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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步道系统配置要求 第 1部分 登山步道

1 范围

本配置要求规定了登山健身步道的分类与分级、选址要求、设计要求、建设要求、配套设施要求、标

识系统要求、智慧信息系统要求、环境保护系统要求、安全救援系统要求、验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登山步道建设规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9079.30-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30部分：山地户外场所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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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5566.7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7部分：运动场所

GB/T 23268.1 运动保护装备要求第1部分：登山动力绳

HJ/T 6-1994 山岳型风景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配置要求。

3.1 健身步道 fitness trails

专供人们用于开展健身活动的道路，按照使用方式可分为登山步道、步行道、骑行道，建设的内容主

要包括道路本体、标识系统和服务设施。

3.1.1 登山步道 climbing trails

以登山为基本方式，在山地上修建的，以徒步、健身为目的的步行道路。

3.2 环境容量environment capacity

又称环境负载容量、地球环境承载容量或负荷量，是在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系统不致受害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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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或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

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最大限度。

3.3 流量控制 flow control

基于生态压力，对单位时间内通过登山健身步道总人数进行的限定。

3.4 缓冲带 buffer zone

登山健身步道两侧为保障使用者安全与降低对登山健身步道所在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带状区域。

4 分类与分级

4.1 分类

4.1.1 线状登山步道

一条拥有独立起点和终点，且起点与终点互相不重合的登山步道。

4.1.2 环形登山步道

形成一个闭合环形的一条登山步道。

4.1.3 网状登山步道

由多条登山步道交错形成的网状登山步道系统。

4.2 分级

按建设程度，分为以下三级，一条完整的登山步道是由 A 级、B级、C 级三级步道混合组成的：

4.2.1 A 级

完全开发。新建登山步道及相关设施高于 90%，长度不超过步道总长度的 20%。

4.2.2 B 级

高度开发。新建登山步道及相关设施达到 70%-90%，长度不超过步道总长度的 30%。

4.2.3 C 级

开发。新建登山步道及相关设施达到 50%-70%，长度不超过步道总长度的 60%。

5 选址要求

5.1 登山步道应因地制宜，彰显特色，应充分挖掘省内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宜结合各地红色文化、历史

文化、生态文化等文化内涵，突出步道主题元素。

5.2 宜选择有移动通讯网络覆盖的区域。

5.3 宜串联各类城乡户外开放空间和历史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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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历史遗存。

5.4 应避开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山洪暴发、易发泥石流、风雪灾害等地质不稳定、易发生地质灾害和自

然灾害的危险区域。

5.5 应尽量避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易于遭到破坏和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

5.6 应保证群众健身的通达便利性。

5.7 应达到健身目的与享受登山乐趣，符合山地户外运动的安全原则，维护经过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态、

历史文化和景观原有特征。

6 设计要求

6.1 登山步道路线设计前须经前期勘察调研。

6.2 应利用和改造原始山路、古道、机耕路、防火隔离带等原有路径，不破坏自然环境、并使自然景观

发挥价值，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或其他特殊路线，可不采用 4.2 的分级要求。

6.3 登山步道路网中每条道路应根据不同的区域、地形、地貌、使用功能和资源条件选用不同的设计，

并应与其他道路、景点相连接，形成环路。

6.4 对于难以避让的危险区域，应设置明显的警示牌及安全有效的防护设施。

6.5 登山步道路线的设置应易于实施救援救护，方便使用者撤离。

6.6 根据环境和使用需要，设置活动准备区。

6.7 根据环境容量和流量控制原则，进行步道线路选择，配套和附属设施的设计。

6.8 登山步道所在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与当地城乡总体规划、自然生态保护区、文化文物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等上位规划相统一。

