous carrying capacity of scenic area 

在某一时间点，在保障景区内每个景点旅游者人身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景区能

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数量。 

3.5  

游客高峰时段 peak hours 

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或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百分之八十的时段以及为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时期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时段。 

4 服务要求 

4.1 互联网平台 

4.1.1 景区信息展示 

平台应准确、完整展示景区提供并通过审核的游览信息，及时处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的

信息。通过合理方式向用户明示景区相关景点的内容、价格政策、使用期限、使用条件、退改政策

等信息和交易规则。特殊时期及游客高峰时段，平台应及时发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限流信息：景区是否限流及限流单位；园区每日接待上限，瞬时接待上限；景区内单个景

点、场馆限流名称，景区内单个景点、场馆接待上限；景区达到客流上限时应提示消费者

联系景区工作人员确认是否可进行游览或提示消费者隔日来游览等相关信息；其他限流说

明。 

b) 安全措施信息：提示消费者全程佩戴口罩，入园体温监测，出示所在城市健康码，实名登

记进入，携带相关身份证件及其他相关安全措施信息。 

c) 远端调控信息：景区通过平台进行通知，引导消费者提前购票和发生限流前的入园引导。 

4.1.2 游客高峰时段预警 

旅游景区相关主管部门、旅游景区、平台应当共同在景区所在地的游客集散中心、景区周边交

通枢纽等游客途经或聚集处进行景区预约信息、景区限流信息通知。平台应根据 LB/T068 的要求发

布游客高峰时段预警信息，根据各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瞬时承载量发布瞬时承载量预警信息。 

4.1.3 线上支付交易 

消费者在平台支付价款完成景区门票购买后，平台应在购买完成页面和订单信息中明确消费者

购买结果。消费者在平台预约使用的过程中，平台应在交易完成页面和订单信息中明确消费者交换

使用的结果。平台和景区宜在游客高峰时段采取分时预约、实名制购票，应在限流情况下采取联动

措施暂停或停止当日售票。因景区达到客流量上限，导致已购票未入园的消费者，旅游景区和平台

应全额退款。 

4.1.4 线上评价与改进 

消费者可通过平台提出对预约游览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平台应及时根据消费者评价提出的问题，

督促景区处理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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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旅游景区 

4.2.1 信息提供和展示 

旅游景区应提供准确、完整、真实的信息。应明确相关景点的内容、价格政策、使用期限、使用

条件、退改政策等信息和交易规则。应将预约、限流政策提供给景区主管部门和平台，以便信息线

上和线下同步展示通知游客。 

4.2.2 履约 

在消费者到景区游览时旅游景区应根据约定安排消费者快速入园减少排队等待，为消费者提供

与承诺一致的游览服务。应建立服务热线和在线投诉解决机制，依法及时处理用户投诉。有效期内

消费者未使用的预约门票可随时退票。 

4.2.3 预约游览服务宣传 

景区管理部门应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合理确定景区分时段的最大流量规模。宣传推广错峰、

分时段等预约游览方式，推广实行线上平台预约，引导游客在预约时段扫码入园，或凭码换票入园。

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景区的游客高峰时段和客流管控等级。 

4.2.4 游客高峰时段疏导 

旅游景区应根据 LB/T068 要求的游客高峰时段三级预警信息，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方面： 

a) 通过信息化手段和人员引导服务，开展现场疏导，安排游客有序入园。 

b) 提供清晰明了的指引线路设备（指示牌、立牌、导览图、地贴、地图手册），按照景区实

际的区域功能划分为引导、购票和入园三个区域，在不同区域放置不同功能型设备，引导

游客实现快速入园。 

c) 在现场购票环节，推广智能扫码购票，支持智能扫码入园，将售票预约流程前置，避免游

客聚集在窗口购票，通过自助设备替代临时售票点、通过 POS 机提升检票流程，提供社会

化服务人员协助景区疏导。 

d) 通过现场广播或者人员疏导游客避免聚集。提醒游客按秩序排队购票、换票、检票、入

园，提供等待线、等待标识，避免游客排队聚集 

e) 通过地贴、隔离栏、一米线等划分不同区域和游客行走路线，避免游客交叉。 

f) 安排工作人员，在不同的功能区域负责游客的现场疏导和服务工作，按照线上预约和现场

购票将入园游客分类，分别引导不同游客分别入园游览。 

g) 景区开阔地带，建立设立临时的咨询服务点，用于客户购票、咨询类的服务，避免游客集

中至客户服务中心。 

h) 在景区承载量超标后，先让入园游客有序游园，同时通过现场广播、手机信息等提醒滞留

在广场游客在指定的等待区或者休息区等待入园。 

5 服务流程 

5.1 线上展示 

互联网平台应将通过审核的景区预约游览活动信息，设立专区进行展示。 

5.2 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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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可通过互联网平台查询景区预约游览及门票价格有关信息，规划出行计划。 

5.3 线上预订 

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景区预约游览信息，选择并购买景区预约游览服务凭证。 

5.4 线下游览 

消费者凭借购买的景区预约游览服务凭证到景区游览时，景区应提供线上承诺的相关游览服务。 

5.5 评价与监督 

消费者可通过平台对预约游览服务提出评价和建议，平台应及时处理评价并改进，督促旅游景

区整改。平台应建立服务热线和在线投诉解决机制，依法及时处理消费者有关服务投诉。平台宜积

极与景区经营者协调，为消费者预约游览服务提供便利，最大限度保障用户权益。 

 

 

图1  旅游景区预约游览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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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保障 

6.1 组织保障 

6.1.1 景区应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宜在地方政府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6.1.2 景区宜按照景区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求与安排，配合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环保等相

关部门，构建应急管理系统。 

6.1.3 景区应聘请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的专家，提供应急管理决策咨询，并开展应急能力培训。 

6.1.4 景区应组织有关部门加大对经营场所的监管力度，确保高峰时段经营场所运营正常。 

6.2 设施设备 

6.2.1 景区应配置安全、救援等应急设施设备，定期检查，确保高峰时段能正常启用。 

6.2.2 景区应对用于高峰时段应急处理的特种设备加强维护和保养。 

6.2.3 景区应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分别在景区内外主要游客集散点配置信息采集、信息咨询、线路指

引、紧急救助、通讯调度、交通换乘等设施设备。 

6.2.4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导向标识，宜按 GB/T 10001.1和 GB/T 10001.2建设。 

6.2.5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临时停车场所，宜按 GB 5768.1建设。 

6.2.6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临时厕所，宜按 GB/T 18973建设 

6.3 人员保障 

6.3.1 景区应有人力资源储备，能够依据分级应对要求为各部门或岗位配备足够的人力。 

6.3.2 应急预案启动，景区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到岗，实施应急方案。 

6.3.3 景区工作人员的服务应符合 GB/T 26355规定。 

6.4 智能化建设 

6.4.1 景区宜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游客流量进行预测，实行分级管理，为应对预案的启动提供

准确依据。 

6.4.2 景区宜采用通过互联网平台购票系统、景点实时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做好景区游客分布监

测。 

6.4.3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所有数据、资料应按规范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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