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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与等级评定》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由国家旅游局（现文化和旅游部）监督管理司于 2017 年提出，全

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17 年下达任务（项目编号：2017-LB-01），标准

归口单位为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本标准原立项名称为《国家温泉康养旅游标准》，标准起草工作组经征询标

准化、认证认可的专家、相关省行业协会及温泉企业的意见汇总，认为“立项的

标准名称不符合 GB/T 1.1-2009 规定”，主体要素不明，缺少补充要素，容易引

起歧义。考虑到当前中国温泉旅游正处在面向温泉康养旅游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市场开始陆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温泉康养旅游项目；而同一个类型的项目由

于在建设体量、资金投入、区位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目标客源层次方面也出

现明显的档次分化，各自呈现的市场消费特征比较明显，因此，将本标准的立项

名称《国家温泉康养旅游标准》更改为《国家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与等级

评定》，以更好地适应当前中国温泉旅游行业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 

（二）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辽宁省冰雪温泉旅游协

会、重庆箱根温泉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市汤岗子温泉集团有限公司、南

京汤山温泉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重庆统景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辽宁北黄海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临沂蒙山康谷温泉疗养服务

有限公司、大连金石唐风国际温泉会馆有限公司、云南腾冲火山热海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珠海海泉湾温泉度假村。 

（三）主要起草人�

张越、赵永明、陈燕奎、王捷、付溟、张波、赵英超、陈宝珂、潘启洪、刘

雪峰、钟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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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一）背景概述�

经过持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温泉旅游业以观光娱乐和休闲度假为

主要特征的消费模式已经趋于成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与此同时，整个行业也日益暴露出顾客在温泉地停留时间短、产品不够丰富、

淡旺季差异大、重复消费频率低、人均消费额过少、温泉应用方法的技术含量较

低等诸多难点和瓶颈问题，在供给侧改革和需求倒逼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温泉旅

游业进入了关键的转型发展时期。在国家健康旅游、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及养老服

务业等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充分利用温泉的健康价值，促进温泉旅游与健康服务

融合发展，是破解行业难题和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关键切入点。

这已形成全行业的共识。 

大约 10 年前，“温泉养生”这个词逐渐成为了继“温泉旅游”和“温泉休

闲”之后的一个新热词，与此对应的是“温泉度假”。 

 近年来，在中温协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旅游休闲和养生度假的复合叠加

发展，成为中国温泉旅游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由官方文件提出的“康养旅游”

一词，应用到温泉旅游业，可以恰当地表达出这一大趋势。十年来，中国温泉旅

游界的一些优秀企业根据自身的条件对温泉康养旅游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与实践，

其中一部分企业已经初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碧水湾、海泉湾、腾冲热海、

辽宁御景山温泉、广东香江健康山谷、重庆心景温泉等等。  

随着“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健康旅游的全面兴起，中温协在继

续积极充实和提高温泉观光休闲旅游的同时，让温泉回归于健康本质，大力推进

以健康养生、预防保健、康复疗养为主要功能的温泉康养旅游，构建温泉观光休

闲旅游与温泉康养旅游并重发展的全新市场格局，于是提出了“国家康养温泉旅

游标准”的课题。这是提高我国健康旅游产品供给能力、推动健康旅游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志在引领温泉旅游行业新一轮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目的和意义�

由于现阶段我国在温泉康养旅游方面的发展基础比较薄弱、技术和设备设施

比较落后，专业温泉康养人才奇缺、温泉康养旅游方向的行业标准仍为空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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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案例很少。这些问题制约了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的规划、建设与运营，成为消费

者对温泉康养旅游效果的认知不足和温泉行业的信任不够的主要因素，不利于整

个温泉旅游业乃至健康旅游业的规范和发展。  

如何结合我国数十年来在发展温泉旅游方面包括温泉疗养院方面的丰富实

践经验，充分发挥我国在中医药方面的独特优势，借鉴国际上温泉产业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先进理念、技术与经验，制定一部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引导性和实用

性并举，且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填补我国在温泉康养旅游方面的行业标准空

白，为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提供理论基础和标准依据，引导温泉旅游行业向康养旅

游方向转型升级，不断丰富和完善健康旅游产品体系，成为全行业亟待解决的重

大问题。 

《国家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与等级评定》行业标准正是因应行业发展

中的迫切需求而制定，恰逢其时。其主要技术路线为：在国家有关标准基础上，

拟定和提出一个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和行业实际的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并

依此进一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等级评定办法。 

这有助于温泉项目充分挖掘和发挥温泉的康养作用，促使温泉项目的长远发

展规划更具有前瞻性、功能配置更先进合理，并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温泉旅游业

的多元功能和温泉康养效果，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温泉康养旅游产品体系、全

力推动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引导和规范温泉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

进健康服务与旅游产业跨界融合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经过标准编制工作组全体成员认真讨论，确立了下列编制原则： 

1、适用性 

作为行业标准，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结合当前我国温泉旅游业发展情况尤

其是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的实践情况制定，对于全国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档

次、不同资质的各类型温泉项目，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2、可比性 

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基础上，对项目类型与等级划分

标准的指标设置要科学、合理，既要具有在中国范围内的全国可比性，还要具有

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可比性。国际可比性是中国温泉康养品牌走向全球市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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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3、可操作性 

充分学习和吸取有关标准的贯彻实施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内温泉旅游业发展

实际，对于等级评定的量化指标设置要具有可操作性，要兼顾企业开发诉求、消

费者利益和行业监管和引领等多方需要，确保标准得以完整有效实施。 

4、可拓展性 

作为国家第一部有关温泉康养旅游方面的行业标准，应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和

行业发展现状情况，在技术内容的具体要求和规定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允

许各种类型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根据市场动态变化在标准许可范围内作合理调整

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确保各类型项目更具有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四、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与参考 

本标准编制的法律、法规依据或参考见表 1。 

表 1  依据及参考法律法规文件表 

类别 名称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法规政

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 号）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加强服务业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质检标联〔2013〕546 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的通

知（国办发〔2015〕32 号） 

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

见（旅发〔2015〕244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

1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6〕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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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依据及参考法律法规文件表（续） 

类别 名称 

 

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

见（旅发〔2015〕244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

1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

见（国办发〔2016〕91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0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7

号） 

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基地、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旅发〔2016〕87 号） 

