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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旅游成为各行业、各要素协调发展统筹考虑的对象，尤其是道路交通体系规划更要体现旅游发展的

需求，通过对旅游交通体系规划需要注意的方面进行分析，对重点需要注意的旅游交通内容进行阐述，达到了完善交通体系规划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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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全域旅游促进区域内各行各业、各种要素的协调发展，是一

种开放发展的空间、时间理念，舍弃了过去狭隘的产业和行业思

维，突破了各部门之间的隔离和行业发展的局限，走全方位发展

的道路，将一个区域整体作为一个功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统筹

考虑。在全域旅游思维下，旅游交通体系是协调发展的非常重

要一环，高速公路、高铁等建设需要在规划之初就统筹考虑区域

发展的需求，与所经之处的旅游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等统筹考

虑和规划，要将整个大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建设功能完整的旅

游目的地。由航空、铁路、公路、水路、景区路、集散中心、旅游

服务区、自驾车营地等组成的现代旅游交通体系，让旅游目的

地与客源地的距离越来越近，布局合理的旅游交通体系，满足

人民群众出行的需要，提 供 更 通 畅、更 安 全、更 便 捷 的 交 通 运

输条件。

1 旅游交通体系规划理念

交通体系规划应当在全域旅游新理念指导下，始终以满足游

客和群众需求为目的，敢于突破旧规，敢于创新，做到道路结构合

理、功能完善、便于观光、特色鲜明、服务优质等要求，在规划设计

中要重点把握以下两点理念。

1． 1 要有全域旅游发展的理念
在传统的道路交通规划中主要是考虑道路交通工程建设和

交通安全以及便于管理的要求，对于旅游需求考虑甚少，而在全

域旅游理念和发展模式下，更多的是在此基础上，要充分体现旅

游功能和游客的需求，将旅游元素融入其中。换而言之，一些主

要交通设施，如航空机场、高铁站和线路、高速公路等建设，必须

将整个区域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来统筹发展，在规划建设之初就

应将旅游的需求一并考虑，真正做到交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防

止道路交通和旅游发展需求分离。

1． 2 满足广大游客需求的理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有着更高的旅游出行要求，所以道路

必须将游客需求作为重点考虑，做到进入旅游目的地的大交通

体系必须是“快进”交通网络，而此要依托高铁、航空、高速等道

路交通体系。进入旅游目的地之后，游客就需要深度游、体验

游，在此要求基础上，就需要完善以旅游咨询集散服务中心、旅

游路为核心，以绿道、步行道、低空旅行等“慢游”交通网络，所以

道路交通规划要处理好“快进”交通网络与“慢游”交通网络、跨
区域的“大交通”与小区域的“小交通”衔接，便于游客出行和

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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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形象

项目的造型设计紧扣“医疗航母，扬帆起航”的设计理念，建

筑布局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高低错落、形体丰富、张弛有致。建筑

主体犹如一艘医疗航母，塔楼犹如扬起的风帆，承载着千万患者

的健康与幸福，驶向新的辉煌。
立面设计将功能与造型充分结合，长窗水平向展开，获得采

光的连续性，并且能够很好的适应医疗建筑内部各种不同的功

能。流线型的建筑形态，流畅的水平线条，穿插竖向元素，整体形

态简约纯净、轻盈活泼、时代性强，塑造出绿色阳光的医院形象。

8 结语

淮北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建成后，将以完善的功能布局、合理

的医疗流程、完善的医疗管理、人性化的诊疗环境，引领皖北地区

的医疗发展，为淮北市谱写出华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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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on modern large-scale general hospital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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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new hospital district of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Huaibei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design concept，functional layout，traffic organization，green ecological and wisdom hospital of the project in detail and explores the design ideas
of a modern large-scale general hospital，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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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游交通体系重点规划内容

旅游道路交通体系规划是在传统的交通体系规划的基础上的

提升，区别于以往就交通谈交通的模式，在满足交通工程的基础

上，更注重于游客需求，增加旅游元素，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并且要结合现有创新的建设旅游服务设施。
2． 1 构建合理的旅游交通体系

以机场、车站、高速、铁路等集散枢纽为重要节点，建设与城

市交通疏散量相适应的游客集散和中转系统，加强各种交通运输

方式的衔接，打造结构合理、零换乘的交通体系，达到城市内与

外、进与出之间便捷、安全、顺畅的要求，形成综合旅游交通体系。
梳理旅游道路现状，实施旅游道路规划，对通往景区和旅游村落

的道路进行硬化、绿化、美化提升改造，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达到旅游巴士通行要求。加快干线公路与景区公路连接线以及