6.9 设计方案应通过评审，方可建设。

7 建设要求

7.1 应坚持环境保护、保持原始环境状况，以就地取材为原则，运用施工现场的地形与素材进行修筑，

避免产生建筑垃圾。

7.2 登山步道路面由主步道与两侧的缓冲带构成。登山健身步道主路面以原地土石道为主要道路类型，

辅以木栈道、砾石道、间隔石道、台阶、桥梁等其他辅助类道路。缓冲带应有植被覆盖。

7.3 应尽量减少石质台阶与硬质路面的使用，以土质、草质、腐殖质等松软、具有一定弹性的路面为宜。

7.4 登山步道应具有一定坡度。坡度超过 25°的路段应设置台阶。台阶分石制、木制、土木混制等形式。

7.5 应修建完善的排水系统。

7.6 根据环境容量和流量控制原则，应采用相应对环境低影响的施工方法进行步道路面、缓冲带、木栈

道、桥梁、台阶、排水系统、配套和附属设施的建设和防护类附属设施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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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套设施要求

8.1 休息点

8.1.1 应就地取材。

8.1.2 休息点的建筑物形态颜色宜与周边环境保持协调一致，结构合理坚固，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8.1.3 应设置固定座位。根据环境及使用需要，可设置遮雨篷、固定桌子、生态厕所等设施。

8.1.4 休息点的设置间隔以 1h 路程或者 3-5km 长度为宜。

8.2 露营地

8.2.1 单程超过 8h 路程，应设置露营地。

8.2.2 应建在山体地质结构稳定、无上方威胁、无洪水危险、干燥平整、靠近水源地的安全地区。

8.2.3 应设置帐篷区、用火区、卫生区。根据环境及使用需要，可设置取水区、用餐区、娱乐区、休息

区等。

8.2.4 应设有生态厕所，厕所的设立应避开水源地 60m 以上。

8.3 步道服务中心

8.3.1 有条件的可设置多处，线状步道应在步道起点、终点位置设立步道服务中心；环状步道应在步道

起终点位置设立步道服务中心；网状步道应在人流量大或交通便利或多条步道交汇处位置设立步道服务中

心。

8.3.2 视条件，可提供登山步道信息咨询、住宿、补给、垃圾处理、安全救援、医疗等服务。

8.4 停车场

应在登山步道主出入口设置停车场。有条件的可设置多处。

8.5 清洁区

B 级、C 级登山步道终点应设置清洁区，配备气流除尘设备。有条件的可配备衣物烘干设备。

9 标识系统要求

9.1 应设立完备的标识系统，包括导示标识、警示标识、劝示标识、路书。

9.2 导示标识登山步道线路、位置、方向、长度、距离、海拔、分级等信息，共分三级：

一级导示：登山步道的整体介绍、使用说明和路线图。设置于主出入口；

二级导示：登山步道的路线全图和当前位置说明、区域重要信息介绍。设置于关键节点和重

要功能区，如：登山步道服务中心、露营地、停车场等；

三级导示：承担定位功能、实现引导作用。每 500m 等距设置。

9.3 警示标识：呈现安全、紧急救援、环境及动植物保护等警示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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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劝示标识：呈现科学健身、运动教育、环境保护、科普教育等劝告性信息，设置于各出入口、服务

中心、休息点、露营地等人流集中和休息区域。

9.5 禁止标识：呈现步道上严禁出现的各类不被允许的行为信息，设置于出入口、服务中心、岔路口、

休息点、露营地等人流集中区域。

9.6 路书：登山步道的使用指南，全面介绍登山步道系统的地理区位信息、详尽的登山步道路线信息。

路书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登山步道路线图、登山步道服务中心、出入口、起止点、长度、

高差、健身系数、登山运动指数、装备指南、沿途景观、补给点、服务点等介绍、标识系统使用指南、登

山步道各配套设施介绍、科学登山健身指南、环保指南、安全和紧急救援指南、以及登山步道所在地概况、

休闲旅游指南（包括历史、人文、自然景观景区景点、交通指南、食宿服务等）。

9.7 标识物的材质宜以就地取材的天然材料为主。

9.8 依照登山步道分级，各种标识物的数量由 A 级至 C 级逐级减少。

9.9 各类标识物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2、GB/T 10001.4 的要求。