关于印发“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通知（国卫家庭发〔2017〕12

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规划的通

知（国卫宣传发〔2017〕2 号） 

关于促进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卫计委等 5部门印发〔2017〕）

关于开展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国卫规划函〔2017〕257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

号）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征求意见稿〔2018〕）

本标准编制的标准依据或参考见表 2。 

表 2  依据及参考标准文件表 

类别 名称 标准号 

国际标准 

Tourism and related 

services-Thalassotherapy-Service 

requirements 

ISO  17680:2015 

Tourism and related services-Wellness 

spa-Service requirements 
ISO  17679:2016 

Quality management-Customer 

satisfaction-Guidelines for codes of 

conduct for organizations 

ISO  10001:2018 

国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1995 

公共浴室卫生标准 GB  966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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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依据及参考标准文件表（续） 

类别 名称 标准号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  8537-2008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T  11615-2010 

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探规范 GB/T  13727-2016 

温泉服务基本术语 GB/T  33533-2017  

温泉服务基本规范 GB/T  35555-2017  

职业健康促进名词术语 GBZ/T  296-2017  

行业标准 

温泉旅游企业星级划分与评定 LB/T  016-2017  

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 LB/T  070-2017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LB/T  051-2016 

国家温泉旅游名镇 LB/T  042-2015 

温泉旅游服务质量规范 LB/T  046-2015  

温泉服务业经营技术规范 SB/T  10470-2008  

地方标准 

旅游饭店温泉设施与服务规范（北京市） DB 11/T  1216-2015 

温泉旅游服务规范（广东省） DB 44/T  297-2006 

重庆市温泉旅游服务质量规范 DB 50/T  284-2008 

温泉旅游小镇评定规范（辽宁省） DB 21/T  2458-2015 

温泉旅游服务场所等级划分与评定（云南） DB 53/T  257-2008 

温泉旅游服务规范（海南省） DB 46/T  301-2015 

温泉旅游度假区服务质量规范（广西） DB 45/T  510-2008 

星子庐山温泉旅游服务质量规范 DB 36/T  722-2013 

贵州省温泉旅游设施与服务规范 DB 52/T  692-2010 

旅游温泉标识使用规范 DB 53/T  256-2008 

重庆市温泉场所卫生规范 DB 50/T  471-2012 

攀枝花市康养产业基础术语 
DB 510400/T  

162-2017 

本标准编制的参考文献见表 3。 

表 3  参考文献表 

序号 参考文献信息 

1 [1] 张向群主编.矿泉疗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1-25

2 
[2] 高恩显主编.现代疗养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

113-159 

3 
[3] （日）大塚吉则著，箱根温泉机构译.温泉疗法：通往康复之路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53-133 

4 
[4] （日）大塚吉则著，箱根温泉集团，周芳菲译.温泉疗法：源于

温泉与自然的健康良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52-166 

5 
[5] （美）辛克莱（Sinclair,M.）编著，康莉，孙倩，王鸣池等译.

现代水疗与按摩[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11:81-209 

6 [6] 王培玉主编.健康管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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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考文献表（续） 

序号 参考文献信息 

7 
[7] 陈文福等著.休闲温泉学[M].台北：华都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0：209-253 

8 
[8] （瑞士）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2014-2023 年传统医学战略[M].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出版处，2013：68-71 

9 
[9] 徐关兴，朱婉萍，孔繁智主编.现代水疗与中医[M].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3:30-68,146-158 

10 
[10] 肖振，张恩达，林敏.中国医疗矿泉定义与分类方案专家共识

（2017 年）[J].中国疗养医学. 2017，26 (6)：668-672 

11 
[11] 李奕，谢卫娜，张爱萍等.矿泉浴疗法在康复医学领域之科研发

展[J].中国疗养医学.2012，21(12)：1102-1103 

12 
[12] 刘玉珍.温泉水疗法在康复疗养中的应用与研究进展[J].中国

疗养医学.2013，22(4)：306-307 

五、标准编制过程 

（一）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

为提高标准编写质量和吸收多方建议和意见，标准责任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温

泉旅游分会通过专题会议、发函等多种方式，吸收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标准编写。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第一次全体会议，标准责任单位

就任务来源、目的和意义等立项情况进行了说明，组织与会人员对标准编写的任

务分工、范围边界、技术框架、重点方向、关键内容、调研计划等进行了讨论，

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正式启动标准起草工作。标准起草工作组包括了温泉旅

游协会、温泉旅游企业、温泉疗养院、温泉咨询研究机构等多种类型组织。 

（二）广泛调研和收集相关材料�

为更好落实标准起草工作要求，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指导性和引领性，标

准起草工作组展开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工作。 

当前中国温泉旅游业正经历一个面向温泉康养旅游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许

多企业正在朝温泉康养旅游方向作积极探索和实践，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温泉旅

游市场相对成熟的广东、辽宁、云南、重庆等地。为充分学习借鉴企业在温泉康

养旅游方面的实践经验，聆听企业发展的主要诉求，确保标准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和市场需求，标准起草工作组在 2018 年前后总计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与相关

专家一起先后到辽宁、广东、云南、重庆等地对已经开展温泉康养旅游实践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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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温泉旅游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与企业管理团队召开专题座谈会，就温泉

康养旅游标准的相关技术问题，广泛听取了企业客观、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收集

了大量详实、准确的市场数据。另外，还通过电话访谈以及邮件形式对北京、湖

北、江苏、福建、海南、贵州和陕西等地的代表性温泉企业或温泉行业协会的有

关负责人员作了意见征询，收集到了不同地区温泉行业的特殊关切信息。因为市

场上可借鉴和参考的成功案例很少，到底什么是温泉康养旅游？温泉康养旅游项

目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如何规划建设和落地运营？这是大家一致关注的问

题，希望标准能够在相关方面提供方向性指引。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收集了欧洲、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有关温泉与健康旅

游方面的法规、资料等，以及国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有

关全域旅游、健康旅游、康养旅游、中医药旅游、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文件、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部分企业标准上百份，并查阅了大量有关温泉

疗法、矿泉疗法、现代疗养、健康管理以及现代水疗与中医等方面的学术专著和

专业论文等，为标准的编制奠定了基础。 

（三）分析、比较和研究�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来自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了梳理分类和归纳总

