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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康养地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候康养地的基本评价指标、配套评价指标、典型康养气候分型和评价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气候康养地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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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CMSA 0008－2018 养生气候类型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候康养地 destination for climate appropriated health and wellness 

气候条件适宜且利于开展康养的地区。 

3.2  

氧平衡 oxygen balance 

生态系统中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的量与人、动物和社会经济活动消耗氧气的量维持相对

平衡的过程。 

3.3  

释氧量 oxygen release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的量。 

3.4  

耗氧量 oxygen consumption 

生态环境中燃烧煤、天然气、石油等化石燃料消耗氧气的量以及人类、动物等呼吸消耗氧气的量。 

3.5  

无冬日 no winter day 

日平均气温大于或等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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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评价指标 

4.1 概述 

基本评价指标由气候属性指标和环境属性指标两类构成。其中，气候属性指标包括气候舒适度指标、

降水指标、气温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包括空气质量指标、水质指标、氧平衡指标、大气相对含氧量指标。 

4.2 气候属性指标 

4.2.1 气候舒适指标 

将区域内常年气候舒适度较舒适等级以上的年累计天数（CCDays）作为气候舒适指标。气候舒适度

指标计算方法及评价规则见附录A。 

4.2.2 降水指标 

将区域内常年年降水总量（PREtotal）作为降水指标。 

4.2.3 气温指标 

将区域内常年年适宜气温（日平均气温不小于15℃且不大于25℃）的累计天数（TSDays）作为气温

指标。 

4.3 环境属性指标 

4.3.1 空气质量指标 

将区域内至少最近1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占比（AQGMrate）作为空气质量指标。 

4.3.2 水质指标 

将区域内最近1年不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WQSrate）作为水质指标。 

4.3.3 氧平衡指标 

将区域内最近1年释氧量和耗氧量的比值（RO/CO）作为氧平衡指标。释氧量计算公式见式1，耗氧

量计算公式见式2，分别如下： 

RO＝m × NPP………………………………………………（1） 

式中： 

RO  —— 生态环境年总释氧量，单位为吨每年（t a-1）； 

m   —— 固碳释氧系数，取值为1.19，即每固定1吨碳释放1.19吨氧气； 

NPP ——年植被初级生产力，即植被通过光合作用途径所固定的有机碳量，包括林地、草地、湿

地、湿地年植被初级生产力的总和，单位为吨每年（t a-1）。 

  CO＝ n × B煤 + B人 + B畜 + B禽……………………………………………（2） 

式中： 

CO ——生态环境总耗氧量，单位为吨每年（t a-1）； 

n  —— 燃标准煤的氧气消耗系数，取值为2.4，即每燃烧1吨标准煤消耗氧气2.4吨； 

B煤 ——燃烧标准煤量，包括燃油和燃气，燃油、燃气折算标准煤系数均为1.4286，单位为吨每年

（t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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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 ——人耗氧量，单个人日均耗氧量按750 g计算，单位为吨每年（t a-1）； 

B畜 ——畜耗氧量，单个畜类动物日均耗氧量按500g计算，单位为吨每年（t a-1）； 

B禽 ——禽耗氧量，单个禽类动物日均耗氧量按100g计算，单位为吨每年（t a-1）。 

4.3.4 大气相对含氧量指标 

将区域内年平均大气压与标准大气压的比值（△ρ）作为大气相对含氧量指标。计算公式见式3： 

△ρ= P / P0 × 100%………………………………………………（3） 

式中： 

△ρ ——大气相对含氧量，单位以百分率（%）表示； 

P ——区域内年平均大气压，单位为百帕（hPa）； 

P0 ——标准大气压，单位为百帕（hPa），取值为1013.25 hPa。 

4.4 基本评价指标评分规则 

基本评价指标评分规则见表1。 

表 1  基本评价指标评分规则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赋分标准 得分 

气候属性

指标 

（满分60

分） 

气候舒适指标 

（40分） 

CCDays≥120d 40 分（120d 及以上均为 40 分） 

100 d≤CCDays＜120 d 30～40分（100d为30分，每多2d加1分） 

80 d≤CCDays＜100 d 20～30分（80d为20分，每多2d加1分） 

CCDays＜80 d 
20分以下（基于80d，每少2d减1分，直至

不得分） 

降水指标 

（12分） 

800 mm≤PREtotal≤1200 mm 12分 

400 mm≤PREtotal≤800 mm 

或 1200 mm≤PREtotal≤1600 

mm 

10分 

PREtotal＜400 mm 

或 PREtotal＞1600 mm 
8分 

气温指标 

（8分） 

TSDays≥150 d 8分 

120 d≤TSDays＜150 d 6分 

TSDays＜120 d 4分 

 

