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实施细则

为 了 贯 彻 实 施 《 温 泉 旅 游 泉 质 等 级 划 分 》

（LB/T070-2017），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评定机构

（一）在全国温泉旅游企业星级评定委员会下，设置全

国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委员会（非常设机构）（以下简称

全国温泉泉评委）。

1.全国温泉泉评委由温泉旅游、水文地质、医疗康养等

学科的专家组成，成员 5-7 名。泉评委委员由全国温泉旅游

企业星级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任命，任期 3 年，可连选连

任。

2.全国温泉泉评委职责：

（1）执行《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LB/T070-2017）

标准，负责全国温泉旅游泉质的评定工作；

（2）授权、督导和参与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

构的泉质评定和复核工作；

（3）对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违反规定所评

定的温泉旅游泉质等级拥有否决权和监督整改权。

3.全国温泉泉评委常设办事机构为全国温泉旅游泉质

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非常设机构，由中国旅游协会温泉

旅游分会代章）（以下简称全国温泉泉评办），设在中国旅游



协会温泉旅游分会。

全国温泉泉评办职责：

（1）制定《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LB/T070-2017）

实施细则，执行对全国温泉旅游企业泉质评定的评定和复核

工作；

（2）负责全国和授权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人员

的培训与管理；

（3）温泉泉质评定结果报全国温泉旅游企业星级评定

委员会备案；

（4）统一制作和核发温泉旅游泉质等级的证书、标志。

（二）授权部分省级温泉星评委或温泉协会/分会下，

设置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委员会（根据本省情况自行

确定）。

1.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委员会由各省的温泉旅

游、水文地质、医疗康养等学科的专家组成，成员 7-9 名。

泉评委委员由各省级温泉星评委或温泉协会任命。任期 3年，

可连选连任。

2.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的职责是：执行《温

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LB/T070-2017）及相关实施细则，

负责本省的温泉泉质评定工作。

3.申评企业由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负责评

定，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工作结束后，须向全国温泉



泉评办上报《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报告》，由全国温泉泉

评委评定审批。

二、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规程

（一）申请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计划营业的温泉企业，宜在正

式营业前申请泉质等级评定。已开业运营温泉企业可按正常

程序提报申请。

1. 申请泉质等级评定的温泉旅游企业向全国温泉泉评

办申请，由全国温泉泉评办进行泉质评定。由第三方机构按

专业要求取样，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市地

质工程勘察院进行泉质检测分析，出具检测分析报告。

2. 全国温泉泉评委将授权部分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

评定机构开展本省的泉质等级评定工作。所在省的温泉企业

可向本省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递交泉质评定申请材

料。由省级专业泉质检测机构进行泉质检测分析，出具检测

分析报告。

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评定前需函报全国温

泉泉评办，由全国温泉泉评办派人参与评定工作。

3.申请材料包括：泉质等级评定申请报告、采水许可证

（复印件）、用水许可证（复印件）、实施勘查钻井的有勘查

许可证（复印件）（注：关于温泉的“三证”，如果温泉企业

的温泉水是由当地政府相关温泉水资源管理机构或其他管



理部门统一供水的，只需要提供与有关管理机构签订的相关

协议及用水许可证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二）评定流程

1.全国温泉星评办或授权省级温泉旅游泉质评定机构

收到泉质等级评定企业申请材料后，应依据《温泉旅游泉质

等级划分》（LB/T070-2017）的要求，于 60 个工作日内派出

评定人员对申评企业开展泉质等级评定工作。

2.现场踏勘。包括对申评企业的温泉水源、温泉蓄水设

置、温泉水的循环过滤与消毒清洁设置设备、温泉经营场所

