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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家公园中建立规范完善的标识系统能起到保护、教育、提升国家公园形象等重要作用。本

文针对国家公园这一特殊的保护区，对公共标识系统构建的重要性、分类构建和分区构建进行了一定的探

讨，希望能借此提升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构建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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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the National Park can be 

useful in protection, education as well a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image of National Pa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ment of publ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zo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National Park,aiming to enhance 

the theory and design of National Park public indent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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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标识系统，是一种信息传递的形式，指任何带有被设计成文字或图形的视觉展示，综

合解决信息传递、识别、辨别和形象传递等功能的一系列标志[3]。而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

统指的是在国家公园内提供公共信息的系统标识。 

国家公园作为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形式，已成为世界通行的能有效解决资源保护和利

用矛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1]。国家公园的公共标识系统通过文字、图像和符号向游客提供全

面的信息，引导游客在国家公园内开展旅游活动，保证旅游活动安全、顺利的完成，同时也

是国家公园管理游客的重要途径之一。公共标识系统的不合理建设，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和

对自然、文化的认知程度，同时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原生态文化的展示。 



 

2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构建的意义 

适度发展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合理利用资源的最佳途径。国家公园可以利用生态旅游这

个广阔市场推出自己独特的自然优势。建立规范完善的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为更好地促进

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减少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公共标识系统可增

强游客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做到不对资源和设施造成过度利用和破坏，指导游客科学合理

地利用自然生态环境, 推广生态旅游方式，并鼓励游客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 

（2）可使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发挥。通过标识可以充分展示国家公园的

景观资源类型、特色、美学特征和游憩价值，突出景区的资源魅力，提高景区文化品位和旅

游吸引力，满足游客的精神需要。使游客深入了解国家公园的资源价值、与周围地区的关系

以及国家公园的地位和意义。 

（3）提升国家公园的旅游形象和地区形象。公共标识系统可以体现国家公园的生态文

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和地区活力，加深人们对国家公园的认识，提升国家公园的整体形象,

促进可持续发展。 

（4）能协助国家公园进行科学管理。如景区内设置警告牌和游览须知的解说牌，一方

面保护景区内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防止游客进入，另一方面在可能存在危险的地方提示游

客注意保护自身安全，达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5）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公共标识系统以简单、多样的方式向游客及其他

人员提供导向、安全、服务方面的信息，使他们有安全、愉悦的感受。国家公园内如缺乏合

理完善的标识体系，直接影响游客的旅游质量 [ 6 ]。 

3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构建 

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是保护，但也兼有生态旅游和展示，其主要特点就是进行分区管理，

因此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应根据国家公园的特殊性和公共标识需求和作用对其进

行分类和分区构建。 

3.1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构建的要求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规范。遵循统筹规划、

生态环保、经济实用、艺术美观、功能完备的原则。表达信息应规范科学、准确清晰、通俗

易懂，便于阅读，准确、有序、恰当地使用标准化图形符号，甚至应该采用国际化的公共信

息图形符号，以便帮助人们实现跨国界识别指导人们的行为。它可使不同国家、具备不同文

化程度、使用各种语言和方言的人均易于理解。同类标志的版面应在风格、色彩、样式上统



 

一，并考虑与公园解说系统风格统一。应突出公园特点、地方特色并与公园的定位、环境条

件、景观风格相协调。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与一般的旅游景区要求有所不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专业性和

科普性，并能起到管理、引导、展示和宣教的作用。结合国家公园不同的功能区规划设计各

类标志，并做到类型合理、数量精简，避免出现标志内容相互矛盾的现象。标志的设置须遵

循“看得到、看得清”的基本要求，结合环境特征、视线、等确定标志设置合理性，形成连

贯有序的公园公共标识系统。同时，应严格按照设计和相关的规范、要求进行制作安装，保

证清晰美观，考虑协调性、稳固性和安全性。 

3.2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的分类构建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除一般景区标识外，应重点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科普教育、环

境解说和旅游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因此，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按国家公园所需功能分类如