环境属性

指标 

空气质量指标 

（10分） 

AQGMrate≥95%  10分（95%及以上均为10分） 

85%≤AQGMrate＜95% 8～10分（85%为8分，每增加1%加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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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40） 
75%≤AQGMrate＜85% 6～8分（75%为6分，每增加1%加0.2分） 

AQGMrate＜75% 
6分以下（基于75%，每减少1%减0.2分，

直至不得分） 

水质指标 

（10分） 

WQSrate≥90% 10分（90%及以上均为10分） 

85%≤WQSrate＜90% 
8～10 分（85%为 8 分，每增加 1%加 0.4

分） 

80%≤WQSrate＜85% 6～8分（80%为6分，每增加1%加0.4分） 

WQSrate＜80% 
6分以下（基于80%，每减少1%减0.4分，

直至不得分） 

氧平衡指标 

（10分） 

RO/CO≥1.05 10 分（1.05 及以上均为 10 分） 

1≤RO/CO＜1.05 8～10分（1为8分，每增加0.01加0.4分） 

0.95≤RO/CO＜1 6～8分（0.95为6分，每增加0.01加0.4分） 

RO/CO＜0.95 
6分以下（基于0.95，每减少0.01减0.1分，

直至不得分） 

大气相对含氧

量指标 

（10 分） 

△ρ≥95% 10 分（95%及以上均为 10 分） 

85%≤△ρ＜95% 
8～10 分（85%为 8 分，每增加 1%加 0.2

分） 

75%≤△ρ＜85% 
6～8 分（75%为 6 分，每增加 1%加 0.2

分） 

△ρ＜75% 
6 分以下（基于 75%，每减少 1%减 0.2

分，直至不得分） 

5 配套评价指标 

5.1 概述 

气候康养地配套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交通设施指标、住宿接待指标、医疗卫生条件指标、康复护理条

件指标、旅游服务能力指标、生态资源品牌指标等六类。 

5.2 交通设施指标 

交通设施指标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a） 区域内有高铁或普通铁路通达，或机场直达，或具备便捷省道、国道等交通条件； 

b） 区域内各景点和主要酒店、住宿接待区之间的交通条件较为便捷、舒适； 

c） 区域内各景点、度假区周边应提供车位较为充足的停车场； 

d） 旅游景区或度假休闲区内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 

e） 在连接交通的醒目位置设有交通外部标识、旅游专用标识等。 

5.3 住宿接待指标 

住宿接待指标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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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有数量充足、不同档次、不同类型、地理位置合理的接待居所； 

b） 应具备一定数量的、能提供康养服务的商品房或公寓设施； 

c） 应形成针对老年群体的商住两用房的养老产业等发展规划。 

5.4 医疗卫生条件指标 

医疗卫生条件指标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a） 应设立甲级及以上规模的医疗机构，并具备15min车程之内的急救应急响应条件； 

b） 应在旅游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地区，设立医疗救护装置以及医疗救护站等专职场所； 

c)  应具备健全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安全控制和游客应急救治体系等； 

d)  该地区应无地方病、感染性疾病、人畜共患病、虫媒传染病等。 

5.5 康复护理条件指标 

康复护理条件指标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a) 应设立康复医疗中心，为慢性病、老年病以及疾病治疗后恢复期、慢性期康复患者提供医学康