结，并结合我国温泉旅游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温泉旅游企业的核心关切问题，

重点对涉及温泉旅游、健康旅游、中医药旅游、温泉疗法、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法

规政策文件、标准、专著和论文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比较和研究，为标准

的编制提供依据。 

（四）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和标准草案�

标准起草工作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标准框架、思路和方向以及关

键技术内容。根据会议确定的工作分工，各责任人在约定时间节点准时提交了标

准相应章节内容，于 2018 年 7 月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之后，标准起草工

作组先后多次召开集中工作会议，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逐字逐句进行研究讨论，

于 2018 年 8 月形成了标准草案。 

（五）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意见�

2018 年 7 月-9 月初，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草案重新进行了审核，逐字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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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进行讨论和修改完善，对其中存在疑问的内容进行了多方专家和相关机构意见

征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于 9月初通过电子信

函的形式在国内温泉大省、主要温泉行业协会（广东、福建、江西、重庆、云南、

江苏、海南）以及调研过的辽宁、广东、云南、重庆主要的温泉企业广泛征求意

见。 

（六）开展试评和专家座谈�

2018 年 9 月中旬-10 月初，在等待社会各界反馈意见的同时，标准起草组同

步对重庆统景温泉、重庆融汇温泉、腾冲热海温泉、汤岗子温泉、辽宁御景山温

泉开展了试评工作，并与相关专家开展座谈会征询各方意见。 

六、标准框架 

（一）技术内容框架�

本标准的名称为《国家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与等级评定》，按照范围

与标准名称对应的标准编制原则，标准技术内容主要围绕温泉旅游行业中的温泉

康养旅游项目开展，包括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的术语与定义、类型划分、基本要求

和等级划分、依据与办法以及组织与管理等内容。 

为了便于标准使用者对标准内容的总体把握，特设置总则一章，概述标准内

容的主要方面，对标准编制的目的、技术深度、各种健康手段的基本设计准则、

项目选址与规划设计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说明。 

（二）本标准框架�

本标准框架见表 4。 

表 4  标准框架表 

前  言 .............................................................................. III 

引  言 ............................................................................... IV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3.1 温泉 hot spring .............................................................. 1 

3.2 冷泉  cold sprin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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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标准框架表（续） 

3.3 温泉旅游 hot spring tourism ................................................. 1 

3.4 温泉疗法 balneotherapy ........................................................ 1 

3.5 康养旅游 wellness tourism .................................................... 2 

3.6 温泉康养旅游 hot spring wellness tourism ................................... 2 

3.7 温泉旅游企业 hot spring tourism enterprise .................................. 2 

3.8 温泉康养旅游项目 hot spring wellness tourism projects ..................... 2 

4 类型划分 ........................................................................... 2 

4.1 类型划分 ....................................................................... 2 

4.2 类型界定 ....................................................................... 2 

5 总则 ............................................................................... 2 

6 基本要求 ........................................................................... 3 

6.1 温泉资源 ....................................................................... 3 

6.2 环境质量 ....................................................................... 3 

6.3 产品设计 ....................................................................... 3 

6.4 功能设置 ....................................................................... 4 

6.5 人员配备 ....................................................................... 4 

6.6 设备配置 ....................................................................... 5 

6.7 项目管理 ....................................................................... 5 

6.8 年度指标 ....................................................................... 5 

7 等级评定要求 ....................................................................... 5 

7.1 等级划分 ....................................................................... 5 

7.2 依据与办法 ..................................................................... 6 

7.3 组织与管理 ..................................................................... 6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各类型项目必备条件表 ............................................. 7 

附录 B（规范性附录） 综合评分表 ...................................................... 13 

附录 C（资料性附录） 温泉疗法分类 .................................................... 41 

C.1 分类原则 ...................................................................... 41 

C.2 分类对象 ...................................................................... 41 

C.3 分类依据 ...................................................................... 41 

C.4 分类结构 ...................................................................... 41 

C.5 分类表 ........................................................................ 41 

C.6 基本操作要求 .................................................................. 44 

参考文献 ............................................................................. 45 

七、标准主要内容 

（一）关于标准范围的说明�

根据标准名称调整，明确了本标准的对象为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标准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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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包括类型划分、基本要求和等级划分、等级评定办法及组织管理等各个方

面，适用对象为全国范围内正式营业的温泉康养旅游项目。 

（二）关于术语和定义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八个术语，分别为“温泉、冷泉、温泉旅游、温泉疗法、康养

旅游、温泉康养旅游、温泉旅游企业和温泉康养旅游项目”。 

其中“温泉”、“冷泉”、“温泉旅游”和“温泉旅游企业”直接引用 LB/T 

016-2017（温泉旅游企业星级划分与评定）的术语，“康养旅游”直接引用 LB/T 

051-2016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的术语。这两部标准属于旅游行业标准，

其术语和定义已经通过了行业有关专业人士和标准技术委员会专家的论证确认；

同时这两部标准均为 近两年正式实施（其中 LB/T 016-2017 为修订版），实施

时间不长，相关定义仍然符合当前阶段行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故本标准决定直

接引用。同时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康养旅游”和“温泉旅游企业”的英文翻译

作了适当的修改。 

 “温泉疗法”、“温泉康养旅游”和“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是本标准新增

的三个术语。 

1、温泉疗法 balneotherapy  

本标准定义：指利用温泉（含地热蒸气、矿物泥或冷泉）对人体的

化学和物理综合作用，达到预防保健、康复疗养和辅助治疗疾病等目

的的一种自然疗法。 

这里有必要对温泉健康价值和温泉疗法定义作如下几个方面的说明： 

第一、关于温泉健康价值的说明 

温泉具有天然的健康属性，其核心价值是健康，对人体具有良好的保健疗养

功效，具有较高的医疗利用价值。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佐证： 

（1）至少 3000 多年来，国内外历史书籍都有人类利用温泉治疗疾病的记载。

如我国历史上的唐朝和清朝时期，就有大量的温泉用于保健疗养和疾病治疗的史

实记载。 

（2）近现代 400 多年东西方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温泉的健康

和医疗价值。国际上温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温泉疗养至今仍然作为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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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在运用，消费者凭医生处方产生的温泉疗养消费可以获得国家医保报销，典

型的如德国、意大利、法国、匈牙利、俄罗斯、日本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在上世纪末，就以温泉法的形式来规范和引导温泉业的发展。 

（3）《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 2014—2023》文件中明确承认了温泉的

医疗价值，将温泉疗法归类为传统医学与替代医学 TM & CM 的一部分。在文件的

“附件 B：一些全球传统和补充医学专业组织的信息”中，“世界温泉与气候养

生联合会（FEMTEC）”被列为排名第一的推荐组织。 

（4）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学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模式陆续成立了以辽宁