10 智慧信息系统要求

10.1 智慧化步道信息系统的构建由 WIFI 和数字化智能终端支持系统共同现实。

10.2 登山步道所在区域应实现 WIFI 的全面覆盖，有互联网服务平台，配备物联网信标、电子监控系统

和传输网络、运营商基站数据系统。

10.3 应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智能性，提供登山步道客户端服务，包括在线预约与支付、电子地图下载、路

书下载、电子导视、智慧导游、登山步道解说、使用者全程实时定位、使用者个人体验评价提交、使用者

群体交流互动等。

10.4 应提供运动效果可视化功能，通过个人电子穿戴设备实现使用者实时运动参数、健身效果可视化功

能，通过登山步道智能化终端中的标识系统实现运动里程、高程、上升与下降数据统计成果的可视化。

11 环境保护系统要求

11.1 依照环境容量和流量控制原则进行登山步道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11.2 登山步道区域内的建设、土地利用或开发等行为不得对野生动物或植被构成重大影响。

11.3 设置禁止倾倒垃圾的标识。登山步道使用中产生的垃圾应带到指定地点并进行集中分类处理。

12 安全救援系统要求

12.1 预警

12.1.2 登山步道宜在出入口、服务中心、岔路口、休息点、露营地等人流集中区域公布救援电话。

12.1.3 登山步道的预警功能应由标识系统中的一级、二级、三级导示共同实现。

12.2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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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登山步道救援系统应包括安全管理机构、救援队、救援设备。

12.2.2 应制定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

12.2.3 救援设备应符合国际、国家相关规定，并定期养护、更新，保持良好的功能状态。

12.3 验收

登山步道建成后应通过验收，方可对公众开放。验收表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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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登山步道验收表

表 A.1 登山步道验收表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技术服务单位

归口管理单位

登山步道基本条件

验收项目 设计与建设要求 实际验收情况

评定

合

格

不合

格

步道选址

 应避开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山洪暴发、

易发泥石流、风雪灾害等易发生地质灾

害和自然灾害的危险区域。

 应尽量避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易遭破

坏和野生动物经常活动区域。

 应保证群众健身通达便利性。

 其他：参见配置要求相关内容。

步道分类 Ⅰ.线状 Ⅱ.环形 Ⅲ.网状

步道分级 ①A级 ②B级 ③C级

步

道

总长度 不小于20km

交通流量

①低到中时单行线，中到高时双行线

②局部流量大设双行线

③单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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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体

宽度

①无荒野路，单行 1-2m，双行 1.5-3m；

②荒野0.6-0.8m，单行0.8-1.5m，双行

1.2-2m；

③荒野0.5-0.6m，单行0.6-1m，双行

1-1.5m。

坡度

①2%-5%，最大5%-12%，密度0%-5%；

②2%-10%，最大15%，密度5%-20%；

③3%-12%，最大 25%，密度 10%-20%。

断面坡度

①理想2%-3%，最大3%；

②理想3%-7%，最大10%；

③理想5%-10%，最大15%；

洁度

①宽度1.5-2m，无植被侵占，路肩清洁

0.45-0.6m；②宽度1.2-1.5m，可有少量

植被侵占，路肩清洁0.3-0.5m；③宽度

1-1.2m，植被可能侵占，路肩清洁

0.3-0.5m。

转弯半径 ①1.8-2.4m；②1.2-2.4m；③0.9-1.8m

路面

①沥青或其他外来材料硬化；②就地取材

或使用外来材料修建，允许硬化；③就地

取材或外来材料修建

建筑特点

及路面元

素

①建筑普通或连续，通常使用外来材料，

可包括桥梁、木栈道、路肩、扶手、路边

便利设施及类似设施；②建筑普通或大

量，就地取材或使用外来材料；可设桥梁、

路边便利设施；③建筑常见，就地取材，

涉水路面自然或人工，可架设桥梁；

路肩

 必须表面平整密实，不易积水。

 可使用石、木、金属等材质修建。

 压实度、平整度、宽度、横坡均不小

于设计值。

排水系统

 线条顺滑、沟底平整、排水通畅。沟

底高程、边沟断面、铺砌厚度均不 小于

设计值，坡面坡度不陡于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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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沟、

