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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林业行业标准《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康养》的制定任务来源于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 2018 年下达的林业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

2018-LY-062。 

 

二、目的意义 

为促进森林康养产业的科学发展，我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规

范性文件，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研究建立自然保护地

资源可持续经营管理、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活动认证机制。实施森林康

养认证是促进森林康养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 

生态康养是在不同生态系统环境下开展的康养活动。在研究国际相关

做法的基础上，考虑到目前开展的康养活动主要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所

以该标准仅适用于森林环境开展的康养活动。 

 为提高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经营管理水平，规范康养活动，促进我国

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定《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康养》林

业行业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标准适用于自然保护地开展森林康养认证活动的符合性评价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自然保护地森林经营单位为实施森林康养资源可持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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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认证应达到的要求，为森林认证机构开展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认证审核

和评价提供依据。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场所可自愿选择独立第三方认证机

构进行认证审核，这种符合性评价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评估或评定活动没有

冲突，也不产生矛盾。 

 

三、负责单位和协作单位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有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

信息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国家

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管理局、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云南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华南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 

 

四、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18 年 4 月，正式开展该项目的资料收集工作。此后，收集了大量森

林康养相关领域的资料，包括《森林康养概论》、《森林疗养学》、《森林疗

养师培训教材》、《LB/T 051—2016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LY/T 2934

—2018 森林康养基地质量评定》、《LY/T 2935—2018 森林康养基地总体规

划导则》、《DB52/T 1197—2017  贵州省康养基地规划技术规程》、《四川省

森林康养基地评定办法(试行)》、《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关

于开展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日本森林疗法基地评价指标

体系》等森林康养相关的文献资料。对《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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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认证 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服务》、《森林康养基地质量评定》、《森林康养

基地总体规划导则》和《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等标准的相关指标和过

程进行剖析解读。2018 年 12 月形成了《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康养》（草稿）。

并在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测试。 

2019 年 1 月至 9 月，编写组对该标准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向国内森林

康养方面的专家进行初步咨询，对本标准草案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在

标准草案基础上形成《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康养》（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19 年 3 月-9 月，先后在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对《中国森林

认证 森林康养》（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实地测试，在北京林业大学开咨询

研讨会，与会专家们提出增加服务和安全保障等修改意见。同时，在中国

森林认证网站进行了公共咨询。 

2019 年 12 月 2 日，在北京林业大学主楼 1102 会议室举行专家咨询会，

与会专家提出了调整修改标准名称、精简合并指标要求等修改意见，根据

专家意见，经过反复细致的完善和数次讨论，形成了《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

康养》（送审稿，2019 年 12 月 20 日版本）。 

3、预审定阶段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专家审定会。根据专家意见又对文字表

述、与相关文件要求相衔接、补充法律法规名录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修改完

善，形成了《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康养》（送审稿，2019 年 12 月 29 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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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审阶段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了标准审查会，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行业主管

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基层单位、认证机构及林产品企业等共 27 位

标委会委员参会。 

标委会听取了编写组的汇报，逐条审定了标准文本，经过认真研究和

讨论，提出了明确标准适用范围包括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产品和设施内

容合并、个别指标补增删减等修改意见。编写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形成了《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康养》（报批稿，2020 年 1 月 8 日版本）。 

根据标委会专家的意见，2020 年 4 月-5 月，编写组再次研究，分析专

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考虑到目前开展森林康养的目的地主要分布在森林

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这些基地都属于自然保护地。在此之前

的专家会都有关于标准名称的分歧意见，会同保护地司以《中国森林认证 

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向全国征求意见。根据新收集到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编写组进行了认真研究，采纳了绝大部分意见。同时再次对文本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现形成《中国森林认证 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报批稿，2020

年 7 月 28 日版本）。  

 

五、编写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原则。 

1、针对性：针对行业对森林康养认证的迫切需求，多方查阅有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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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结合实地测试，并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全面考虑森林康养中的各

项技术问题。 

2、科学性：根据森林康养的认证主体，科学地制定各项原则、标准和

指标，做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基础资料与科学研究成果综合考虑。 

3、可操作性：确保标准的内容便于实施，未参加标准编制的人员也能

够理解标准，本标准认真考虑了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各项指标的可获得

性，做到可行可用。 

 

六、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相关经营单位开展森林康养认证的内容和要求，其中包

括基本要求、森林康养场所选址、森林康养规划、森林康养产品、综合服

务配备、安全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等 8 个方面的要求，包含 8

个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93 个三级指标。 

本标准的一级指标中“基本要求”从法律法规、权属、运营管理三个方

面明确了开展森林康养认证的前提；“森林康养场所选址”从位置条件、森

林质量和环境质量三个方面，以量化指标明确了选址要求；“森林康养规划”

从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两个方面明确了森林康养工作的计划性；“森林康养产

品”提出了配置森林康养产品的具体要求，森林康养产品的类型，以及根

据产品类型应提供的设施设备；“综合服务配套”从综合服务的角度给出了

具体要求和应提供的设施设备；“安全保障”考虑森林防火、应急抢救、安

全风险、设备设施安全等方面给出保障要求；“生态环境保护”体现了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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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态的保护和对环境污染的控制；“社区发展”体现了森林康养经营单位

的社会责任。 

 