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为代表的一批温泉疗养院，专供国家领导人、干部和工人

作康复疗养、治疗疾病使用，这些温泉疗养院直至现在都是在国家医疗保健系统

内规范化运作。 

1954 年国家卫生部成立疗养科，明确了温泉疗养在国家医疗保健体系中的

位置和作用。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全国温泉疗养院数量发展到 200 多家。1964

年《我国矿泉分类的初步方案》出台，规定了疗养温泉的初步标准，成为医疗矿

泉行业几十年来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依据；直至 2017 年，由汤岗子温泉医院专

家肖振、张恩达以及福建老年医院专家林敏牵头，联合中国康复医学会疗养康复

专业委员会专家，对“中国医疗矿泉定义及分类”作了修订，形成了“中国医疗

矿泉定义与分类方案专家共识（2017 年) ”的 新标准。至今仍在经营中的各

省市温泉疗养院或温泉康复医院仍然属于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关于温泉疗法的定义说明 

认可和接受温泉的健康价值，有助于更好理解温泉疗法的定义。世界卫生组

织（WHO）米兰大学传统医学协调中心主任、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FEMTEC ）

现任主席乌贝托·索利曼（ UMBERTO  SOLIMENE ）认为：“温泉疗法的医疗实

践和临床案例表明，温泉疗法不仅对人类的健康能够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而且

对治疗疾病和病后康复也具有显著疗效”，并积极在全球各个国家推荐温泉疗法

的技术应用。由于目前国内相关标准暂时没有对这个术语进行定义，本标准在查

阅相关文献并着重参考如下三个定义的基础上，结合二十年来在温泉旅游发展过

程中对温泉水的实际应用情况，并综合了当前国家关于健康旅游、康养旅游、中

医药旅游以及医养结合发展等相关政策导向，做出如上定义，着重将“温泉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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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功能细化明确为“预防保健、康复疗养和辅助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

方面强调其起到“辅助”作用。主要参考的三个“温泉疗法”定义如下： 

（1）百度百科将“温泉疗法”定义为“利用温泉水的化学和物理综合作用，

达到治疗疾病和防治疾病的一种疗法”。 

（2）日本著名的温泉疗养专家、北海道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大塚吉则先生

在《温泉疗法》书中将“温泉疗法”定义为“指以医疗为目的，利用来自地下的

天然温泉水、天然气体及泥状物质等（包括温泉地气候要素）开展治疗的方法”。 

（3）张向群主编的《矿泉疗法》书中将“矿泉疗法”定义为“应用具有医

疗性能的矿泉来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所谓具有医疗性能的矿泉，是指凡从

地下自然涌出或用人工开采的地下水，含有 1g/L 以上的可溶解性固体或含有特

殊的气体或含有一定量的微量元素或具有 34℃以上的温度，可供保健与医疗应

用者，也称之为医疗矿泉”。 

这些相关定义都指出温泉疗法（矿泉疗法）是依托温泉资源开展具有医疗目

的的一种自然方法。 

2、温泉康养旅游 hot spring wellness tourism 

本标准定义：以具有保健、疗养等功效的温泉资源为依托，以温泉

疗法为主要手段，提供以健康养生、预防保健、康复疗养为主要功能

和特色服务的康养旅游活动的总和。 

温泉康养旅游是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大健康产业蓬勃兴

起带来巨大的康养市场需求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以温泉为基础、以健康为目

的、以旅游为形式的一种跨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时代

必然性。国务院在《“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要求“促进旅游与健康医

疗融合发展。发展温泉旅游，建设综合性康养旅游基地”，国家卫计委（现国家

卫健委）、国家旅游局（现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健

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融合治疗、康复与旅游观光，开发水疗、

地热、森林、温泉等特色健康旅游线路，通过理疗、矿泉浴、森林浴、中草药药

疗等多种服务形式，提供健康疗养、慢性病疗养、老年病疗养、骨伤康复和职业

病疗养等特色服务”等，说明温泉资源作为重要的健康资源依托，温泉旅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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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旅游的重要业态，温泉疗法作为重要的健康促进手段，已经在国家决策层面

得到了认可。 

LB/T 051-2016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将康养旅游定义为“指通过养颜

健体、营养膳食、修心养性、关爱环境等各种手段，使人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

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强调了康养旅游是一种健

康旅游行为活动的集合。按照常规逻辑理解，温泉康养旅游是康养旅游的下一个

层次术语，与温泉康养旅游同层次术语如森林康养旅游、滨海康养旅游、草原康

养旅游等，均属于资源依托型的康养旅游活动类型。根据这一逻辑，温泉康养旅

游可以解释为“是以温泉资源为依托开展的相关康养旅游活动的总和”，类似森

林康养旅游可以解释为“是以森林资源为依托开展的相关康养旅游活动的总和”

一样。 

考虑到标准使用者和从业者对温泉康养旅游概念有更深入的理解，有必要强

化术语的内涵、功能、方法等，故作如上定义。这个定义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强调了健康特征，鲜明表达温泉康养旅游的核心就是健康，温泉康养

旅游就是依托具有保健、疗养等功效的温泉资源开展的各种康养旅游活动的总

和，是健康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强调了以具有保健、疗养等健康功效的温泉资源为依托，明确温泉资

源在温泉康养旅游中的不可或缺地位。 

第三、明确了以温泉疗法为主要手段（或主要服务形式）。国内二十多年的

温泉旅游发展，更多侧重于以观光娱乐和休闲度假为主要功能的产品开发，对温

泉作用于人体的各种方法、技艺、程序、流程、效果以及不同泉质的适应群体和

禁忌要求等方面的运用和研究较少。因此，通过科学的、有效的温泉疗法（服务

形式）达到恢复健康、保持健康等目的，应是温泉康养旅游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明确了温泉康养旅游的功能是以健康养生、预防保健和康复疗养等为

主，其他休闲娱乐旅游功能为辅。这是让温泉回归到健康本质的态度体现，本标

准希望通过这一定义，将行业对温泉旅游的认知导向健康方面，引导全行业重新

全面审视温泉的休养、保养和疗养等多重价值，这符合国家 新的政策导向和温

泉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同时这几个功能涵盖了健康群体、亚健康群体、需要康复

疗养患病群体和养老群体的不同诉求，也符合温泉旅游市场的客观实际。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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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定义与当前市场主流的温泉观光娱乐或温泉休闲度假的相关概念差异化，有