下： 

1）基本标识系统 

（1）导向标志系统：位置标志、导向标志、平面示意图、街区导向图、信息板、便

携印刷品。 

（2）安全标志：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消防安全标志和疏散路线标志。 

（3）劝阻标志 

2） 专业标识系统 

资源标志、保护标志、科研监测标志、生态旅游标志、科普宣教标志、管理标志 

根据国家公园功能需求，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可从基本标识系统和专业标识系统构

建进行分类构建。 

3.2.1 基本标识系统的构建 

基本标识系统是提供基本信息的系统标识。该类标识应通俗易懂、一目了然，毋需经

过专业或职业训练即可理解（例如不允许吸烟、紧急出口、各种设施的位置等等）。基本标

识系统可从导向标识系统、安全标志、劝阻标志三个类型进行构建。对于国家规范有强制性

要求的标志应严格按照国家关于公共标识规定的颜色、图形及其他相关要求进行设计、制作

和设置，不能随意改变。如禁止标志必须采用圆形、白底黑色图形标志、红色禁止斜线、红

色边框。 

（1）导向标识系统是指导游客行为活动合理、秩序化的系统标识。导向标识系统应为

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使游客能轻松、顺利的完成生态旅游活动，应覆盖国家公园周边区域，



 

应重点起到引导游客进入国家公园或达到某个景点的作用。导向标识系统可从位置标志、导

向标志、平面示意图、导向图、信息板等方面进行构建。如普达

措国家公园导向标志既有方向导向性又有标志性。（图 1）。 

（2）安全标志是为确保安全提供的信息标志。国家公园内存

在较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也包括对游客有害的动植物和

有潜在危险的生态环境。国家公园内部的道路较少，发生紧急情

况时不易疏散。因此，安全标志显得尤为重要。安全标志可从禁

止标志、警告标志、消防安全标志和疏散路线标志四个类型进行

构建。如西双版纳国家公园中的安全标志。（图 2） 

（3）劝阻标志是劝阻人们某种行为的公共信息标志。 

国家公园内的劝阻标志应从保护资源、保护国家公园内部设

施、规范游客行为、保障游客安全方面进行非强制性信息的构

建。 

3.2.2 专业标识系统的构建 

专业标识系统是针对国家公园的特殊性，提供专业信息的

标识系统。专业标志应严谨，科学性强，但又要通俗易懂。专业标识系统应从资源标志、保

护标志、科研监测标志、生态旅游标志、科普宣教标志、管理标志等方面进行构建。 

——（1）资源标志应对国家公园内资源进行标识，起到科普宣传、保护、提醒的作用。

包括核心资源标志、物种（动物、植物）标志。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包括有形的自然资源和人

文资源及其景观，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遗产资源。根据国家公园资源的分类，把

资源分为八大类，即天景、地景、水景、生景、风物、胜迹、建筑、园景。资源标志的构建

应充分考虑其资源类型，并能起到展示、宣传、解说、保

护的作用，帮助游客理解国家公园内资源的内涵，更好地

进行科普教育，使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也能增长知识。

如德钦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笑弄牧场的标志针对该处的历

史意义进行了解说。（图 3） 

（2）保护标志应对国家公园内的保护设施、资源、

野生动植物、繁育基地起到保护、提醒的作用。保护是国 

家公园的主旋律，保护标志在国家公园中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公园内的保护设施如管护站

（点）、检查站（哨卡）、管护码头、巡护道、了望台等。在资源方面，应针对需要保护的

图 3 梅里雪山国家公园资源标志 

图 2 安全标志 

图 1 普达措国家公园导向标志 



 

对象和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进行标识，如地质人文景观资源保护、野生动物食物及水源补

充点、珍稀植物繁育圃、野生动植物保护设施（生物通道、生境、走廊、人工动物巢穴、围

栏）、野生动物救护等。 

（3）科研监测标志应对国家公园内科研设施、监测设施、监测资源等进行标识，为科

研监测人员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对游客进行科研监测内容的宣传教育。科研监测标志的构建

应从科研中心，研究基地、监测站（点），固定样地，固定样线、物种（动物、植物）监测，

环志站，土壤、水文（水质）、气象、污染源监测等方面进行构建。 

（4）生态旅游标志应对国家公园内生态旅游服务设施、旅游要求的标识，起到服务、

指导的作用。生态旅游标志上的内容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具体而细致，应充分考虑

游客的实际需要，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使用旅游设施。如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标志针对碧塔海

进行了旅游解说（图 4）。西双版纳国家公园内的野象谷景区景点导览图，不但提供了导览

路线，还提供了公共厕所、停车场、问询点等能帮助游客的信息。（见图 5） 

（5）科普宣教标志应对国家公园的科普宣教设施、文化内涵、主题特色、历史沿革、

核心资源等需要宣教的内容进行宣传教育的标识，起到科普宣教的作用。科普宣教标志重点

在于对国家公园的自然环境，如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气候、土壤、珍稀动植物等，介绍

