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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疗养基地建设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疗养基地的场地选择、场地规划、设施建设、服务与运营维护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森林疗养基地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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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20426  污水排放标准 

GB/T 31710（所有部分）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所有部分） 

GB/T 34335  风景名胜区管理通用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51046  国家森林公园设计规范 

GB 51143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LY/T 1681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 

LY/T 2005—2012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DB11/ 307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 1488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疗养  forest therapy 

利用森林环境和资源，在森林中开展静息、散步等活动，实现增进身心健康及预防、治疗疾病的

一种替代治疗方法。 

3.2  

森林疗养基地  forest therapy base 

开展森林疗养的专业场所，指疗养效果被认可，相关基础设施和社会自然条件达到一定水平的森

林区域。 

3.3  

森林疗养步道  forest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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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森林散步的道路，指疗养效果被认可，相关设施和自然条件达到一定水平的散步路径。 

3.4  

森林疗养课程  forest therapy programme 

为实现特定的健康管理目标，在森林中开展的单项活动。 

3.5  

森林疗养菜单  forest therapy menu 

森林疗养基地提供的列有各种森林疗养课程的清单。 

3.6  

象形标识  pictographic indicate 

为降低读取压力，以图画形式提供指示信息的一种标识方式。 

3.7  

森林疗养师  forest therapist 

开展森林疗养服务，并具有相关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 

3.8  

森林向导  forest guide 

具备与森林有关的丰富知识，能够在森林疗养中提供向导服务的人员。 

3.9  

访客  forest client  

森林疗养的服务对象，到森林疗养基地体验森林疗养的人员。 

3.10  

一站式服务窗口  one-stop service window 

森林疗养基地中，向访客提供接待、预约、咨询、购物、休憩、用餐、如厕、心理疏导、诊疗、

应急救助和紧急避险等综合服务的设施。 

4 场地选择 

4.1 选址 

4.1.1 森林面积不宜低于 100 hm
2
。 

4.1.2 应远离自然疫源地。 

4.1.3 与矿山、机场、工业区等区域应相距 5 km以上。 

4.1.4 基地边缘应距离交通主干道和城市生活喧嚣区 1 k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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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达，或基地可提供接驳服务。 

4.2 林分质量 

4.2.1 以天然起源或经过近自然化改造的人工林为宜。 

4.2.2 森林第一观感良好。 

4.2.3 林分类型多样，能够提供多种感官刺激。 

4.2.4 森林群落生物量不应小于 50 t/hm
2
。 

4.2.5 森林有害生物等级在轻度危害以下，评估标准按照 LY/T 1681执行。 

4.2.6 森林郁闭度可控制在 0.6±0.1。 

4.3 森林环境 

4.3.1 夏季晴天正午，林中 1.5 m高度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不应低于 1000个/cm
3
。 

4.3.2 基地空气细菌含量平均值应小于 300个/m
3
。 

4.3.3 空气中颗粒物、臭氧及其他空气污染物浓度应符合 GB 3095规定的一级浓度限值要求。 

4.3.4 地表水环境质量应达到 GB 3838规定的Ⅱ类以上要求。 

4.3.5 电磁辐射与天然本底辐射的年有效剂量不应超过 1 mSv。 

4.3.6 土壤无化学污染，质量应达到 GB 15618规定的一级标准。 

4.3.7 夜间噪声不应大于 30 dB(A)。 

4.3.8 人体舒适度指数为 60～76（3～5级）的天数宜大于等于 170 d，人体舒适度指数计算公式见

式（1）。 

……………………………（1） 

式中： 

I——人体舒适度指数； 

T——平均气温，单位 ℃； 

H——相对湿度，用小数表示； 

U——风速，单位 m/s。 

4.3.9 疗养季节昼夜温差不宜大于 15 ℃。 

5 场地规划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森林经营规划及其它上位规划。 

5.1.2 应处理好森林疗养与森林游憩活动之间的关系，做好生态保护。 

5.1.3 应确定森林疗养基地特色、规模和空间发展布局，配置各项基础设施。 

5.1.4 应统筹考虑开发建设时序，做好近期和远期的开发工作安排。 

5.2 容量与规模 

5.2.1 森林疗养基地应以界桩、界碑等界定范围，边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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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根据森林疗养基地所处地理位置、疗养资源吸引力和市场需求，预测访客规模。 

