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湘五尖山探险营销活动策划方案  

 

专业名称：         

责任领导： 

班级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设计题目： 

旅游管理  

 

高旅游 3171 

 

吴湘红  

 

姚琳  

 

李红雨 

 

二零二零年四月  

学生毕业设计成果 
 



 

 

 

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真实性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我所递交的毕业设计材料，是本人在指

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完成的；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

容外，不存在有作品（产品）剽窃和抄袭他人成果的行为。

对本设计的共同完成人所做出的贡献，在对应位置已以明确

方式标明。若被查出有抄袭或剽窃行为，或由此所引起的法

律责任，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学生（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2020.4.26  

指导教师关于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真实性审核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已对该生递交的毕业设计材料中所涉及

的内容进行了仔细严格的审核，其成果是 本人在的指导下独

立进行完成的；对他人成果的引用和共同完成人所做出的贡

献在对应位置已以明确方式标明。不存在有作品（产品）剽

窃和抄袭他人成果的行为。若查出该生所递交的材料有学术

不端的行为，或由此所引起的法律责任，本人愿意承担一切

责任。  

指导教师（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2020.4.28 

 



 

 

目录 

一、成果简介 ........................................................... 1 

二、设计思路 ........................................................... 2 

三、设计过程 ........................................................... 2 

（一）存在问题 ...................................................... 2 

1、景区影响力宣传不够 ........................................... 2 

2、游客人流量不多 ............................................... 2 

3、主题亮点不够突出 ............................................. 3 

（二）活动方案 ...................................................... 3 

1、活动主题 ..................................................... 3 

2、活动时间 ..................................................... 3 

3、场地布置 ..................................................... 3 

4、活动具体安排 ................................................. 3 

5、宣传 ......................................................... 6 

6、经费预算 ..................................................... 6 

四、成果特点 ........................................................... 7 

五、收获与体会 ......................................................... 8 

参考文献 ............................................................... 9 

 



 

 1 

临湘五尖山探险营销活动策划方案 

一、成果简介 

五尖山位于岳阳,建成一九五八年,它是由五座山组成，聚文化，景观、探险、活

动于一体。整个景区面积达到两千多公顷,其中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

且每年接待游客量一百多万人,以观赏,修养身心,探险活动为主要。 

自然景观:五尖山海拔五百米以上,下雨天的瀑布、雾天的峡谷、惊险刺激的石壁、

历史悠久的植被、五尖山丛林花草众多，四季分明，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观瀑、

冬天登山、给人探幽、观赏、接触大自然的无穷乐趣。 

人文景观:五尖山著名的有清代修建成的百步梯、东吴的寺庙道观、全球第一中

西文化合璧、古今文合璧。有着第一文化格调的博物馆，湖南省名人雕像以及文人雕

像立于馆周秀岸上面。有着讲学、书本、文物与一体的纪念馆。 

在五尖山景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景区的知名度不够、宣传力要加大、景区

安全设施等问题。针对五尖山景区活动中所拥有的明显问题，设计出合理的优化方案，

其中有，通过更多渠道进行宣传，加强景区知名度、增加景区亮点。以此以来达到景

区的一个营销额和游客的满意度。 

 

 

图 1 五尖山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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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思路 

收集网上资料，查看设计活动方面的方案、课本、案例、以专业知识、实践活动

对景区做策划，主要是假期亲子活动为主题，在国庆长假期间促进家长与孩子之间感

情，享受亲子时光，让孩子放松心情游玩，家长带孩子在森林中探索、在闯关中成长、

观赏美景之时游玩惊险刺激的丛林穿越。锻炼与探险完美结合、尽情放松心情。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处在钢铁水泥森林的重重包围中，渴望真正的内心释放，

如何对这类人群进行减压成为日下研究的热点。森林探险主题公园的建成，将给这类

群体一个好的去处。优美的环境，刺激的探险，快乐的欢笑这些将会成为他们最难忘

的记忆，森林探险活动比赛，攀爬，高空行走等，比赛场地是有专门的训练场地，还

有很多训练设施器材，像空中绳索手套等，提供不一样的亲子组合及攀岩、跳越这些

刺激项目。从小树跳大树上。树林探险比赛是通过在树上搭建障碍平台、阶梯、潘网、

滑道、等设施，让亲子参与到树上放飞自我的活动。 

 

 

 

设计思路→ 

 

查看方案，案例 知名度不高  

 

优化→ 

多做宣传推销景区

卖点 

现场实践 人流量低 多做福利活动 

询问反馈 主题不突出 跟随每个节假日来

调整主题 

表 1 五尖山探险活动设计思路 

三、设计过程 

（一）存在问题  

1、景区影响力宣传不够 

可以在网络朋友圈空间朋友圈发链接点赞，在人多的地方发传单，景区门口贴海

报，也可以通过主播微博等现在流行的热度高的方法进行宣传。 

2、游客人流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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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传单网络传播以外，景区多做活动，在节假日的时候多多推送一些福利，

