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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Y/T XXXX-XXXX《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建设要求与开放条件》是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系列标准之一，本

系列标准结构如下：

——TY/T XXXX-XXXX《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建设要求与开放条件》

——TY/T XXXX-XXXX《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服务管理要求》

——TY/T XXXX-XXXX《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星级划分与评定》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了TY/T 4001-2013《汽车露营营地开放条件和技术要求》。本标准与TY/T4001-2013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汽车露营营地开放条件和技术要求》变更为《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建设要求与开放条

件》；

——删除露营、汽车露营、汽车露营营地、露营者、自行式旅居车、旅居挂车、乘用车、移动房屋、

帐篷定义（见2013版3.1、3.2、3.3、3.4、3.7、3.8、3.9、3.10、3.11）；

——新增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营地型住宿设施、营地型旅居车定义（见3.1、3.5、3.6）；

——修改营位、旅居车定义（见3.2、3.3）；

——统一无障碍设施要求（见4.6）；

——删除总则部分内容（见2013版4.1.3、4.3.3、4.3.4、4.3.5）；

——新增了基本设施内容，增加了出入口、道路、照明、停车场等内容（见第5章）；

——删除出入口内容（2013版6.2.1）；

——删除服务中心服务和管理职能要求（见2013版6.2.5.3、6.2.5.4、6.2.5.5、6.2.5.6和6.2.5.7）；

——新增服务配套设施内容（见6.2）；

——将汽车营位区和帐篷区统一为营位区（见第7章）；

——修改汽车营位区名称为自驾营位区（乘用车、旅居车）（见7.1）；

——修改自驾车（旅居车）营位停车位硬化内容（见7.1.2）；

——修改营位的占地面积（见7.1.3）；

——删除汽车营位区坡度、平整度、停放方式和移动房屋内容（见2013版6.2.2.5、6.2.2.6、6.2.2.9、

6.2.2.13、6.2.2.14）；

——帐篷区新增内容（见7.2.4、7.2.6）；

——新增住宿区（见第8章）；

——增加体育休闲设施内容（见第9章）；

——修改公共卫生间应达到GB/T 18973-2016中A级的要求（见10.4）；

——删除部分生活卫生设施要求（见2013版6.2.6.1、6.2.6.4、6.2.6.7）；

——新增公共淋浴间的要求（见10.5、10.6）；

——新增公共洗衣房的要求（见10.7）

——删除部分安保、消防、医疗与应急设施设备内容（见2013版6.2.7.2、6.2.7.6、6.2.7.7、6.2.7）；

——新增安防监控系统内容（见11.1）；

——合并2013版6.2.7.1、6.2.7.4、6.2.7.5（见11.3）；

——新增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内容（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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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应急广播内容（见11.5）；

——修改供电设施为电力电信设施，并新增配电室、户外配电箱、水电桩、新能源充电桩、通讯信

号、WiFi等内容（见第12章）；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内容增加（见14.3、14.4）；

——删除营地日垃圾处理量（见2013版6.2.10.2）

——新增标志标识（见第15章）；

——修改其他设施（见第16章）；

——新增服务管理要求（见第17章）；

——删除服务要求（见2013版6.3）；

——删除管理要求（见2013版6.4）；

——删除评定要求（见2013版6.5）；

——删除附录A（见2013版附录A）；

本标准由国家体育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北京华安

联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国奥中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中体拓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

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北京汖致露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汤山华宁温泉房车露营管理有限公司、

途居露营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詹郭军、杨光宇、林洁、林晓森、赵英魁、张文畅、郭寒、冯子轩、邓立、陈

敏华、孙慧、黄冠翔、李欣、李宇辰、于惊鸿、付晋。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TY/T 4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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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各种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的露营产业呈现“爆发”发展，国内汽车自驾运动营

地数量日趋增多，2017年5月，体育总局等八部委联合下发了《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并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1000家专业性强，基础设施完善的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初步

形成‘三圈三线’自驾线路和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网络体系”的发展目标，同时提出“到2020年，建成各

类汽车自驾运动营地1000个，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及以下级别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分别占建成总数的

10%、25%和50%，四星级以上汽车自驾营地基本覆盖国内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主要任务。

为了适应我国汽车自驾运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推进并完成《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及任务，促使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更趋于先进、合理、规范，更好的服务于全民健身、体育旅游、休

闲旅游的发展，提高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效的为汽车自驾运动营地

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提供有效支撑，为星级评定工作提供详尽、重要的技术支持，国家体育总局汽车

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汽车露营分会组织制修订了本标准，并将标准中建设

要求与开放条件、服务管理和星级评定内容拆分为三项标准《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建设要求与开放条件》

（修订）、《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服务管理要求》（制定）和《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星级划分与评定》（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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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建设要求与开放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则、基本设施、服务中心、营位区、住宿区、体育休闲设施、生

活卫生设施、安保、消防与应急疏散设施、电力电信设施、给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标志标识、其他设施和服务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向社会开放的汽车自驾运动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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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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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 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T 18487（所有部分）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GB/T 18973－2016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19079（所有部分）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3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CJJ 45-201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 3020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JGJ 153-2016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TY/T XXXX-XXXX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服务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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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 auto sports recreational vehicle （RV）campsite