5.2.3 森林疗养基地的极限容量应符合 GB/T 34335的规定，瞬时极限容量不宜大于 12人/hm
2
，平均

步道面积不宜低于 10 m
2
/人。 

5.2.4 森林疗养基地年间访客容量不宜大于 1000人/hm
2
。 

5.3 基地组成 

5.3.1 森林疗养基地应具有疗养步道、疗养活动场地、疗养专类园及其它配套设施。 

5.3.2 配套设施应满足森林疗养对健康管理、营养餐、住宿等多种需求。 

5.3.3 宜设立管理区，统一安排建设用地，建设配套设施、管理用房和停车场等。 

5.3.4 基地内部交通应以森林疗养步道为主，除步道外，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车行道、骑行道和

停车场： 

a) 除管理区和防火道路外，不宜设置车行道； 

b) 车行道需结合场地现状，控制道路选线和道路宽度，避免与森林疗养活动发生矛盾； 

c) 骑行道应规划在疗养活动区相对边界的位置，防止对森林疗养活动形成干扰； 

d) 当骑行道与车行道并行时，应单独划定骑行道，通过不同材质、颜色和图示加以强调； 

e) 停车场数量应与访客规模相匹配，便于使用。 

5.4 防灾规划 

5.4.1 防灾规划包括森林火灾防治、有害生物防治、地质灾害防治等内容，规划应符合 LY/T 2005—

2012中 6.1.5的规定。 

5.4.2 访客经留场所应远离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山洪、野兽袭击等灾害的危

险地段。 

5.4.3 防灾避难场所的规划设计应按照 GB 51143执行。 

6 设施建设 

6.1 主要设施 

6.1.1 出入口 

a) 应设置在平坦、无视线遮挡地段，以能容纳 10 人同时活动为最小面积单位； 

b) 应设置一站式服务窗口，或包含一站式服务窗口功能的游客服务中心； 

c) 附近宜设置相对私密的交流空间，为疗养开始前的面谈提供场所； 

d) 应有明显的标识设施，主要包括以下标识信息： 

1) 森林疗养步道的线路、坡度、距离、运动量等信息； 

2) 森林疗养活动场地的位置及适宜的疗养活动、一站式服务窗口的位置等信息； 

3) 森林疗养基地的面积、海拔、空气清洁指标等基本信息。 

6.1.2 森林疗养步道 

6.1.2.1 步道选线 

a) 步道选线应考虑植物、水系、地形、名胜古迹等要素，提供丰富的五感体验； 

b) 根据场地特点设置完全环形、完全非环形和不完全非环形步道，以完全环形步道或局部实现

环形步道为宜，步道类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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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设置不同长度、不同高差步道，步道总长度不少于 10 km。步道距离与适合人群见表 2； 

d) 无障碍步道应符合 GB 50763的要求。 

 

表1 步道按出入口及环形情况分类 

完全环形 非完全环形 不完全非环形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表2 步道距离与适合人群 

种类 距离（km） 适合人群 备注 

短距离 ＜2 初次体验或体弱者 可提供约 30 min 的散步体验 

中距离 2～10 一般人员 
可提供约 1 h，有高差变化、有一定运动量的散

步体验 

长距离 ＞10 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人员 
可提供 2 h 到 6 h，有高差变化、较大运动量的

散步体验 

 