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作用以及与人类发展的关系。通过对国家公园环境的解说和自然生态

系统的科学价值的挖掘，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国家公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人们关爱自然、保

护环境。 

（6）管理标志应对国家公园的管理设施、管理要求以及注意事项等进行提醒和介绍的

标识，起到方便管理的作用。借助于管理标志，代替管理人员对游客进行无声的、现场的管

理，使游客自觉服从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各项管理条例，增强人们对自我行为的管理，达到

图 5 西双版纳国家公园旅游标志 图 4 普达措国家公园解说标志 



 

有效保护资源与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游憩价值的目的，进一步提高管理

效率。 

3.3 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的分区构建 

为了保护国家公园的自然环境，不因游览活动引起有害于自然生态系统或有损于自然景

观的变化，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土地一般都实行分区制。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包括严格保护

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在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上，应充分结合国家公

园的各功能分区的特点，需求等进行分区构建。 

3.3.1 严格保护区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 

严格保护区是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或核心资源集中分布，自然环境

脆弱的地域。该区的公共标识系统标志主要服务于管理巡护人员和科研监测人员。严格保护

区公共标识不宜过多，标志的设置应根据公园总体规划，仅在巡护管理、科研监测人员活动

的路线、地点和其他人员可能进入的外围区域适量设置。该区域需要构建基本标识中的安全

标志（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消防安全标志），专业标识中的科研监测标志和管理标志，用

以提醒和警告管理巡护人员及科研监测人员。 

3.3.2 生态保育区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 

生态保育区为国家公园范围内维持较大面积的原生生境或已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而需要

自然恢复的区域。生态保育区可作为严格保护区的屏障，在保护级别上仅次于严格保护区。

该区的标志主要服务于巡护管理、科研监测、教学活动、科考性生态旅游。标志的构建以安

全标志（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消防安全标志）、劝阻标志、保护标志、管理标志、科研监

测标志、资源标志为主，少量设置疏散路线标志、导向标识系统和科普宣教标志。用以提醒

和警告管理、科研监测人员，指导和管理科考、社区人员。标志的设置应根据公园总体规划

仅在管理巡护、科研监测、教学科考人员活动的路线、地点和功能区边界处适量设置。 

3.3.3 游憩展示区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 

游憩展示区为国家公园范围内景观优美，可开展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协调的旅游活

动，展示大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区域。游憩展示区向游客开放，是国家公园内游客活动最

多的区域，也是国家公园标志设置最多的区域。需为游客及其他人员提供游览信息、公共设

施信息、安全信息。标志的构建应以导向标识系统、安全标志（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消防

安全标志、疏散路线标志）、劝阻标志、资源标志、保护标志、生态旅游标志、科普宣教标

志、管理标志为主。 

3.3.4 传统利用区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 



 

传统利用区为国家公园范围内现有社区生产、生活和国家公园开展多种经营的区域。传

统利用区可依托现有社区生产、生活及经营活动开展一定的旅游体验活动，游客量仅次于游

憩展示区。根据其特点该区需为游客及社区人员提供旅游体验、公共设施、安全等信息。标

志的构建以导向标识系统、安全标志、劝阻标志、科普宣教标志、管理标志为主。 

3.3.5 其它区域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 

其他区域主要指国家公园的门禁区和外围引导区。国家公园的门禁区和外围引导区承载

着游客导入导出及科普宣教的功能，需构建导向标识系统及科普宣教标志。导向标识系统的

设置要能引导游客进出国家公园，在设置上要适当重复、连续统一。比如每间隔 300m 设置

一个导向标志。科普宣教标志的设置应醒目、代表性强，能起到形象宣传、吸引游客的作用。 

4 结语 

体系合理、内容完善的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是人们认识、了解国家公园和丰富生态旅

游体验的基础信息平台，是影响生态旅游体验的重要因子。国家公园的公共标识系统的构建

是保护自然资源、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合理有效并持续利用自然景观资源和国家公园的重要

保障。基本标识系统和专业标识系统之间应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其构建影响着国家公园对

外提供服务的质量。因而应对国家公园公共标识系统进行系统构建，并对其建设和维护加以

重视，以促进我国国家公园资源保护与生态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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