以汽车营地为载体，以自驾运动参与体验为主要形式，以向大众提供相关运动休闲产品和服务为主

要内容的运动休闲基础设施。

3.2

营位 camping site

营地为消费者提供车辆停靠、帐篷搭建的基本单元，如：自驾营位、帐篷营位等。

3.3

旅居车 recreational vehicle（RV）

用于短暂或季节性居住并满足建筑要求和道路行驶的车辆。

注：“旅居车”也称为“房车”。

3.4

营地型住宿设施 camping hotel

营地提供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住宿设施。如：移动房屋、木屋、树屋、篷房、集装箱酒店、营地型

旅居车、地域特色房屋等。

3.5

营地型旅居车 camping caravan

以营地型住宿设施方式出现，长期或永久停放在营地内的旅居车。

4 总则

4.1 营地规划建设应考虑以下因素

a) 所在地域的上位规划；

b) 可以使用的土地面积和用地性质；

c) 所在地资源承载能力，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d) 资源与环境综合利用，节能环保；

e) 远离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场所；

f) 远离生长有害动、植物的场所；

g) 环境、设备、管理、安全、使用、应急避险等问题。

4.2 宜选择地域开阔、生态环境良好的自然地带。

4.3 宜选择在具备植被、河流、湖泊或海岸，日照充沛的地域。

4.4 应优先满足国家及当地公安、消防、卫生、环保部门相关规定。

4.5 应交通便利、便于通达。

4.6 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并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4.7 空气质量宜符合 GB 3095 的要求。

4.8 噪音应至少符合 GB 3096-2008 中 2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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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地表水环境质量应至少符合 GB 3838-2002 中Ⅲ类的要求。

4.10 土壤环境应符合 GB 15618-1995 中二类以上的要求。

5 基本设施

5.1 四周应设有自然或人为围篱设施。

5.2 对外开放的出入口应有人值守，宜设有门卫室。

5.3 各功能区之间应有道路连接，机动车、电瓶车行道路应做硬化处理，路面需平整。

5.4 主干路宜至少为双行车道，且宽度宜不小于 6 m。

5.5 单行车道宽度宜不小于 3.5 m，并标明行驶方向。

5.6 内部道路应采用常规照明方式，具体宜符合 CJJ 45-2015 的要求，其中机动车道平均照度应达到

机动车道照明标准值Ⅲ级要求，人行及非机动车道平均照度应达到人行及非机动车道照明标准值 4 级的

要求。

5.7 应提供乘客用车停车场，有条件的营地宜提供公共汽车停车位。

5.8 应地面平整、排水良好，不易形成积水。

6 服务中心

6.1 接待服务中心

6.1.1 应设在营地明显的位置，具备建筑标志性和视觉导向性，宜设在出入口或主干路附近。

6.1.2 服务中心规模应根据营地接待规模确定，宜具备足够空间和简易设施供露营者等待和短暂休息。

6.1.3 位置应相对固定，并设有值班室和接待大厅。

6.1.4 应具备基本医疗救护条件。

6.2 服务配套设施

6.2.1 应根据营地规模设置服务配套设施。

6.2.2 宜靠近住宿区、营位区或活动区。

6.2.3 可提供餐饮、商品租售等营地基本服务设施。

7 营位区

7.1 自驾营位区（乘用车、旅居车）

7.1.1 宜选择在天然草坪或种植有高大植被的地域。（沙漠营地除外）

7.1.2 防止车辆轮胎因地面湿软陷入地面，同时方便车辆进出，应对车辆停泊位进行适当的处理。

7.1.3 营位的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40 m
2
，宜不小于 50 m

2
。

7.1.4 营位间宜用绿植或其他方式隔离。

7.1.5 应提供给排水、电源、通讯设备，设备预留形式应与旅居车接口设备匹配。

7.2 帐篷营位区

7.2.1 宜选择在天然草坪或种植有高大植被的地域。

7.2.2 如有高大乔木覆盖，树枝到地面的净空高度应不低于 2.2 m。

7.2.3 地面平整，在 3 m 范围内任意两点相对高差应不大于 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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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宜提供搭设台或防潮垫。