6.1.2.2 步道规格 

a) 步道宽度不宜小于 1.5 m，若需要两辆轮椅并行，步道宽度不宜小于 1.8 m； 

b) 步道路面平均坡度不宜大于 1:10，特殊情况不应超过 1:3； 

c) 若需设置台阶，踏步高度应在 0.10 m～0.15 m，宽度不宜小于 0.30 m；台阶踏步数不应少于

3级，当高差不足 3级时，应按坡道设置；踏步应防滑； 

d) 轮椅通行坡道，坡度宜小于 1:12；当提升高度小于 0.30 m 时，可选择较陡坡度，但不应大

于 1:8；可分段设置坡道，中间设休息平台。 

6.1.2.3 步道材料 

a) 步道材料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木材、松针或碎石等为宜； 

b) 步道材料宜有变化，为访客提供多种触觉感受； 

c) 软质铺装的比例应不小于 60%。 

6.1.2.4 步道工程要求 

a) 访客活动区边缘临空高差大于 0.7 m时，应设置护栏设施； 

b) 人流密集的场所、台阶侧面高度超过 0.7 m且临空时，应有防护设施； 

c) 护栏设施应坚固耐久、不易攀登，不应有锐角、利刺等； 

d) 若步道与地面齐平，应设置排水沟，防止雨季积水； 

e) 如有裸露边坡，应采取必要的加固和生态修复措施； 

f) 通往孤岛、山顶等的卡口路段，宜设通行复线；需原路返回的路段，应加宽路面； 

g) 宜设置涉水步道、枝条浴、雾化装置、手部浴等水疗设施； 

h) 根据路段行程及通行难易程度，设置休息座椅，在需要交谈、进食的地方，宜设置可移动桌

椅，座椅设置间距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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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座椅设置间距 

座椅设置间距（m） 森林疗养步道坡度（
o
） 

360 0～5 

180 5～10 

120 10～15 

60 15～20 

 

6.1.2.5 其它要求 

a) 疗养步道起始点和交叉点应设置标识牌，标明距离、高差、坡度，以及运动强度、能量消耗

量和建议步行速度等，常见运动负荷见表 4； 

表4 森林散步运动负荷表 

运动负荷 低 中 高 

时间 30 min 60 min 120 min 

路面坡度 无坡度 有阶梯、偶尔有坡度 坡面较多 

步行难易程度 路面铺装整齐 路面石砾较多 路面有挑战 

 

b) 步道在巨树、水边、红叶、风口等标志性地点应设置象形标识牌，象形标识图例参见附录 A； 

c) 步道两侧树下净高应不低于 2.2 m，保证访客安全通行； 

d) 步道两侧应有较好的通视度，通视距离以 50 m～100 m为宜。 

6.1.3 森林疗养活动场地 

6.1.3.1 场地选择 

a) 宜设置在步道沿线； 

b) 可与步道相隔一定距离，确保场地安静与私密，  

c) 场地周边宜具备丰富疗愈资源，视野开阔，适合远眺； 

6.1.3.2 场地面积应依据现状及活动内容确定，以满足 3～5人同坐、不互相干扰为最小单位。 

6.1.3.3 场地材料参照 6.1.2.3 执行。 

6.1.3.4 其它设施 

a) 场地周边应设置疗愈效果实证研究展牌，引导访客在该场地活动； 

b) 依据活动内容的不同，场地宜设置木平台、座椅、亭廊等设施； 

c) 场地附近宜设置物品寄存设施，方便疗养师存取道具以及访客临时寄存物品； 

d) 场地附近宜设置平行杠、平衡板、肋木、运动控制等康复设施。 

6.1.3.5 场地工程要求参照 6.1.2.4执行。 

6.1.4 森林疗养专类园 

6.1.4.1 宜结合资源现状，建设芳香园、作业农园、药草花园、水疗园、运动园、动物角等专类园； 

6.1.4.2 应与步道结合，方便访客到达； 

6.1.4.3 出入口处应设置标识牌，说明专类园的类型、使用方式、适用人群等信息； 

6.1.4.4 园内应根据专类园的性质配备相应操作间、工具间及其它必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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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配套设施 