涵管）

 涵管进出水口、涵身应密实不漏

 水，浆砌结构应抹面。为防止泥沙堵

塞，可增设网状拦泥栅。

配

套

设

施

步道服

务系统

 应设立步道服务中心，有条件可设置多

处。线状步道应在步道起点、终点位置

设立步道服务中心；环状步道应在步道

起终点位置设立步道服务中心；网状步

道应在人流量大或交通便利或多条步

道交汇处位置设立步道服务中心。

 视条件，可提供咨询、住宿、补给、

垃圾处理、救援、医疗等服务。

休息点

 应尽量就地取材。建筑物的形态颜色宜

与周边环境保持协调一致。

 应设置固定座位。可设置遮雨篷、固

定桌子、厕所等设施。

 设置间隔以1h路程或3-5km长度为宜。

露营地

 单程超过8h路程应设露营地。

 应建在山体地质结构稳定、无上方威

胁、无洪水危险、干燥平整、靠近水源

地的安全地区。

 应设置帐篷区、用火区、卫生区。根

据环境及使用需要，可设置取水区、用餐

区、娱乐区、休息区等。

 应设有厕所。厕所的设立应避开水源地
60m以上。

停车场
应在主出入口设置停车场。有条件的可设

置多处。

清洁区

B级、C级步道终点应设置清洁区，配备气

流除尘设备。有条件的可配备衣物烘干设

备。

一级导视
步道的整体介绍、使用说明和路线图。

设置于主出入口。

二级导视
步道线路全图和当前位置说明、区域重要

信息介绍。设置于关键节点和重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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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识

系

统

三级导视
承担定位功能、实现引导作用。每500m等距设

置。

警示标识
安全、紧急救援、环境及动植物保护等警

示性信息。

劝示标识
科学健身、运动教育、环境保护、科普教

育等劝告性信息。

路书

基本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步道路线图、

步道服务中心、出入口、起止点、长度、

高差、健身系数、登山运动指数、装备指

南、沿途景观、补给点、服务点等介绍、

标识系统使用指南、各附属配套设施介绍、

科学登山指南、环保指南、安全和紧急救

援指南、以及所在地概况、休闲旅游指南。

环境保护系统

 依照环境容量和流量控制原则进行

步道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步道区域内的建设、土地利用或开发等

行为不得对野生动物或植被构成重大影

响。

 步道使用中产生的垃圾应带到指

定地点并进行集中分类处理。

安

全

救

援

系

统

预警
步道应尽可能修建在移动电话信号覆盖区

域。

避险处 设置于步道沿线。

定位灯杆 设置于步道沿线。

安全管理

机构

 登山步道救援系统应包括安全管理

机构、救援队、救援设备。

 救援设备应符合国际、国家相关规定，

并定期养护、更新，保持良好的功能状

态。

救援队

救援设备

应急预案 应制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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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步道提升内容

验收项目 设计与建设要求 实际验收情况

评定

合格 不合格

智

慧

WIFI 全面覆盖

互联网平台 有

电子监控设施 监控覆盖步道全域

客户端软件 有

电子地图 有

信

息

系

统

电子路书 有

电子导视 有

智慧导游 有

电子解说 有

实时全程定位 支持

实时运动数据 支持

在线预约 支持

在线支付 支持

使用者评价 支持

使用者交流 支持

其

他

管理

步道归口管理单位应设专人负责步道

管理，制定管理手册、巡查制度、使用者

准则、维护计划等。

维护

定期对路面、路基状况、植被干扰、重要

配套设施、防灾救灾设施设备等进行检查、

维护，使步道维持在良好状态。

运营

在步道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取得步道主管部门许可，在规定的

时间、地点从事约定范围内的经营活

动，接受步道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赛事推广 基于步道制定长期赛事、活动推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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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意见

单位：

专家验收组组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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