7.2.5 宜设公共洗碗池、公共水龙头。

7.2.6 可提供公共电源，并符合相应安全标准。

8 住宿区

8.1 规划时宜基于住宿形态、客户特点、地形地貌、地理环境做不同类型、面积和房型的设施。

8.2 宜选择水岸边、草坪或种植有高大植被的地域。（沙漠营地除外）

8.3 营地型住宿设施宜高于地面不少于 0.1 m。

8.4 应做好防涝、防潮、防腐措施。

9 体育休闲设施

9.1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应设置供露营者进行体育休闲活动的场地。

9.2 体育场地可采用复合式划线，划线项目宜不超过 3 类。

9.3 体育场地宜具有照明功能，照度值宜达到 JGJ 153—2016 相应项目的训练和娱乐活动等级。

9.4 体育休闲区场地开放时间宜不少于 8 h。

9.5 室外体育设施场地宜设置围网。

9.6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开展的体育休闲项目可选择以下类型：

a) 体育休闲常规类。如：笼式足球、羽毛球、篮球、乒乓球、门球、游泳等。

b) 体育休闲趣味类。如：山地自行车、攻防箭、四季旱雪、卡丁车、迷你高尔夫等。

c) 体育休闲拓展类。如：高低空探险、军事化训练、CS 野战、蹦极、攀岩等。

d) 儿童游乐类。如：滑梯、儿童游乐园、户外儿童拓展等。

e) 汽车运动类。如：汽车（房车）拉力赛、集结赛、巡游赛等。

f) 冰雪运动类。如：高山滑雪、滑冰等。

g) 水上运动类。如：划船、皮划艇、漂流等。

h) 航空运动类。如：航模运动等。

i) 科技体验类。如：VR 游戏等。

j) 民俗传统项目类。

注:选择项目不限于上述类型和项目，营地应根据当地自然资源、气候特点、地貌特征或民俗传统选择体育休闲项

目。

9.7 宜设置综合活动广场。

9.8 若开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符合 GB 19079 系列标准。

9.9 若设置儿童游乐设施，场地内应有缓冲铺装，以保证儿童安全。

9.10 儿童游乐设备和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器材）安装前，业主单位应检验其合格证书。

10 生活卫生设施

10.1 营地应设置公共卫生间、公共淋浴，宜设置公共洗衣房，可设置母婴室。

10.2 设施内部应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地面铺设防滑地砖。

10.3 宜提供冷热水。

10.4 公共卫生间应达到 GB/T 18973－2016 中 A 级的基本要求。

10.5 公共淋浴间应配有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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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公共淋浴间宜提供淋浴分区隔挡。

10.7 公共洗衣房内宜配置自助洗衣机。

11 安保、消防与应急疏散设施

11.1 应设置 24 h 安保监控系统，监控应能覆盖整个营地公共区域，无死角。

11.2 营地内建筑物的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

11.3 各项功能区应按当地防火要求设置室外消火栓和消防器材，并确保其使用状态良好。

11.4 应配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且应符合 GB 17945 的要求。

11.5 应有覆盖全部区域应急广播系统，且宜提供中、英文双语广播。

12 电力电信设施

12.1 供电能力应满足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用电功率要求，宜使用清洁能源供电。

12.2 宜采用双路供电。

12.3 变配电室应设置防止雨、雪和小动物从采光窗、通风窗、门、电缆沟等进入室内的设施。

12.4 变配电室出入口设置高度不小于 400mm 的挡板。

12.5 变配电室的电缆夹层、电缆沟和电缆室应采取防水、排水设施。

12.6 户外露天变配电箱应远离易燃易爆场所。

12.7 户外露天变配电箱宜远离人员集中区域，若无法避开，应在电箱周围设置围挡。

12.8 除检修外，户外露天变配电箱箱门应处于锁闭状态。

12.9 宜设置旅居车水电桩，防护等级至少达到 GB/T 4208-2017 中 IP54（室外）的要求，且根据当地

生态环境适当提高防护等级。

12.10 宜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且符合 GB 18487 系列标准要求。

12.11 应全面覆盖通讯信号。

12.12 宜在主要活动或生活区域覆盖 WiFi 信号。

13 给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

13.1 给水排水设施应符合 GB 50015 的要求。

13.2 寒冷地区，冬季供水应采取保温措施。

13.3 应有独立的污水处理系统或并入市政污水处理管道。

13.4 营地给水应符合 GB 5749 和 CJ 3020 的要求。

13.5 污水排放应同时满足 GB/T 31962 和当地环保部门提出的相关要求。

13.6 污水管道与雨水管道应分开设置。

13.7 旅居车专用污水排放口应设置在旅居营位附近较为偏僻位置，加盖防护物，并应设立明显标志。

13.8 宜设置水循环利用设施。

14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14.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应符合 GB 50337 的要求。

14.2 应使用注有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带盖垃圾箱。

14.3 垃圾箱应数量充足，布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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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应设置垃圾集中转运站，生活垃圾应及时清理。

15 标志标识

15.1 各类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标志宜参考 GB/T 10001.1、GB/T 10001.2、GB/T 10001.4 的要求。

15.2 各功能区、建筑物、内部道路的明显位置处设置导示牌。

15.3 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区域，应设置安全提示标识和警示标志。

15.4 各活动区域、服务设施应设置行为准则、生活服务信息。

15.5 内部道路应设置限速标识。

15.6 住宿区及营位区明显位置宜张贴前台服务电话。

15.7 体育活动场地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如下标识：

a) 入场须知；（如：穿着、身体情况，年龄等）

b) 场地开放信息（如：场地功能介绍、开放时间等）；

c) 场地、器材使用说明；

d) 运动人员安全须知；

e) 场地建设管理信息（如：维护管理单位、维保电话）。

注 1：入场须知应设置在体育活动场地入口处。

16 其他设施

宜在人行道旁和活动区域配备休憩座椅。

17 服务管理要求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服务要求和管理要求应符合TY/Y XXXX-XXXX的相关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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