复服务； 

b) 应设立护理中心，为失能、失智或长期卧床人员提供以日常护理照顾为主，辅以简单医疗措施，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护理服务； 

c) 应配备康复护理专业技术人员。 

5.6 旅游服务能力指标 

旅游服务能力指标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a) 应具有与康养相关的、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并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康养服务相关产品； 

b) 应具备较完备的天气及生态环境监测支撑系统；具备不同渠道的旅游协助信息、天气监测预警

信息及其灾害风险评估等咨询服务平台，提供现场、电话咨询和网络等信息咨询服务； 

c) 应提供休闲及康养旅游相关知识的科普服务； 

d) 应有专门鼓励和支持旅游业及康养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 

e) 应制定保障康养旅游产品质量的安全、资源、风险等方面的经营管理制度。 

5.7 生态资源品牌指标 

获得与生态、旅游、康养相关的国家级及以上的资源品牌或荣誉，如该地区拥有相关生态环境或温

泉、富硒、中医理疗、禅修、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等的品牌或荣誉。 

5.8 配套评价指标评分规则 

配套评价指标评分规则详见表2。 

表 2  配套评价指标评分规则 

指标名称 评分内容 赋分标准 得分 

交通设施

指标（满分

10分） 

①区域内有高铁或普通铁路通达，或

机场直达，或具备便捷省道、国道等

交通条件。 

②区域内各景点和主要酒店、住宿接

满足指标①和指标②，其他3

项指标部分满足 

9～10

分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4

项指标 

7～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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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区之间的交通条件较为便捷、舒适。 

③区域内各景点、度假区周边应提供

较为充足的停车场。 

④旅游景区或度假休闲区内使用清洁

能源交通工具。 

⑤在连接交通的醒目位置设有交通外

部标识、旅游专用标识等。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3

项指标 

5～6

分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2

项指标 

3～4

分 

不满足指标①，或者满足指标

①及其他指标部分满足小于2

项 

0～2

分 

住宿接待

指标（满分

10分） 

①应有数量充足、不同档次、不同类

型、地理位置合理的接待居所。 

②应具备一定数量的、能提供康养服

务的商品房或公寓设施。 

③应形成针对老年群体的商住两用房

的养老产业等发展规划。 

满足指标①及其他2项指标中

的1项，另1项指标部分满足 

9～10

分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2

项指标 

7～8

分 

满足指标①，其他两项指标1

项部分满足，1项不满足 

5～6

分 

满足指标①，其他2项指标均不

满足 

3～4

分 

不满足指标① 
0～2

分 

医疗卫生

条件指标

（满分10

分） 

①应设立甲级及以上规模医疗机构，

并具备15分钟车程之内的急救应急响

应条件。 

②在旅游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地区，

应设立医疗救护装置以及医疗救护站

等专职场所。 

③应具备健全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

处理预案，安全控制和游客应急救治

体系等。 

④该地区应无地方病，感染性疾病，

人畜共患病，虫媒传染病等。 

满足指标①及其他3项指标中

任意1条，剩余2项指标部分满

足 

9～10

分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3

项指标 

7～8

分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2

项指标 

5～6

分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1

项指标 

3～4

分 

不满足指标① 
0～2

分 

康复护理

条件指标

（满分10

分） 

①应设立康复医疗中心，为慢性病、

老年病以及疾病治疗后恢复期、慢性

期康复患者提供医学康复服务。 

②应设立护理中心，为失能、失智或

长期卧床人员提供以日常护理照顾为

主，辅以简单医疗措施，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的护理服务。 

③应配备康复护理专业技术人员。 

满足指标①及其他2项指标中

的1项，另1项指标部分满足 

9～10

分 

满足指标①及部分满足其他2

项指标 

7～8

分 

满足指标①，其他两项指标1

项部分满足，1项不满足 

5～6

分 

满足指标①，其他2项指标均不

满足 

3～4

分 

不满足指标① 
0～2

分 

旅 游 服 务

能 力 指 标

①应具有与康养相关的、独特的人文

旅游资源，并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康养

满足指标①、②及部分满足其

他3项指标 

9～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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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分 10