利于行业的多元化发展。考虑到本标准属于旅游行业标准，不属于卫生健康行业

标准，为规范企业行为，便于行业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故在定义中不强调“辅

助治疗疾病”这个温泉疗法原本具有的功能和概念。 

另外，在国家当前宏观政策背景下，将温泉的相关概念朝大健康尤其是医学

方面倾斜，从理论方面做长远谋划，有利于温泉康养旅游行业跨界与医疗产业、

医养产业或者养老产业融合发展，为温泉旅游业未来能够顺利接驳国家医保体系

预留潜在通道和路径，也为温泉康养旅游的专业人才培养、相关资质认证等提供

理论支撑。在这方面森林康养的做法非常值得温泉康养借鉴，从协会的成立（协

会名称为“中国林学会森林疗养分会协会”）到专业人才的培养（“森林疗养师”

已经完成了三期职业培训和资格认证），都主动将自身纳入疗养系统（属于医学

体系）来考虑，这将为森林康养与医养或者医疗活动的结合作了很好的铺垫。相

比而言，温泉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条件更好，温泉疗养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然而

至今温泉界在康复疗养方面没有一个专业职业认证或者职业技能培训，这种现象

非常不利于温泉康养旅游的长远发展。 

3、温泉康养旅游项目 hot spring wellness tourism projects 

本标准定义：温泉旅游企业向顾客提供温泉康养旅游服务设施及配

套设施的独立经营场所。注：场所的表现形式包括会所、会馆、中心、酒店

和度假村，不包括风景区、温泉小镇、温泉城等。 

“项目”一词有多种释义，运用在现实生活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温

泉康养旅游需要一个空间载体来满足各种康养旅游活动的开展，本标准采用“场

所”概念来表达。场所包括了会所、中心、酒店和度假村等在温泉旅游行业中常

见的空间承载概念。考虑到评定边界和标准实际落地实施需要，以及等级评定后

的横向比较合理性问题，本标准规定以独立经营体为主要评定对象，故不应包括

涉及多个经营体的风景区、温泉小镇和温泉城等概念。 

（三）关于类型划分的说明�

本标准根据温泉康养旅游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资质条件和温泉康养

旅游功能在项目中的重要程度，将其划分为温泉康养旅游一类项目、温泉康养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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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二类项目、温泉康养旅游三类项目三种类型，并对每一种项目类型作了界定。 

这主要是基于当前温泉旅游市场呈现出来的客观特征进行划分。工作组对多

地实地调研考察发现，市场中已经自动划分出三种明显的项目类型：一种是当前

市场主流的温泉观光休闲旅游项目主动或被动朝温泉康养旅游方面做探索性转

型发展；一种是以健康养生、预防保健、康复疗养为主体功能的新兴温泉康养旅

游项目；另外一种是以温泉疗养院为主体的项目，为适应市场竞争积极朝健康旅

游或医疗旅游方面转型发展；或者因拥有医疗资质而直接定位为温泉医疗或者温

泉医养/温泉康疗等类型的新兴项目。这三种类型的经营者对温泉康养旅游标准

的编制都给予了很高的期待，表达出了各自不同的、鲜明的发展诉求。经多方征

询意见和起草组工作多次会议， 后决定选取“医疗资质和温泉康养旅游功能在

项目中的重要程度”两个维度作为类型界限划分的依据。 

第一、项目拥有医疗资质，意味着项目已经具备开展医疗健康旅游和接驳国

家医保体系的基本条件，这类项目在将温泉水应用于人体健康方面应该能够发挥

更大的作用，它们可以采用很多先进技术方法和医疗手段来挖掘温泉的健康价

值，这是没有资质的其他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无法比拟的，这类型项目对标准的要

求和期望自然比其他类型项目要高得多。 

第二、对于转型中的项目来说，因为受限于已经成型的空间、功能、理念或

者其他难以更改的因素，加上考虑未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对温泉康养旅游所

需的资源、空间、人员、设备等方面的投入度都会有所保留，基本都是视市场的

反应作探索性调整，难以一次性转型升级到位，温泉康养旅游功能只能作为项目

其中的一种重要功能形态呈现。但是这种产品类型是当前市场的主流产品，对中

国温泉康养旅游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支撑作用，因此，行业标准必须要关注到这类

项目的诉求。而对于主打温泉康养旅游牌的新兴项目，因为经过建设前期的市场

研究和策划论证，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构建完整的产品功能系统

和人员配置等，其目标客源、经营模式、发展规划等非常清晰和明确。这两种项

目因为对温泉康养旅游功能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功能定位自然有明显差异，势必

在项目的发展路径、消费模式等方面也大不相同。如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规范和

引领，不符合行业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主流市场的需求逻辑，所以有必要对没

有资质的项目再细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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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标准对三类项目规定如下： 

温泉康养旅游一类项目：指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营业的温泉旅游项

目中，温泉康养旅游功能与温泉观光休闲功能并重发展但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项目类型。这主要指转型中的温泉项目。 

温泉康养旅游二类项目：指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营业的温泉旅游项

目中，以温泉康养旅游为主体功能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项

目类型。这主要指新兴的温泉项目。 

温泉康养旅游三类项目：指在全国范围内利用温泉开展康养旅游

并取得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项目类型。这主要指具有医疗资质的项

目，包括传统的温泉疗养院以及新兴的温泉医疗或温泉医养等项目。 

（四）关于总则的说明�

如上所说，总则章节主要是为了便于标准使用者总体把握标准内容而增设，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确定相关的标准条款： 

第一、由于温泉旅游行业正处在面向温泉康养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的初步阶

段，市场、产品和技术的成熟度都有待提高，经起草组多次讨论，决定选择从“温

泉资源、环境质量、产品设计、功能设置、人员配备、设备配置、项目管理、年

度指标”八个方面对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提出基本要求；对不在本标准规定范围内

的内容作专门说明，明确规定“包括温泉疗法在内的相关手段的程序、标准、参

数和效果，各个温泉康养旅游项目能够达到的实际效果”不属于本标准规定的范

畴。 

第二、为了与医疗旅游、医养服务等有关国家法规、标准厘清界限，本标准

规定涉及医疗、医养结合方面的内容以及是否可以宣称温泉具有治疗疾病作用

等，应该按国家相关医疗标准规定执行。 

第三、其他条款对于规范行业的发展来说也是必要条件，因不便于列入基本

要求的八个条款内，故统一纳入总则进行规定。如申报项目制定有详细、可行的

温泉康养旅游发展规划，有利于项目自身的长远发展，也有利于提升行业的整体

发展水平，同时详细的规划材料也有利于等级评定机构了解项目更多信息，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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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作相对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文化是旅游项目的灵魂，温泉康养旅游项目

