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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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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气候类型划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生气候的划分方法及其类型。 

本标准适用于养生气候资源的分类和利用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7297-1998 中国气候区划名称和代码 气候带和气候大区  

GB/T 27962-2011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图标 

GB/T 27963-2011 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 

HJ 633-2012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 

QX/T 152-2012 气候季节划分 

T/CMSA 0001-2016 气象旅游资源分类与编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生  health preservation 

以愉悦身心、保养身体、增进健康、延年益寿为目的，根据人体生命过程的活动规律主动进行的物

质与精神的身心养护活动，使身体、心智和精神上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 

3.2  

气候养生  health preservation by using climate resource 

依托优质的气象、气候、生态等资源开展的养生活动。 

3.3  

养生气候  climate suitable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自然界中能被感受、欣赏、体验、利用且适宜气候养生活动的天气、气候条件及其衍生的生态、环

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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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季节养生气候 health preservation climate following the seasonal change 

能够被利用的具备规律性、多样性、差异性特征的气候条件，以实现顺应自然、调整心态、保养身

体的养生目的。 

3.5  

疗养养生气候  health preservation climate through convalescence 

能够被利用的特殊的气候条件，以实现预防疾病、康复疗养、调养身体的养生目的。 

3.6  

游赏养生气候  health preservation climate by suitable travelling 

适宜开展休闲、旅游、度假等养生活动，能够被利用的气象旅游资源和气候养生环境等条件，以实

现恢复体能、愉悦身心、保健生命的养生目的。 

4 划分方法 

4.1 划分原则 

按照进行养生活动所需的气候资源性状（即存在的时间、空间、性质、特征）进行划分。 

4.2 划分指标 

常用的气象指标有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相对湿度、蒸发量、气候类型、气候季节、气象旅游

资源分类、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度假气候指数、空气负（氧）离子浓度。其中气温、降水量、日照时

数、相对湿度、蒸发量是常规气象观测要素，气候类型、气候季节、气象旅游资源分类表征气候资源丰

度，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度假气候指数、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表征气候舒适性。 

享受气候资源的同时，养生活动还需要规避不利天气、气候条件，如气象灾害、空气污染（环境空

气质量、霾）等。 

5 养生气候类型 

根据4.2的划分指标，结合气候、养生和养生活动的特点，将养生气候类型划分为季节养生气候、

疗养养生气候、游赏养生气候3大主类11分类，具见表1。 

表1 养生气候类型、评价指标和释义 

主类 分类 划分指标 划分标准 释义及实例 

季节养

生气候 
四季分明 气候季节 

按照 QX/T 152-2012 的季节

划分标准，四个季节的时长

均超过 60 天。 

四季特征明显，季节分布相对均

匀，适宜开展有季节规律养生活动

的气候资源。如山东青岛属四季分

明养生气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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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温和 

年平均气温、 

人居环境气

候舒适度 

年平均气温 15℃左右； 

按照 GB/T 27963-2011 的划

分标准，全年体感“舒适”

天数超过 240 天。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

一年四季体感舒适，四季皆适宜开

展旅游、保健、养生等相关活动的

气候资源。如云南昆明属四季温和

养生气候资源。 

夏令避暑 

人居环境气

候舒适度、 

气候季节 

按照 GB/T 27963-2011 和

QX/T 152-2012的划分标准，

夏令体感“闷热”天数少于

5 天。 

夏季温凉舒适，人们无需借助任何

避暑措施，就能保证生理过程的正

常运行，感觉刚好适宜且无需调节

的气候条件，适宜开展夏季避暑养

生的气候资源。如贵州六盘水属夏

令避暑养生气候资源。 

冬令避寒 

人居环境气

候舒适度、 

气候季节 

按照 GB/T 27963-2011 和

QX/T 152-2012的划分标准，

冬令体感“寒冷”天数少于

5 天。 

冬季适宜避寒，人们无需借助任何

防寒措施，就能保证生理过程的正

常运行，感觉刚好适宜且无需调节

的气候条件，适宜开展冬季避寒养

生的气候资源。如云南西双版纳属

冬令避寒养生气候资源。 

 

疗养养

生气候 

富氧康养 

空气负（氧）

离子浓度、 

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 

霾 

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

≥1500 个/cm3； 

按照 GB 3095-2012 和 HJ 

633-2012 定量计算空气质

量，全年 AQI＞100 的天数

少于 30 天，无重度以上污

染； 

全年霾天数少于 30 天，无重

度霾。 

空气质量好，空气负（氧）离子含

量高，环境污染低，霾天数少，对

治疗疾病、康复休养、调养身体有

利的特殊养生气候资源。如负氧离

子洗肺疗养、天然氧吧、森林康养

等属富氧康养的养生气候资源。 

日光疗养 

年平均日照

时数、 

年平均相对

湿度、 

人居环境气

候舒适度 

年平均日照时数 1500 小时

以上； 

年平均相对湿度 70%以上； 

按照 GB/T 27963-2011 的划

分标准，全年体感“舒适”