等设置设备的现场查看。

3.资料审查。主要查看、核对申评企业出具的采水许可

证、用水许可证、勘探许可证的原始文件（注：如果温泉旅

游企业的温泉水是由当地政府相关温泉水资源管理机构或

其他管理部门统一供水的，需查看有关管理机构签订的相关

协议及用水许可证的原始文件）、工商营业执照。重点核对

申评企业提供的温泉水质检测报告，包括检测日期、检测单

位的资质等项。如申评企业提供的检测报告检测时间超过 24

个月，或检测单位的资质不符合《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

（LB/T070-2017）第 5 条第 5.1 款的要求，则需重新取样、

送检。

（1）取样。应分别由全国温泉泉评办或授权省级温泉

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派出的工作人员与申评企业的工作



人员共同完成。

a.取样容器的材质与容量应符合水质检测机构的要求。

b.温泉水温以温泉水源口的温度为准。

c.申评企业自有温泉水源的，应在温泉水源出水点取样；

由当地统一供水的申评企业，应在企业温泉水蓄储设施的出

水口处取样。

（2）送检。应本着就近、便利的原则，分别由全国温

泉泉评办或授权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与申评企

业共同确定温泉水样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具有中国计量

认证的资质认定。放射性元素的检测，应由具有放射性元素

检测资质的机构执行。省级检测机构资质（复印件）需报全

国温泉泉评办备案。

（4）评定。分别由全国温泉泉评办或授权省级温泉旅

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组织温泉泉质等级评定人员，根据温泉

水 质 检 测 报 告 ， 依 据 《 温 泉 旅 游 泉 质 等 级 划 分 》

（LB/T070-2017）要求进行泉质等级评定，出具《温泉旅游

企业泉质等级评定报告》。《温泉旅游企业泉质等级评定报告》

应包括：温泉旅游企业名称及简介、温泉泉质检测机构名称

及资质、温泉水源地坐标、检测日期及有效期、依据《温泉

旅游泉质等级划分》（LB/T070-2017）附录 A 确定温泉泉质

的等级、泉质的类型、含有理疗康养作用的主要化学成分。

全国温泉泉评办或授权省级温泉旅游泉质评定机构和企业



现场工作人员的签字、泉质评定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及印章等

内容。

（四）审查与公示。全国温泉泉评办在接到授权省级温

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出具的《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报

告》，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报告相关内容等工作，并

对通过审查的温泉泉质等级，在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

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10 天。对未通过报告审查的，全

国温泉泉评办应书面告知省级温泉旅游泉质评定机构。

（五）批复。对于经审查、公示无异议的，全国温泉泉

评办应组织专家进行审核后报全国温泉泉评委审批，在三个

月内做出批准，并授予相应的证书和标志牌。

（六）申诉。申评企业对泉评过程及其结果如有异议，

可直接向全国温泉泉评办申诉。全国温泉泉评办在接到申诉

后，委托专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做出裁决并予以答复。

（七）抽查。全国温泉泉评办随机抽查温泉泉质评定工

作。发现泉评过程中存在不符合程序的现象或检查结果不符

合标准要求的情况，全国温泉泉评委可对评定结果予以否决。

三、标识牌与证书

（一）式样。温泉旅游泉质标识牌由温泉图形符号和相

关文字（中英文）及二维码构成。文字内容及相关二维码包

括：温泉旅游企业名称、温泉泉质检测机构名称及资质、温

泉水源地坐标、温泉泉质类型、温泉泉质等级、参照国内外



相关温泉法规对适应症的作用（详见附件.理疗热矿泉的类

型及其适应症参考表）、颁证日期及有效期等项信息。

（二）有效期。泉质等级证书及标识牌有效期为五年。

五年后应根据新的检测报告，重新评价认定。

（三）温泉旅游泉质等级标识牌应置于温泉旅游企业面

客（如前厅、大堂等）的明显位置，接受公众监督。

（四）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证书和标识牌由全国温泉泉评

办统一制作、核发。

1.每块标牌上的编号，与相应的泉质等级证书号一致。

温泉旅游企业原则上只可申领一块泉质等级标志牌。如标牌

破损或丢失，应经现场评定的全国温泉泉评办或省级温泉旅

游泉质评定机构确认后，可向全国温泉泉评办申请补发。

2.温泉旅游企业如因更名需更换泉质等级标牌和证书，

可凭工商部门有关文件证明进行更换，同时应交还原泉质等

级标牌和证书。

3.温泉旅游企业应严格按照温泉泉质等级证书中的等

级及标识牌的相关文字内容，对温泉泉质进行宣传介绍。

四、费用

（一）全国温泉泉评办收取申评企业工作经费 3000 元，

包括专家评审、制作标志牌和证书的工本费；按专业要求取

样的第三方机构收取申评企业取样检测费 10000 元并开具发

票，费用包括温泉水取样、送检费用，以及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或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的实验室水