同样也应该突出地方文化特色，规划设计上需要突出鲜明主题和个性，避免再次

出现当前观光娱乐和休闲度假产品同质化严重的行业问题。诸如停车场、后勤服

务空间等不作为标准重点内容表现，但对于一个完整的经营体来讲也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配套功能；在自驾游全面兴起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停车场的规模

直接决定项目的经营规模。为比较客观和全面地评价项目，规定项目正式开业一

年后才能申请，提交申请材料的时候应根据项目情况选择申请评定类型并明确评

定空间和范围，以便等级评定机构开展评定工作，评定机构不去论证项目类型划

分的适宜性和合理性。 

（五）关于基本要求的说明�

基本要求章节包括“温泉资源、环境质量、产品设计、功能设置、人员配备、

设备配置、项目管理和年度指标”八个方面内容，是衡量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是否

符合标准规定的基本依据，也是等级评定的基本依据。 

1、温泉资源 

温泉资源是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的主要依托资源，也是整个温泉旅游行业重要

的基础资源，对项目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国内已在执行的温泉行业标准 LB/T 070-2017（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

分），对温泉资源的泉质等级、检测机构资质、检测方法、等级评定、等级标志

及标志牌使用作了规定；LB/T 016-2017（温泉旅游企业星级划分与评定）对温

泉泉质的加热、降温、循环、消毒、添加辅料及其他要求作了规定。考虑到两个

标准均为 2017 年 新实施，相关的规定比较客观合理，符合当前行业实际情况，

故本标准继续要求按两个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临床实践证明温泉作用于人体的关键指标是温泉泉质的理化特性，但当前国

内市场明显存在重出水量和出水温度、轻温泉泉质的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现象，

充分发挥各类型温泉泉质的健康功效，本标准将对温泉资源评价的重点倾向于

“泉质”方面，设置了“泉质等级、医疗矿泉、泉质中化学成分的丰富性（同一

口泉眼或温泉井）、温泉类型的多样性（同一个项目有多口泉眼或温泉井；四种

维度：化学成分、温度、矿化度和酸碱度）”4个评价指标，以提升全行业对泉

质的关注度和重视度；同时对“温泉的出露方式、出水温度、资源综合利用和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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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利用”等指标也作了评价，鼓励项目采用天然出露方式开采温泉资源、综合和

梯级利用温泉资源并加强环境保护，以确保温泉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等。 

另外，考虑到温泉水源卫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标准规定了“项目采用体内

水疗法时（含饮用疗法、吸入疗法和冲洗疗法），温泉水的水质要求应符合 GB 8537

的规定，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所含的各项理化指标不应危害人体健康，水源要

求应按 GB/T 13727 规定执行”。 

2、环境质量 

在计划经济时代，温泉疗养院比较注重环境因素，基本都选址在风景优美、

环境条件优越的地方。经与温泉疗养方面专家及相关行业专家交流意见，一致同

意将环境质量列为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并确定气候因素应是

重要的评价指标。 

结合我国南北地区气候环境的现实情况以及遵循标准编制的适用性和可操

作性原则，本标准主要参照国家旅游局 新发布的 LB/T 051-2016（国家康养旅

游示范基地），从空气质量、声环境、地表水环境、污水综合排放以及土壤环境

质量五个维度进行评价，理由同上。这个标准属于行业标准并于 2016 年 新发

布，因此相关指标的标准按 LB/T 051-2016 的规定执行。 

对于 LB/T 051-2016 没有规定的室内外空气质量指标，本标准结合国家及国

际有关标准作了规定：室内空间的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2002（室内空气

质量标准）；室外清新空气指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上限标准执行（世界卫

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的负氧离子标准浓度为每立方厘米 1000 个～1500 个。） 

3、产品设计 

温泉康养旅游产品是开展温泉康养旅游活动 重要的载体，是项目建设 核

心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康养旅游活动效果的实现。 

经过认真对比研究，在本章节总计设置了 13 项指标，其中有 4 项为必备指

标，分别为“温泉疗法产品、中医药养生产品、营养膳食产品、康养疗程产品和

康养疗程菜单”；9项为可选择指标，分别为“温泉衍生品、温泉文化旅游产品、

桑拿浴产品、其他特色的人工物理因素理疗产品、SPA 护理产品、住宿产品、运

动健身产品、修心养性产品、其他主题康养旅游产品”。对相关的规定主要解释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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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温泉疗法产品是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的核心产品，在分值评价中单项分

值 高。原则上项目提供的温泉疗法越多（在本说明中，温泉应用方法概念等同

温泉疗法），温泉产品功能类型越丰富，温泉康养旅游效果自然越好，这是本标

准鼓励和倡导的主要方向。由于近二十年行业的发展侧重在观光娱乐和休闲度假

方面，对如何将温泉水的功效应用于人体方面的关注较少，更谈不上深度研究和

创新。而国外尤其是欧洲对于这方面的应用相对比较多，温泉疗法技术比较成熟，

涉及医疗层面的许多种温泉疗法得到了临床实践证明。为此本标准结合国际先进

做法，并参考大量有关温泉疗法或矿泉疗法的书籍，将主要的温泉疗法划分为 7

种主类、20 种亚类、64 种基本类，作为参考性附录呈现供企业参考。需要说明

的是，本标准是以引导行业的实践运用为目的，主要依据温泉疗法的使用方法和

功能效果、以能够指导实践应用并按照同类适当合并的原则划分，与国内部分书

籍或论文从学术界角度划分的方法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应该主要体现在亚类

方面和基本类方面，但 终落地产品仍规定以已经在实践应用的标准执行，其技

术方法、操作程序、使用效果、注意事项等都是相同的，不影响实施效果的实现。

关于国家级别项目达标指标的规定，主要结合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确定：（1）

当前国内五星级温泉企业或者正在做温泉康养旅游实践的企业的实际情况；（2）

参照国外成功的温泉疗养项目的产品配置标准；（3）兼顾考虑全国不同项目存

在规模体量差异等因素。为鼓励企业积极超越标准规定，在评分环节对提供超过

达标指标的企业给予加分奖励。其他评价指标的达标指标规定理由基本均同，以

下不再重复说明。 

第二、将中医药特色技法列入必备条件，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温泉康养旅游

之路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我国的特色优势资源，具有临床疗效确切、养生作用

独特、治疗方式灵活等特点，在国内的消费群体极为广泛，已经得到国际消费者

的接受和认可，是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上温泉文化与中医药文

化的融合历史悠久，温泉药浴是中华传统的养生技法之一，也是当前市场比较受

消费者欢迎的温泉产品类型。 

第三、国家“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明确提出，健康餐饮是提高国民健

康素养的重要主题，营养膳食是促进全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同时根据对温泉旅游

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餐饮是温泉旅游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产品之一，故本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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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膳食列入必备条件。 