天数超过 180 天。 

日照充足和煦的气候条件，利用日

光进行锻炼或防治慢性病，有利于

健身、养生的气候资源。如海南三

亚属日光疗养的养生气候资源。 

湿润滋养 
年降水量、 

年平均温度 

年降水量 800 毫米以上； 

年平均温度 10℃左右。 

湿润的气候环境，以空气湿润、降

水丰沛为主要特征的养生气候资

源。如清明杏花雨、江淮梅雨等属

湿润滋养的养生气候资源。 

干燥调养 

年降水量、 

年蒸发量、 

月平均温度 

年降水量小于 400 毫米； 

年蒸发量大于年降水量； 

最暖月平均温度不低于

10℃。 

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有利于治

疗缓解风湿等疾病的养生气候资

源。如草原气候、沙漠气候等属干

燥调养的养生气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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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赏养

生气候 

度假休养 

度假气候指

数、 

气象灾害 

按照附录 A，全年度假气候

指数为“适宜”的天数超过

240 天； 

按照 GB/T 27962-2011，全年

达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

布与传播办法》标准的气象

灾害天数少于 20 天。 

气象灾害少，气候环境舒适度高，

气象旅游资源丰富，适宜开展度

假、休闲、旅游等活动的养生气候

资源。如杭州属度假休养的养生气

候资源。 

体验怡养 

气候类型、 

气象旅游资

源 

 

 

 

立 体 体 验 ： 按 照 GB/T 

17297-1998，某一区域同时

分布着不少于 3 种气候类

型。 

极端体验：按照 T/CMSA 

0001-2016，气候环境资源具

备气候体验亚类中极端气候

子类。 

 

 

 

人文体验：按照 T/CMSA 

0001-2016，人文气象资源具

备 1 种亚类，3 种子类及以

上。 

 

 

通过对气候的丰富性、极端性和文

化性体验，放松心情、怡养心神，

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立体体验：在某一区域同时分布着

从寒带到热带中的某些不同的气

候类型的气候资源。如丽水属山区

立体体验气候资源。 

极端体验：某一极端气候环境，当

气温、降水、风等气象要素高于或

低于一定阈值时产生的气候环境。

如极端热区（“火洲”吐鲁番）、寒

区（“寒极”漠河）、雨区（雅安天

漏）、旱区（敦煌荒漠）、风区（阿

拉山口）等属极端体验气候资源。 

人文体验：人类社会长期在观测、

研究、发掘、利用气象的过程中所

创造产生的适宜开展体验的气象

物质、精神文明成果。如历史气象

遗产、人造景观与设施等属人文体

验气候资源。 

游赏乐养 
气象旅游资

源 

按照 T/CMSA 0001-2016，包

含气象旅游资源 2 种大类，

50 种亚类及以上。 

天气景观资源、气候环境资源等自

然气象旅游资源丰富，能够吸引人

们进行审美、观赏、游览等活动，

愉悦心情、怡养心神。如云海、雨

凇、日晕等属天气景观资源；冰山、

季节雨、物候等属气候景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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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度假气候指数的计算公式 

 

度假气候指数（HCI）由热舒适因子（TC）、审美因子（A）、物理因子（P）按照不同权重构成。

其中，热舒适因子（TC）以有效温度来表征（即环境温度经过湿度订正后的人体实感温度），权重占

40％；审美因子（A）以云覆盖率来表征（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权重占20%；物理因子（P）以

降水量（R）和风速（W）来表征，降水量（R）权重占30%，风速（W）权重占10%。公式如下： 

HCI=TC×4＋A×2＋(R×3＋W×1) 

式中： 

HCI——某地区度假气候指数对应表A.1的分级标准； 

TC、R、A、W——某地区常年平均的有效温度、日降水量、云覆盖率、风速，对应表 A.2的分值。 

表 A.1  度假气候指数分级标准 

得分 90 ~ 100 80 ~ 89 70 ~79 60~ 69 50 ~59 40~ 49 30 ~ 39 20 ~ 29 10 ~19 

分级 理想状况 特别适宜 很适宜 适宜 可以接受 一般 不适宜 很不适宜 特别不适宜 

表 A.2  度假气候指数各因子的评分方案 

得分 
有效温度 
℃ 

日降水量 
mm 

云覆盖率 
% 

风速 
km•h-1 

10 23 ~ 25 0 11 ~ 20 1 ~ 9 

9 
20 ~ 22 

26 
<3 

1 ~ 10 

21 ~ 30 
10 ~ 19 

8 27 ~ 28 3 ~ 5 
0 

31 ~ 40 

0 

20 ~ 29 

7 
18 ~ 19 

29 ~ 30 
 41 ~ 50  

6 
15 ~ 17 

31 ~ 32 
 51 ~ 60 30 ~39 

5 
11 ~ 14 

33 ~ 34 
6 ~ 8 61 ~70  

4 
7 ~ 10 

35 ~ 36 
 71 ~ 80  

3 0 ~ 6  81 ~ 90 40 ~ 49 

2 
-5 ~ -1 

37 ~ 39 
9 ~ 12 >90  

1 < -5    

0 >39 >12  50 ~ 70 

-1  >25   

-1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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