样仪器分析费用；泉质评定人员在检测期间往返受检温泉的

交通费和食宿费，由申评企业自理。

对于授权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全国温泉泉

评办收取申评企业工作经费 2000 元，包括专家评审、制作

标志牌和证书的工本费。

（二）省级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的工作环节，包

括现场踏勘、取样送检、专家审查、报告制作等，可酌情收

取包括人员差旅费、样品送检、专家经费在内的成本费用。

收费标准应报全国温泉泉评办备案。

五、本实施细则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六、本实施细则的解释权为全国温泉泉评办。



附件 A（参考性资料） 理疗热矿泉的泉质类别

附录 A 理疗热矿水泉质类别

名称 矿化度
主要成分

特殊性质 水温/℃
阴离子 阳离子

1.氡泉 Rn＞111 Bq/L 37-40

2.碳酸泉 CO2 ＞1 g/L 30-37

3.硫化氢泉 总 S量＞2mg/L 34-37

4.铁泉 Fe
2＋
＋Fe

3＋
＞10 mg/L 34-37

5.氟泉 Fe
－
＞2 mg/L 34-37

6.碘泉 I
－
＞5 mg/L 34-37

7.溴泉 Br
－
＞25mg/L 34-37

8.砷泉 As
＋
＞0.7mg/L 34-37

9.锂泉 Li＋
＞1mg/L 34-37

10.锶泉 Si
＋
＞10mg/L 34-37

11.硼酸泉 H3BO3＞35mg/L 34-37

12.硅酸泉 H2SiO3＞50mg/L 34-37

13.重碳酸盐泉 ＞1g/L HCO3

-
Na

＋
、Ca

2+
、Mg

2+
34-37

14.硫酸盐泉 ＞1g/L SO4

2-
Na

＋
、Ca

2+
、Mg

2+
34-37

15.氯化物泉 ＞1g/L Cl
-

Na
＋
、Ca2+

、Mg2+
34-37

16.淡泉 ＜1g/L 34-37

注：

1、应有一项指标符合本表的规定，同时水温应达标。

2、应适用于具有理疗特性的天然热矿泉水资源水质要求。

3、理疗温泉浸浴的适应症是指经医嘱的处方疗程（包括泥疗、砂疗、盐疗）。



附录 B（参考性资料）温泉沐浴的适应症及其禁忌症

1、氡泉浸浴的适应症：慢性关节炎、风湿性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神经痛、痛风、

慢性湿疹、神经性皮炎等。

禁忌症：对患有活动性肺结核、重症动脉硬化、恶性肿瘤等消费者禁用。

2、碳酸泉浸浴的适应症：改善皮肤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和抗病能力、神经

衰弱、神经痛等。

禁忌症：对患有活动期及失代偿晚期的风湿性心脏病、发作性心绞痛、第三

期高血压及恶性高血压、急性及亚急性心肌炎、精神病及兴奋性癔症、恢复期半

年内的脑出血及脑血栓、动脉瘤、活动性肺结核、急性炎症性皮肤病、妊娠晚期

的妇女、急性炎症疼痛性关节炎、3-6周内的心肌梗死等的消费者禁用。

3、硫化氢泉浸浴适应症：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坐骨神经痛、多发性神经炎、慢

性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病、湿疹、荨麻疹、神经性皮炎、皮肤瘙痒症等。

禁忌症：对患有肺结核、腹泻、急性炎症、严重的冠状动脉硬化等的消费者

禁用。注意事项：硫化氢是一种神经性毒物，如果沐浴时浓度过高或水温过高，

都会引起不良反应，产生头疼、眩晕、心悸、皮肤瘙痒、局部疼痛加重等中毒症

状。室内泡池应注意通风良好，以防吸入过量的硫化氢。

4、铁泉浸浴的适应症：慢性皮肤病、风湿病、贫血、妇科病，神经官能症等。

禁忌症：对患有各类热性疾病、急性胃炎、溃疡等消费者禁用。

5、氟泉浸浴的适应症：关节病、皮肤病、心血管疾病等。

禁忌症：肺结核、出血性体质、急性发热疾病、急性炎症等消费者禁用。

6、碘泉浸浴的适应症：神经官能症、失眠症、神经痛、自主性神经功能紊乱、

内分泌功能紊乱、风湿性关节炎、湿疹、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禁忌症：由于碘元素通常是以极微量的形式存在于其他高矿化度的盐类矿水