抓住游客的心，玩也可以赢奖品。 

3、主题亮点不够突出 

游客景区了解不够，做活动同时要把主题突出，比如活动内容，福利，活动意义，

跟随每个节假日来调整主题。 

（二）活动方案 

1、活动主题  

《五尖山亲子探险活动》 

2、活动时间 

2020年 5月 1 日 8：00 点-2020年 5 月 1日 18：00 点 

3、场地布置 

景区门口挂上活动大海报，进来通道上挂满风车，在周围挂满气球，突出亲子主

题，报名处，买票处放上亲子照片，在场地内准备垃圾袋，方便游客散场清理垃圾，

景区路上多塞垃圾桶以防游客乱丢，天气太热以及活动过后提供饮用水，在比赛区域

挂起红线做结界，树上挂起横幅，提示牌做上装饰。做好指示牌要游客有序排队，观

众席在比赛两侧。工作人员分配到位，避免出现突发情况。现场播放一些营造气氛的

战歌。 

4、活动具体安排 

（1）丛林穿越  

上午 8 点开始活动，在比赛之前，以家庭为代表一个人抽签，一次分为红，黄，

蓝，白三对，各自带好袖章以后以裁判声说开始就可以往前跑。家庭组队形式为主，

每组两大一小。过程中考验默契与配合。 

溜索:挂好绳索以后小孩先过再到大人，下面是茂密的灌木,只有一条安全绳带着

腾空飞过去。完成这一关通过才能进入下一关，大人小孩乘着绳索滑下去，穿越树林。

锻炼勇敢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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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阶梯:在高空中走台阶考验平衡感，两手抓紧两边的安全绳，看向前方，勇

敢地踏上征程，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直到走完所有阶梯。 

攀网:有秩序的爬到绳索上面，绳网上面非常摇晃，非常的有意思，在网上侧边

行走一步一个脚印。     

丛林朝阳:在轮胎上行走只能走两边、其中要跑的快，特别考验人的承受能力在

网上侧边行走一步一个脚印。 

斜桥:抓好上方绳索，脚下是木头搭接起的道路，考验平衡与速度。 

注意事项:活动中攀网、溜索这些项目，是可能会擦伤，碰伤、要带好安全装备 ，

如果有恐高症，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游客、孕妇，60 岁以上老人和 1 米以下

儿童不可以参加活动，如果发生意外需要游客自行承担后果。 

最后齐心协力用时最短着获胜， 参与者都可得礼品一份。 

奖品 套餐一 套餐二 

一等奖 零食大礼包 口味饼干一盒 

二等奖 书包一个 文具一套 

三等奖 女生玩具 男生玩具 

参与奖 家庭合影一张 

表 2探险活动丛林穿越获胜的礼品 

（2）绝地反击 

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一个天生好奇爱冒险的探险家，亲子活动通过这种户外探险

来增进亲子关系，增加每个家庭之间的感情，提高和增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信任度，

提高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帮助家长营造与孩子间的交流。当天下午 2点开始野战游

戏，真人 CS 野战游戏是一种模仿军队作战的游戏，一共 40人，每 4人一组十组，参

加者都穿上各款军服，手拿玩具模拟抢，家长带小孩奔跑在丛林中，家长在活动中可

以教给孩子野外知识，在活动中学习成长。从家长孩子到扮演将领士兵的角色。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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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效果，带上孩子乘风破浪开启爸爸带小孩的冒险之旅。 

游戏规则:每人穿好各色迷彩服，一人一把模拟枪，游戏开始后在游戏区域内寻

找其他队队员并且击败，家长做为领导要保护好自己孩子，活动两大两小，最后孩子

最多队伍获胜。 

击中淘汰后把模拟枪关闭，拿起袖章,交给管理人员即可离场。 

离场以后可以走到休息区等待游戏结束。 

不可以在 3米以内射击。 

亲子游戏体验默契与配合，家长保护孩子为主。 

在比赛过程中不可以脱下保护罩。 

注意事项:小孩年满 8 岁即可参加，游客未穿戴安全装备谢绝参与体验，否则发

生任何意外均由游客自行承担；穿好装备后，不得自行调整装备或自行解开，如感到

不适，请及时告知工作人员。在安全教练认为体验游客具备参与体验的资格以前，游

客不得擅自体验。 

参与者都可得礼品一份 

奖品 套餐一 套餐二 

一等奖 家庭照片印花迷彩体恤一件 家庭合影 

二等奖 杯子一个 小风扇一个 

三等奖 飞行棋一幅 跳棋一幅 

参与奖 玩具枪一把 

表 3探险活动绝地反击获胜的礼品 

（3）五尖山滑道 

在玩完一天刺激惊险的游戏过后，精力疲惫，组织大家从山顶乘索道下山，五尖

山滑道，在滑道中欣赏沿途风景呼吸新鲜空气。滑道作为集惊险、娱乐、代步、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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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综合性游乐设施，乘客穿梭在森林中，又融入大自然中，又可以欣赏大自然美景，