第四、关于“康养疗程产品和康养疗程菜单”指标，主要参照国际主流模式

确定，包括时间周期和功能效果两个子指标。国际主流的温泉疗养地，基本都提

供有不同时间周期和不同功能效果的疗程产品和疗程菜单供客人选择，每个疗程

产品的时间周期基本都以 1周为单位，包括 2周、3周、4周甚至更长时间周期；

一份疗程菜单可以包括多种疗程产品，客人可以根据身体检测情况和时间安排选

择疗程菜单上合适的疗程产品进行疗养康复。我国之前的温泉疗养院也采用这种

模式，规定每一次疗养活动都有时间周期要求以确保疗养效果。关于时间周期的

达标指标规定，主要结合国家法定假日的规定（通过法定休假时间与周末的调整，

一般的假日基本都可以有 2天以上的假期）、周末游常规安排等国情实际以及全

国温泉旅游客人在温泉地平均停留时间实际，故本次规定 2天为达标指标，低于

国际平均时间周期，待国民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可以再作调整。 

第五、其他的 9项可选择项，也是一个立志于打造全国知名品牌、具有全国

性影响力的项目应该具备的条件。这些产品的设计，对增加康养旅游体验感受、

增强康养旅游效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理考虑到全国不同项目可能存在规

模体量差异等因素，本标准将其列入可选择项而不是必备项。 

关于住宿设施不列入必备条件项，主要基于市场有两种特殊情况存在：一是

周边酒店产业比较发达或者周边居民有巨大的康养需求的项目，住宿功能可以不

作为必要选择条件；这与国家目前大力倡导的社区养老有点类似，老年人晚上可

以选择回家里住，也可以选择位于社区的养老机构住。二是国际上著名的部分温

泉疗养旅游区，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温泉疗养中心不用提供住宿功能也可以独立生

存；他们只提供以温泉疗养旅游活动为主的功能，游客可以住在别的酒店，每天

按照疗程要求来开展各种疗养活动即可，典型的如匈牙利黑维兹温泉疗养区，这

也是疗程时间周期不设置“过夜”指标的主要原因。 

4、功能设置 

功能区是具体产品的空间载体。本章节共设了 9项指标，其中有 7项为必备

指标，2项为可选择指标。可选择指标主要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发以及丰富项目

的产品功能系统。 

必备指标的功能区是对应产品需求特点和根据顾客合理消费逻辑设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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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服务功能区、健康咨询功能区、温泉康养功能区、中医养生保健功能区、

健康餐饮功能区、休息功能区和健康教育培训功能区”七个区块。考虑到不同项

目类型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转型项目的情况，故在七个区块中强调“健康咨询功

能区、温泉康养功能区和健康教育培训功能区”这三个功能应专门设计，以便顾

客有效开展温泉康养旅游活动。其他功能区可以根据项目情况确定，通过清晰动

线的组织，使各功能区协调统一即可。 

温泉康养功能区是整个项目的核心板块，其他功能区围绕它来布置，所以必

须作为专门的独立空间来设计。以对顾客的健康状态辨识结果为依据，制定科学

化与个性化的温泉康养疗程方案，并提供专业的活动指导和康养效果评估，是温

泉康养旅游项目的显著特征；健康培训可以帮助游客更好地配合开展温泉康养旅

游活动，对提升顾客的健康意识、维持康养旅游效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康

养疗程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市场上大部分温泉旅游项目基本都没有这两个功

能，所以要求专门设置。 

5、人员配备 

调研发现，专业康养人才是当前大部分企业比较关注的核心要素，访谈人员

一致认为专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温泉康养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考虑到目前国内温泉康养人才的培养机制还未成体系，结合国际著名温泉项

目的常规做法以及市场上各温泉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标准规定了项目应该具备四

个方面的人员： 

第一、能够提供健康咨询与评估、温泉康养旅游活动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

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并对人员的资历和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作了要求。 

第二、温泉水质检测人员。温泉水质情况直接影响到顾客的健康安全及服务

体验，尤其是以健康为核心的产品，对水质卫生的标准要求更高，应设有专职的

人员负责。 

第三、中高级管理人员应有相关知识背景或行业经验，这关系到理念、意识、

眼界、专业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规定“在中高级管理团队中，至少包括有医学专

业背景的大学文化程度管理人员或有 10 年以上健康旅游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员”。 

第四、康养旅游服务人员。相比而言，温泉康养旅游项目对服务人员的基本

素质要求更高，需要掌握基本的康养知识和技能，能够在第一线为客人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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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客人相关注意事项甚至指导客人正确开展康养活动等。 