中，特别是共存于氯化钠泉中，因此对患有肾炎、肾盂肾炎、水肿等消费者禁用。

7、溴泉浸浴的适应症：神经官能症、失眠症、更年期综合症、神经痛、自主性

神经功能紊乱、高血压病等。

禁忌症：由于溴元素多集聚于高矿化度的氯化钠泉中，因此对患有肾炎、肾

盂肾炎、水肿等消费者禁用。

8、砷泉浸浴的适应症：牛皮癣、风湿病等。

禁忌症：因为砷在水中多以 5价或 3 价的形式存在，砷元素本身无毒，砷泉

通常是与碳酸泉、硫酸盐泉或氯化铁泉同时存在，因此对有创伤性外伤的消费者

禁用。

9、锂泉浸浴的适应症：抑郁症、风湿病等。



禁忌症：肺结核、出血性体质、急性发热疾病等消费者禁用。

10、锶泉浸浴的适应症：荨麻疹和副甲状腺功能不全而引起的抽搐症，具有抗氧

化防衰老的功效。

禁忌症：肺结核、出血性体质、急性发热疾病等消费者禁用。

11、硼酸泉浸浴的适应症：一般性皮炎、湿疹、脓胞疮等。

禁忌症：过敏性皮炎、大面积创面外伤。

12、硅酸泉浸浴的适应症：银屑病、慢性湿疹、痒疹、荨麻疹、明星妇科炎症、

高血压、轻度动脉硬化、代谢失调等。

禁忌症：肺结核、出血性体质、急性发热疾病、急性炎症等消费者禁用。

13、重碳酸盐泉浸浴的适应症：

（1）重碳酸钠泉：创伤、外伤后遗症、慢性附件炎、糖尿病、痛风等；

（2）重碳酸钙泉：慢性湿疹、银屑病、神经官能症、自主性神经功能紊乱等。

禁忌症：重碳酸盐泉在总固体成分＞1g/L，其中阴离子主要是重碳酸离子，

阳离子主要是钠离子，结合时形成重碳酸钠，呈碱性反应，称之为：重碳酸钠泉，

俗称：碱性泉；重碳酸盐泉在总固体含量＞1g/L，其中阴离子主要是重碳酸离子，

阳离子主要是钙离子，结合时形成重碳酸钙，称之为：重碳酸钠钙泉，俗称：土

类泉。以上两种类型的矿水，均对患有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及其他原因引起的

浮肿等消费者禁用。

14、硫酸盐泉浸浴的适应症：

（1）硫酸钠泉：神经痛、风湿性关节炎、外伤后遗症等；

（2）硫酸钙泉：创伤、银屑病、慢性湿疹、痒疹、皮肤瘙痒症、风湿性关节炎、

痛风、痔疮、荨麻疹等；

（3）硫酸镁泉：荨麻疹、神经官能症、自主性神经功能紊乱、轻度高血压等。

禁忌症：硫酸盐泉是指矿水中固体成分＞1g/L，其中阴离子主要是硫酸根离

子，当阳离子主要是钠离子，结合时主要形成硫酸钠，称之为：硫酸钠泉，俗称：

芒硝泉；当阳离子主要是钙离子，结合时主要形成硫酸钙，因矿水中硫酸钙含量

达到 0.2%时即呈饱和状态，现实中硫酸钙含量很少，通常硫酸钙泉是与氯化钠

泉同时混合存在的复合型泉，但还是称之为：硫酸钙泉，俗称：石膏泉；当阳离

子主要是镁离子时，结合时主要形成硫酸镁，称之为：硫酸镁泉，此类矿水多为

冷泉。以上三种类型的矿水，均对患有腹泻、肠胃炎、全身衰弱等消费者禁用。

15、氯化物泉浸浴的适应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纤维性织炎、外伤后遗症、肩周

炎、神经炎、银屑病、痛风、慢性附件炎、创伤、痔疮等。

禁忌症：氯化物泉是指总固体成分＞1g/L，其中阴离子主要是氯离子，阳离

子主要是钠、钙、镁离子，结合时主要形成氯化钠、钙、镁矿水，氯化物泉中最

常见的是氯化钠泉，俗称：食盐泉，靠近海边且此类矿水的氯化钠成分到达或接

近海水成分时，又称之为：海水温泉。如氯化钠含量＞50g/L 就称之为卤水，对

人体皮肤刺激性较大，浸浴时应加以稀释。对患有肾炎、肾盂肾炎、水肿等消费

者禁用。



16、淡温泉浸浴的适应症：40-42℃高温浸浴：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外伤

性关节炎、肩周炎、腰肌劳损、神经痛、神经衰弱、慢性湿疹等。

禁忌症：对患有代偿功能障碍性心血管病、肺结核、出血性体质、急性发热

疾病、急性炎症等消费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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