分） 

服务相关产品。 

②应具备较完备的天气及生态环境监

测支撑系统；具备不同渠道的旅游协

助信息、天气监测预警信息及其灾害

风险评估等咨询服务平台，提供现场、

电话咨询和网络等信息咨询服务。 

③应提供休闲及康养旅游相关知识的

科普服务。 

④应有专门鼓励和支持旅游业及康养

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 

⑤应制定保障康养旅游产品质量的安

全、资源、风险等方面的经营管理制

度。 

满足指标①、②及部分满足其

他2项指标 

7～8

分 

满足指标①、②及部分满足其

他1项指标 

5～6

分 

①、②中有一项为部分满足 
3～4

分 

不满足指标①、② 
0～2

分 

生 态 资 源

品 牌 指 标

（ 满 分 10

分） 

获得与生态、旅游、康养相关的国家

级及以上的资源品牌或荣誉，如该地

区拥有相关生态环境或温泉、富硒、

中医理疗、禅修、农产品气候品质认

证等的品牌或荣誉。 

每具备一项国家级相关品牌或荣誉加分

0.5分；每具备一项世界级相关品牌或荣

誉加分1分；最高不超过10分。 

6 典型康养气候分型 

6.1 总则 

康养气候分型的总体原则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的病症或亚健康人群开展气候疗养、调养等活动需求，

符合T/CMSA 0008－2018的规定，但不完全涵盖该标准中游赏类等的养生气候分型。康养气候分型适合

人群参见附录B。 

6.2 夏季清凉型 

夏季（6—8月）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以上等级的天数不少于40天，且气候舒适度为闷热及以上等级

天数或日最高气温超过35℃的天数均不多于5天。 

6.3 冬季舒适型 

冬季（12月—翌年2月）的无冬日不少于40天，且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以上等级的天数不少于40天。 

6.4 日光疗养型 

年内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以上等级的天数不少于180天，同时在较舒适以上等级的天气期间内每天

日照时数不小于6天。 

6.5 干爽调养型 

年降水量小于400毫米，且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60%。 

6.6 湿润温和型 

年降水量800～1200毫米（含800毫米和1200毫米），且年平均气温10～13℃（含10℃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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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气候康养地评价方法 

7.1 评价流程 

对评价地区的基本评价指标和配套评价指标进行评价赋分，然后按照典型康养气候的分型，对该区

域内可能具备的康养气候类型进行评估；将指标得分情况，以及该区域可能具备的某种或某几种康养气

候类型均填入附录C中的表C.1。 

7.2 评价规则 

拟评价地区的基本评价指标累计分值不少于80分，且配套评价指标累计分值不少于30分，则评定该

地区为气候康养地；若该地区具备“X”型或“ X、Y…”几种典型康养气候类型，则评定该地区为气

候康养地的同时，还评定该地区为“X”型或“X、Y…”型等特色气候康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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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气候舒适度指标计算方法及评价规则 

A.1 适用条件 

当日平均气温≤16℃且≥10℃时，用风效指数 K 来评价气候舒适度；当日平均气温＞16℃时，使

用温湿指数 I 来评价气候舒适度；同时，当气温＜10℃且日平均湿度≥85%时，使用温湿指数 I 来评

价气候舒适度；若日平均气温＜10℃且日平均湿度＜85%时，用风效指数 K 来评价气候舒适度。 

A.2 风效指数计算方法 

风效指数 K 计算公式见式（A.1）： 

………………………………（A.1） 

式中： 

K ——风效指数，取整数； 

T ——某一评价时段内的平均气温，单位为摄氏度（℃）； 

V ——某一评价时段的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S ——某一评价时段内的平均日照时数，单位为时每天（h/d）。 

