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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家政策支持,中国课外教育观念进一步发展,研学基地已然成为当前国内旅行环境的重
要选择。本文从研学旅游基地环境设计出发,通过旅游体验的分析,营造对旅游中环境空间的体验关系,
探索研究目前国内研学基地定位、研学教育设计、环境设计,提出未来研学基地环境空间设计研究的方
向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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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cept of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the research ba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the current domestic travel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research tourism ba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ourism
experience, this paper creates the experience relationship of environmental space in tourism,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positioning, educational design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domestic research bas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suggestions of environmental space design of research bas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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