相邻区域景区之间公路建设，重点建设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之间

的交通道路连线，形成全域旅游主要旅游道路网络，实现一种以

上快进交通方式通达 4A 级景区，两种以上快捷交通方式通达 5A
景区。
2． 2 建设完善旅游集散咨询服务体系

因地制宜规划建设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可依托市、县区、乡镇

客运站场及景区改造建设市级、县区级、乡镇级( 或景区) 三级全

域旅游集散中心，也可在城区等交通畅达便利位置统一布设市、
县( 全域) 旅游集散中心。改造提升旅游景区游客中心( 集散中

心) 服务设施，同时在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点等交通枢纽和

旅游特色村、星级宾馆、主要旅游购物场所等设立旅游咨询服务

中心( 点) ，在高铁站点规划设置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点) ，形成多

层次的旅游集散咨询服务网络。并有效提供景区景点、度假区、
住宿、餐饮、气象、交通、会展、医疗卫生、安全急救等方面的信息

和咨询服务。
2． 3 推进旅游交通便捷化

旅游集散中心提供便捷、舒适、高效的通往旅游景区的旅游

直通车或旅游交通专线服务，扩大城市公交通往城市周边旅游景

区的覆盖面，推进汽车租赁网点与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连接，实

现游客从机场、车站到旅游景区景点的无缝换乘。积极发展公共

自行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网约车等交通模式; 具备条件的景

区景点配备设置公共自行车、小火车、电瓶车等特色交通游览产

品，包装成具有地域历史文化内涵的交通工具。
2． 4 完善城市旅游公共交通体系

建设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是关键，在城市交通发展中，既要

考虑市民需求，又要考虑游客需求，做到共享理念。必须坚持公

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战略，落实地面公共交通路权优先政策，加快

公共交通专用道建设，合理规划布局网络，形成换乘方便、结构合

理、通达区域广的交通体系，满足市民、游客生活和旅游需求。有

条件的城市要开通直达环城市游憩圈主要景区景点的公交车。
2． 5 创新建设旅游综合服务区网络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充分考虑全域旅游发展空间布局，围绕环

城市游憩带、沿河休闲带、通往主要旅游景区道路、重点乡村旅游

片区等选址建设一批旅游综合服务区，可按照“统一选址、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的“四统一”理念布局建设旅游综合服务

区，配套完善旅游咨询、旅游厕所、旅游购物、加油维修、快捷餐

饮、旅游体验等功能，推动全域旅游服务上档次、上水平。推动高

速公路服务区向旅游综合服务区转型，改造提升空间布局设施，

增加旅游咨询、旅游购物、旅游体验等功能，各地区根据实际可以

加挂“全域旅游综合服务区”的牌子。

2． 6 配套规划旅游体验设施

以往的道路交通以工程建设为主，对旅游元素设置考虑欠

缺，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必须将旅游元素充分体现，在规划设计中

要在国道、省道等干线公路以及通往景区的公路沿线规划建设观

景平台、交通驿站、自驾车营地等旅游设施，增加观光体验功能，

提升服务水平。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建设一批旅游风景

道、绿道、步道、骑行专线和交通驿站等公共休闲设施，形成具有

交通疏散、休闲娱乐、旅游体验、运动健身、文化教育、科普观光等

多功能的道路交通体系，达到公共休闲设施布局合理、空间充足、
功能完备，旅游慢行系统贯穿主要城镇、乡村和景区，有功能完备

的旅游服务点和紧急救援体系，并完善标识系统。

2． 7 配套规划旅游停车场

停车场也是交通体系重要的一个环节，着力改造提升景区景

点、乡村旅游点、旅游购物场所等停车场所，配套建设旅游服务

区、驿站、观景台等停车场所，对所有旅游停车场所实行生态化建

设，避免大面积硬化，并最大限度提供遮阴、避雨等周到细微化服

务。停车场面积要与游客承载量匹配，建立布局合理、设施齐全、
智能化管理的生态停车场系统。
2． 8 构建旅游交通应急保障机制体系

通过旅游交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与旅游集散咨询服务中心

大数据系统连接，将各种交通方式的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共
享，为游客提供可查询的便捷、准确、及时的信息，指导游客出行。
建立完善的交通应急保障机制，建立应急预案和处置机制，提高

应急处理能力，逐步建立跨区域的旅游交通联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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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road traffic system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ll-for-on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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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tourism industry becom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the elements，o-
verall consideration in object，in much of the road traffic system planning should reflect the demand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through the
tourism traffic system planning need to be aware of aspect analysis，elaborates the content of the tourism traffic for key note，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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