A.3 温湿指数计算方法 

温湿指数 I 计算公式见式（A.2）： 

 ………………………………（A.2） 

式中： 

I ——温湿指数。保留1位小数； 

T ——某一评价时段内的平均气温，单位为摄氏度（℃）； 

RH ——某一评价时段内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单位用百分率（%）表示。 

A.4 气候舒适度评价规则 

评价规则见表A.1。 

表 A.1 气候舒适度评价规则 

风效指数K值域范围 评价等级 温湿指数 I 值域范围 评价等级 评价标识符 

K≤-1000 
暴冷或酷冷（很不

舒适） 
I＜40 

暴冷或酷冷（很不

舒适） 
E 

-1000＜K≤-800 寒冷（不舒适） 40≤I＜45 寒冷（不舒适） D 

-800＜K≤-600 
偏冷或凉偏冷（较

不舒适） 
45≤I＜55 

偏冷或凉偏冷（较

不舒适） 
C 

-600＜K≤-300 凉（较舒适） 55≤I＜60 凉（较舒适） B 

-300＜K≤-200 最舒适 60≤I＜65 最舒适 A 

-200＜K≤-50 暖（较舒适） 65≤I＜70 暖（较舒适） b 

-50＜K≤80 偏热或暖偏热（较 70≤I＜75 偏热或暖偏热（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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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舒适） 不舒适） 

80＜K≤160 热（不舒适） 75≤I＜80 闷热（不舒适） d 

K＞160 
暴热或酷热（很不

舒适） 
I≥80 

极闷热（很不舒

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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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气候康养分型适合人群 

康养气候主要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夏季清凉型、冬季舒适型、日光疗养型、干爽调养型、湿润温

和型。每种气候分型都具备相应的气候优势，因此存在适宜在该类型区域调养的体质或能在该类型区域

获得健康疗养类的病症。同时，每种气候类型也具备相应的劣势，因此也存在不利于在该类型区域调养

的体质，详情见表B.1所示： 

表 B.1 气候康养分型及气候优劣势 

 
得益体

质 
主要得益病症 不利体质病症 

夏

季

清

凉

型 

烦热等

阴血虚

体质 

1、心痹（风湿性心脏病） 2、肺心病（慢性肺源

性心脏病）3、心悸（心律失常） 4、胸痹或心痛

（冠心病缺血性心脏病）5、虚眩（体质性低血压） 

6、血劳（缺铁性贫血失血性贫血慢性溶血性贫血）

7、肺热病（急性肺炎） 8、暴咳（急性气管-支

气管炎）9、久咳（慢性气管-支气管炎） 10、哮

病（支气管哮喘哮喘型支气管炎）11、肺胀（慢

性阻塞性肺气肿） 12、肺络张（支气管扩张支气

管慢性化脓性炎症）13、肺痿（肺不张肺纤维化

肺硬变矽肺肺梗塞） 14、肺痈（肺脓肿） 15、

肺痨（肺结核）16、肺癌（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17、

肺水（肺水肿） 18、肺厥（肺性脑病）19、肺衰

（呼吸衰竭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20、尘肺（矽

肺石棉肺蘑菇肺）21、悬饮（胸腔积液）22、干

胁痛（干性纤维性胸膜炎）23、喉痹（慢性咽喉

炎） 

手脚冰凉、极度怕冷等极度阳

虚体质 

冬

季

舒

适

型 

手脚偏

凉、怕

冷等阳

虚体质 

1、心痹（风湿性心脏病） 2、心衰（心力衰竭） 

3、心瘅（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感染性心内膜炎）4、

心悸（心律失常） 5、胸痹或心痛（冠心病缺血

性心脏病）6、厥心痛或真心痛（急性心肌梗死） 

7、高原胸痹（高原病） 8、支饮（渗出性心包炎）

9、风眩（高血压病） 10、蓄血病（血紫质病） 11、

髓劳（再生障碍性贫血）12、紫癜病（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 13、喉痹（慢性咽喉炎） 

 