又在盘旋滑道中，体验惊险刺激，自然景区投资低，效果好的新起之秀，五尖山滑道

更是一种新奇的代步工具。滑道的安全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家人带小孩都可

以玩。滑道安全保护措施都是有保障的。滑道表面光滑，速度很快非常凉快,不

会中间有断开。滑道两边都围栏起来,以防游客会偏离轨道。 

5、宣传 

（1）网络宣传 

激情澎湃集赞赢大奖，国庆节期间朋友圈转发链接超多福利 

朋友圈攒齐 20 个心可免费获得滑道票一张，朋友圈攒齐 50 个心可免费获得滑道

和丛林穿越门票，朋友圈攒齐 55 个心可免费获得五尖山门票全套。 

门票领取时间：2020 年 5月 1日 

门票领取注意事项：所有门票均凭手机链接页面到指定地点领取，一个微信号限

领一张；临湘本地人登山游玩带身份证可免入公园门票；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五尖山

国家森林公园所有。 

（2）传单宣传   

在步行街、地铁出口、公交站人多的地方发传单。提高发传单人员的整体形象，

让路人第一感觉会接传单看。则可让游客关注工作号自行了解。发传单手速加快，尽

量每一个人都发到。或者关注公众号领取小礼品等方式。 

（3）海报宣传 

海报尽量以图片为主，让客人以实物图作为参照。字与字之间不要太拥挤字体也

要大一点，让游客一眼看到，尽量突出主题。 

6、经费预算     

项目名称 单价 数量 金额 备注 

传单 1 1000 10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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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棋 10 1 10 副 

跳棋 10 1 10 副 

小风扇 15 1 15 个 

杯子 15 1 15 个 

海报 5 100 500 张 

亲子照片 20 1 20 张 

横幅 50 1 50 幅 

印花 T 恤 1 1 50 件 

玩具枪 100 10 1000 把 

气球 1 100 100 个 

风车 1 100 100 个 

奖品礼品费 1000 30 3000 一等奖-四等奖 

工作人员费 200 10 2000 加班费，劳务费 

其他费用 5 50 250 饮用水，垃圾袋 

总计 8110 

表 4五尖山探险活动经费预算 

四、成果特点 

整个景区网络海报宣传，对景区景点各方面介绍，国庆长假期间家长带孩子一起

放松旅游。通过活动比赛增加游客量，促进亲子关系，刺激惊险接触大自然，国庆期

间大大增加了景区热度。表明宣传活动是合理化的，实行这种方案以后可以扩大景区

知名度，加大了公司利润，使得孩子在闯关中锻炼成人在森林中欣赏美景。开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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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筋。就是体验亲子活动过程中又能锻炼孩子的意志，也能促进孩子的手动能力各

队亲子上阵，家长孩子平等共赢团结协作与平常生活中不一样。亲子活动有着个性化。

只有有与孩子沟通意愿，在家里 和外出无时无刻都可以跟孩子交流，此次探险活动

给亲子双方都带来欢乐。在亲子活动中既让孩子体会到闯关和成长的乐趣，也让家长

体会到参与沟通的幸福。景区人流量多的问题也得到解决，让景区更具有知名度，吸

引更多潜在客户。网络上的宣传和广告成本也也是非常便宜的，可以给景区带来更好

的收益。 

五、收获与体会 

在学习了 5年专业知识以后，在毕业之时自己设计东西，设计过程中会遇到很多

问题，第一次亲身做自己的设计。在教室跟同学一起讨论，老师一起指导，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都向老师请教，两周的时间，我的毕业设计已经大功告成，最后要面对的是

毕业就业了, 在学校最后之余和同学们老师们在一起创造是一份美好的时光，希望在

未来的日子里 大家也能想起这段日子。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五尖山活动经营策划，景区活动是宣传景区不能缺少的部分,

通过这次亲身设计方案，让我觉得景区发展离不开活动宣传，人流量和资源保护，这

次的策划看起来是简单，做起来还是有些费力的，真正自己设计还是有点差距的，自

己知识量有局限，只能通过同学老师的讨论，过程不简单但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和

同学一起交流讨论，累并快乐着设计东西中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

方，学校的生涯已经结束，只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学习。当然这次过程中，不

仅锻炼了意志、认真思考的能力，同时自己主动完成任务也提高了，希望在以后的日

子里大家能在工作中脱引而出。挥洒自己的汗水，努力工作，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有自

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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