表 1  部分指标条款的说明 

主要定量化指标 说明 

4.2.2.3 风景资源丰富，森林风景资源质

量等级达到 GB/T18005 的三级要求。 

GB/T 18005《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

级评定》中三级资源为在开展风景旅游活动

的同时需要进行改造和完善风景资源质量。

本标准考虑通过改造和完善的风景资源即可

开展为森林康养提供观光类森林康养项目。 

4.2.3.1 气候条件适宜，人居环境舒适等

级为 3 级的天数≥60 天，人居环境气候

舒适度评价应按照 GB/T 27963 执行。 

GB/T 27963《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中

人居环境舒适等级 3 级的感觉程度为舒适。

本标准考虑感觉程度为舒适的天数≥60 天有

利于开展周期森林康养项目。 

4.5.1.4 住宿和餐饮服务宜依托当地社

区提供，避免生活垃圾和污水对森林生

态环境造成污染。 

本标准考虑在住宿和餐饮由当地社区提供，

不仅可以避免在森林环境中应避免建设新建

筑，避免开展会产生生活垃圾和污水的营业

性活动，同时可以带动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 

4.5.2.8 应配备必要的森林康养资源监测

设备，监测内容包括温度、湿度、风速、

雨量、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植物芬

多精成分及浓度、悬浮颗粒物浓度（包

括 PM2.5 浓度）、水质、声环境等。 

本标准考虑监测森林康养资源，有利于经营

单位掌握森林康养资源的变化情况，分析森

林康养资源对康养对象起到的改善效果，分

析结果可用于森林康养项目的改进与宣传。 

4.7.1.4 制定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监测森

林康养活动对地表水质量、土壤质量、

环境空气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根

据监测结果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本标准考虑应监测森林康养活动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影响，了解生态环境的变化，并制定

相应措施维护生态环境不恶化，实现森林康

养活动的可持续。 

 

七、预期经济效益 

本标准填补了国内开展森林康养认证的空白，促进对森林康养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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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经营管理，提高和规范森林康养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行业主管部

门及时掌握森林康养业态发展，引导社会各界了解森林康养保健效果和参

与森林康养产业，充分发挥森林在促进人类身心健康、缓解压力等方面的

作用。而且森林康养认证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此项标准的出台将有助

于促进森林认证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八、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际上的森林康养案例较多，但森林康养认证标准较少。本标

准在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和方法、参考国际同类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

我国的国情和林情、我国森林资源以及森林康养的特点，建立一套适用于

我国的森林康养认证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时，主要参考了日本森林疗法基地的认证标准，本标准

与国外标准具有如下共同点和差异： 

1、从目标上看，都是为了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森林的健康、保健、养生

的功能。 

2、从认证标准结构上看，标准框架均包括了三个层次。国外标准包含

2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26 个三级指标体系；本标准包含 8 个一级

指标、19 个二级指标、93 个三级指标。本标准在三级指标制定上更为细致。 

3、从内容上看，国外标准针对森林疗法基地进行认证，侧重于自然环

境、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管理状况、治疗菜单、居民接受度、发展展望

和旅游卖点。本标准是针对森林康养活动，森林康养基地、森林疗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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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开展认证，侧重于合法合规、森林康养运营管理规范、森林康养场所

选址合理、森林康养规划全面、森林康养产品丰富、综合服务配置齐全、

安全保障有效、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社区和谐发展，充分考虑森林认证关

注的经济、生态和社会 3 个方面效益。 

 

九、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起草标准过程中，研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确

保指标体系合法、合规。 

有关环境质量、位置条件、森林质量、环境污染控制等指标，本标准

引用了 8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表 2 本标准中引用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条款 

标准内容 引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4.2.3.2 环境空气质量应达到 GB 3095 环境

空气功能区一类区的质量要求。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4.2.3.3 地表水质量应达到 GB 3838 的 III 类

水环境质量要求。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4.2.3.5 土壤无化学污染，种植、养殖等生

产用途的土壤环境质量应低于 GB 15618

的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4.2.3.6 声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3096 的 2 类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4.5.2.4 应充分考虑残障人士、老年人、儿

童等特殊人群的需求，提供无障碍服务，

无障碍设施设计按照 GB 50763 执行。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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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内容 引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4.5.2.7 设立医务室，卫生应符合 GB 9671

的要求，配备必要数量的医疗应急设备和

药品，包括除颤仪、呼吸器、心脏按压泵、

负压骨折固定装置、氧气瓶等急救设备。 

GB 9671 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 

4.7.2.1 制定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经营过程

中空气污染物排放应达到 GB 16297 的一

级标准要求。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4.7.2.2 制定地表水污染控制措施，经营过

程中排放的污水应执行 GB 8978 的一级标

准要求。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编制组对标准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

论，在绝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咨询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主要

是对标准名称产生了分歧意见。主管部门人员建议根据《关于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将标准名称修改

为《中国森林认证 自然保护地生态康养》。在专家咨询会上，参会专家认

为自然保护地限制了标准的范围，且中国森林认证标准审核的对象是森林

经营单位，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回《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康养》。最后，会

同保护地司征求全国行业意见，然后通过与主管部门和专家进行讨论，确

定标准名称为《中国森林认证 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 

 

十一、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已基本成熟，

为推动我国森林康养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尽快作为推荐性标准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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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执行。 

十二、贯彻标准要求、措施和建议 

在实施过程中，应对森林认证机构、开展森林康养认证的经营单位等

开展系统培训。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经营单位，开展标准测试工作。 

认证机构将审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修改建议反馈标准编写组，以便

进一步对本标准修订完善。 

 

 

 标准编写组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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