日

光

疗

养 

气虚体

质、亚

健康状

态、免

疫力低

下 

1、癌痛（癌症疼痛）2、月经病（痛经闭经月经

不调月经量多或少）3、月子病（附件炎宫颈炎白

带过多阴痒症） 4、子瘕（子宫肌瘤卵巢囊肿附

件血管瘤）5、子宫癌（子宫内膜癌） 6、乳癖（乳

腺或小叶增生乳房纤维瘤）7、乳岩（乳腺癌）8、

性冷淡（女性性冷淡）9、胆疸（胆汁淤积性黄疸）

多动、狂躁症等阳亢，皮肤过

敏体质 



T/CMSA 0019—2020 

12 

10、视瞻昏渺（中心性视网膜炎） 11、耳鸣（神

经性耳鸣）12、鼻窒（慢性鼻炎）13、鼻槁（慢

性萎缩性鼻炎）14、鼻渊（鼻窦炎） 15、口疮（慢

性口角炎）16、眼疾（多种眼睛疾病） 17、胃缓

（胃下垂胃无力症）18、痈疮（化脓性软组织炎）

19、脱发（脱发）20、痔疮（内痔外痔混合痔） 

干

爽

调

养 

身重、

水湿重

体质 

1、呃逆病（膈肌痉挛胃神经症） 2、胃疡（胃及

十二指肠溃疡） 3、胃瘅（急性胃炎）4、胃痛（慢

性浅表性胃炎） 5、胃痞（慢性萎缩性胃炎） 6、

胃胀（慢性肥厚性胃炎）7、胃缓（胃下垂胃无力

症） 8、食瘕（十二指肠壅滞症急性胃扩张） 

9、胃反（幽门梗阻幽门痉挛） 10、胃癌（原发

性胃癌） 11、胃饮（胃肠积液）12、久泄（慢性

肠炎） 13、大瘕泄（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 

14、伏梁（局限性或节段性或肉芽肿性肠炎） 15、

脱肛（直肠脱垂） 16、气腹痛（胃肠痉挛）17、

肠郁（肠道神经官能症肠道易激惹综合征） 18、

肠痹（麻痹性或功能性肠梗阻）19、脾水（营养

不良性水肿蛋白丢失性胃肠病） 20、痔疮（内痔

外痔混合痔） 

1、肝痈（肝脓肿急性梗阻性化

脓性胆管炎） 

2、肝痨（肝结核） 

3、肝癖或肝痞（脂肪肝） 

4、肝著或肝胀（慢性迁延性肝

炎慢性活动性肝炎） 

5、肝积（肝硬变） 

6、鼓胀（肝硬变腹水腹内癌肿

结核腹水） 

7、肝瘤（肝内囊肿肝血管瘤） 

8、肝癌（原发性肝癌） 

9、肝厥（肝昏迷） 10、胆疸

（胆汁淤积性黄疸） 

11、血疸（溶血性黄疸） 

12、胆瘅（急性胆囊炎） 

14、胆胀（慢性胆囊炎） 

15、胆石（胆囊结石肝胆管结

石胆总管结石） 

16、胆癌（胆囊癌胆总管癌胆

囊肉瘤） 

湿

润

调

养 

燥热体

质、亚

健康状

态 

1、久咳（慢性气管-支气管炎）2、哮病（支气管

哮喘哮喘型支气管炎）3、肺痿（肺不张肺纤维化

肺硬变矽肺肺梗塞）4、肺癌（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5、肺衰（呼吸衰竭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6、尘

肺（矽肺石棉肺蘑菇肺）7、干胁痛（干性纤维性

胸膜炎） 

1、胃疡（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2、胃饮（胃肠积液） 

3、久泄（慢性肠炎） 

4、大瘕泄（慢性非特异性溃疡

性结肠炎） 

5、脱肛（直肠脱垂） 

6、胰胀（慢性胰腺炎） 

7、痔疮（内痔外痔混合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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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气候康养地评价样例表 

依据评价地区的基本评价指标和配套评价指标的得分情况，以及该区域可能具备的某种或某几种康

养气候类型，全部填入下表C.1。 

表 C.1 中国气候康养地评价表（样例表）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得分 
具备的特色康养气

候类型 

基本评价指标 

（满分100分） 

气候属性指

标 

（满分60分） 

气候舒适指标（40分）   

 

降水指标（12分）  

气温指标（8分）  

环境属性指

标 

（满分40） 

空气优良指标（10分）  

水质优良指标（10分）  

氧平衡指标（10分）  

大气相对含氧量指标（10分）  

基本评价指标累计分值= 

配套评价指标

（满分60） 

交通设施指标（10分）  

住宿接待指标（10分）  

医疗卫生条件指标（10分）  

康复护理条件指标（10分）  

旅游服务能力指标（10分）  

生态资源品牌指标（10分）  

配套评价指标累计分值= 

总分（基本评价指标累计分值+配套评价指标累计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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