另外，结合市场上已有的成功做法，鼓励企业通过兼职形式聘请在某专业领

域颇有造诣的医师类人员提供现场和远程结合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以解决专

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6、设备配置 

将设备列入必备评价指标，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1）结合温泉旅游

市场的实际。目前大部分温泉旅游企业都在提供温泉机械水疗法设备产品，基本

成为新兴项目的标配产品，包括温泉蒸气浴疗法设备、水中运动疗法设备等也很

常见。（2）参照欧洲地区的成功做法。欧洲地区的温泉疗法主要依托设备来完

成，而我国与日本侧重对温泉原汤和药浴方法的利用，追求目的相同但路径不同、

方法不同、效果也不同。近几年来全球温泉行业呈现出东西方融合的趋势，对于

我国温泉旅游业来说，应该借助健康旅游发展的风口，大力发展依托先进设备而

开展的温泉疗法产品，快速弥补温泉康养技术方面的短板。（3）适当参照了我

国的医院等级划分做法，专业设备也是医院等级划分的必要条件。 

由于我国的康养产业刚刚兴起，还没有构建成熟的设备认证体系和设备供应

商名录，缺乏对康养设备类的统一评价标准。所以本标准在指标评价时，定量指

标主要集中在目前国内已经比较常见的机械水疗类设备和健康检测设备方面，其

他以定性要求为主。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配置工艺先进的设备系统以提高康

养效果。 

7、项目管理 

对于处在成长初期的新兴产业，设置过于明确的条条框框作限制，不利于其

快速成长和长远发展。故项目管理章节主要以原则性条款为准，没有设置限制性

指标。同样基于康养旅游行业正在起步阶段，市场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成熟的

康养服务体系，故没有对服务质量作单独章节进行专门评价。 

对于运营管理和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LB/T 016（温泉旅游企业星级划分与

评定）有明确规定，因为同属于温泉旅游业范畴，相关规定具有普遍适用性，故

本标准直接引用。对于 LB/T 016 没有规定而对温泉康养旅游项目比较重要的五

个方面指标作了基本规定： 

第一、要求健全温泉水质卫生管理制度。理由见温泉水质检测化验人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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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家第一部《温泉服务温泉水质要求》已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完成意见征求并即将形成报批稿，行业第一部《温泉旅游水质卫生规范》与本

标准同批立项，同样计划在 2019 年初发布。考虑到这两个重要标准实施后，将

成为全国温泉水质卫生管理的执行标准，所以本标准对温泉水质卫生管理要求为

“应按国家和行业有关温泉水质方面标准严格执行，涉及医疗活动的水质卫生管

理应按国家卫生健康方面标准严格执行”。在下一个版本修订中，可直接引用该

标准的相关规定。 

第二、要求健全信息公示管理制度。这是当前许多温泉企业没有执行到位的

环节，严重影响消费者对项目甚至温泉行业的信任，故要求加强。 

第三、要求健全专业设备管理制度。尤其是具有医疗资质的项目，有可能使

用到医疗器械设备、养老专业设备等，故对该板块作明确规定。 

第四、要求健全顾客档案管理制度。这是大数据管理的必然要求，通过档案

收集为大数据分析提供科学支撑，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也有利于行

业指导和监管，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第五、要求充分利用新兴科技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这一条符合时代的要求，

也是提升管理效率、提高经营效益的必要选择。 

8、年度指标 

年度指标主要用于行业监管和规范引领，反过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通过年

度数据的客观统计和大数据分析，有利于主管部门科学监管、规范和引导行业经

营，促进行业和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经过研究主要规定了五个指标。 

第一、时间周期指标。理由见“产品设计说明”，在评分环节对平均时间周

期超过达标指标的企业给予加分奖励。 

第二、康养效果统计率指标。考虑到行业正处在起步阶段，行业相关管理行

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逐步规范和完善，故本标准选取 80%为达标指标，在评分环

节对提供超过达标指标的企业给予加分奖励。 

第三、顾客满意度指标。理由同康养效果统计指标说明，消费市场需要时间

培育和引导，消费行为也应有自身的文明规范要求，同样需要时间逐步完善，故

本标准选取 80%为达标指标，在评分环节对提供超过达标指标的企业给予加分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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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温泉卫生水质抽查合格率指标。理由同温泉水质检测化验人员，事关

顾客健康安全问题，达标率必须为 100%。 

第五、责任事故发生率。同上理由，事关安全生产问题，必须一票否决。 

（六）关于等级评定要求的说明�

1、等级划分 

本标准设置“国家甲等和国家乙等”两个等级，国家甲等项目的综合水平高

于国家乙等项目。根据项目类型的不同分别简称为“国家一类甲等项目、国家一

类乙等项目”、“国家二类甲等项目、国家二类乙等项目”、“国家三类甲等项

目、国家三类乙等项目”，这样划分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适当参照国家医院等级划分的经验。两者同属于健康领域，只是在具

体功能和专业度上有突出差异，但仍应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如国家三级甲等医院

属于级别较高的医院，而国家三类甲等温泉项目也是在所有温泉康养旅游项目

中，产品 丰富、功能 完备、设备 齐全、人员 完整、效果 理想的项目。 

第二、由于温泉康养旅游正处于起步阶段，行业发展还不成熟，市场上的项

目供给数量有限，项目等级层次特征没有非常明显体现，所以起草组认为现阶段

暂时还没有必要作更多等级的划分。 

第三、考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根据酒店星级评定和温泉企业星级划分与评

定的操作实际来看，四星级以下的级别基本没有企业愿意参与评定（只愿意参评

四星级和五星级），据了解主要原因是企业认为四星级以下的评定结果对企业没

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给经营上带来的附加价值极为有限，所以不太积极去申请

等级评定。 

如果在未来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级别的划分需求，则可以通过修订标准的方式

来适应市场的 新需要。 

2、依据与办法 

等级评定是以各类型项目的必备条件和综合评分为依据。 

基于此，本标准首先规定了“温泉康养旅游项目”必备的共性条件，在此基

础上分别规定国家一类、国家二类和国家三类项目必备条件。在等级评定时，需

要根据自行填报的项目类型对应规定的必备条件进行逐项确认，全部达标后才具

有资格进入综合评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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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分是以本标准的第 5章和第 6章为依据，按照综合评分表进行评分。

对各指标的分值设置的指导思想是“强调以温泉疗法为核心的各种康养方法的种

类丰富性、技术先进性为主，不强调整体的规模效应，配置的空间、人力、设备

等满足产品设计需求即可”；综合考虑到温泉康养旅游的发展实际以及温泉旅游

企业星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的相关要求，在分值设置上相对弱化项目管理和服务质

量指标。根据设计，评分表总分为 500 分，其中基本条件评分 470 分，设置加分

项 30 分。在基本条件评分中，国家一类和国家二类项目总计有十个大项指标，

国家三类项目有十一个大项指标，其中产品设计分值权重 高，基本达到 30%左

右。加分项主要为企业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与医养结合

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设置的鼓励分。 

结合对市场具有代表性企业对照评分表测试结果，将国家甲等项目的合格分

设为 400 分、国家乙等项目的合格分设为 300 分。 

3、组织与管理 

这个条款主要规定了等级评定机构的职责、等级标牌有效期、等级标牌变更

和等级管理等内容，为标准的贯彻执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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