6.2.1 一站式服务窗口 

a) 每 75 hm
2
森林疗养基地应至少设置 1处一站式服务窗口； 

b) 一站式服务窗口的服务半径为 500 m； 

c) 一站式服务窗口应具有森林疗养相关的医疗设备，应设置桌椅、厨房、洗手间等必要设施，

应储备一定量的薪柴、食物、水、药品、垃圾袋，同时应兼具防灾避灾功能； 

d) 一站式服务窗口的无障碍区域设计应符合 GB 50763的要求；  

e) 一站式服务窗口的建筑材料宜以当地材料为主，宜使用木材，建筑风格与森林环境相协调。 

6.2.2 住宿餐饮设施 

a) 应根据基地环境特色、访客规模和需求设置住宿餐饮设施； 

b) 若住宿餐饮设施为建筑物或构筑物，应主要采用当地材料，宜采用木结构建筑；应注重木材

等装修装饰材料的使用； 

c) 若住宿餐饮设施为露营地，应有专门的给排水系统、公共卫生间、服务中心，露营地建设应

符合 GB/T 31710（所有部分）的规定； 

d) 住宿设施应能满足冷水和热水入浴要求； 

e) 餐饮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DB11/ 1488的规定。 

6.2.3 防灾避难设施 

a) 应设置避难屋，避难屋设置合理、坚固，不会造成二次伤害，屋内应配备必要的生存物资； 

b) 避难场所宜通过防火林带等防火隔离措施防止次生火灾蔓延； 

c) 较高建（构）筑物、配电设施等均应设置防雷装置；制高点护栏等人工设施，应设置防雷装

置或采用相应管理措施； 

d) 在易发生人身伤害、地质灾害的险要地段，应设置警示牌，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6.2.4 医疗设施 

a) 森林疗养基地宜与本地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b) 在出入口处或一站式服务窗口内，应设置自助式医学检查设备和医学急救设备； 

c) 在主要访客经留地设置自然疫源检测设施，定期进行检测。 

6.2.5 物理环境监测设施 

a) 宜结合原有林业气象站，监测温度、湿度、风速、辐射等数据； 

b) 宜在主要疗养人员经留地，设置负氧离子、芬多精、细颗粒物、臭氧等监测设备。 

6.2.6 标识设施 

a) 森林疗养基地的出入口、边界、交叉路口、疗养步道沿线、疗养活动场地、疗养专类园、配

套疗养设施、险要地段等均应设置标识设施； 

b) 森林疗养标识设施分为指示标识、解说标识、警示标识三种类型； 

c) 森林疗养标识设施包括标识牌和电子设备。标识牌分为导向牌、解说牌和安全标志牌等；电

子设备分为显示屏、触摸屏和便携式电子导游机等； 

d) 标识牌应选用自然材料，与基地环境相协调； 

e) 标识设施的设计除考虑视觉因素外，应充分考虑对访客触觉、嗅觉、听觉、味觉的激发； 

f) 标识设施文字应至少采用中文、英文两种语言，宜加入盲文； 

g) 与疗养活动密切相关的标识，宜使用象形标识符号； 

h) 标识设施的内容应围绕疗养路径、疗养场所、疗养效果等； 

i) 其它公共设施标识应采用国际通用的标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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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停车场 

a) 与疗养活动区出入口的距离不宜超过 500 m，若超过 500 m应设置摆渡车； 

b) 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停车位 100 辆以下应设置不少于 2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 辆以

上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数 3%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6.3 其它设施 

6.3.1 除住宿餐饮设施和一站式服务窗口外，森林疗养基地内不宜单独设置垃圾收集装置。 

6.3.2 基地内的给排水、供电设计应按照 GB/T 51046 执行；污水应集中处理，并达到 GB 20426和

DB11/ 307的规定。 

7 服务与运营维护 

7.1 服务人员 

7.1.1 应根据访客规模配备森林疗养师与森林向导，每处基地不宜少于 5名经过培训的森林疗养师。 

7.1.2 宜配备常驻基地的医疗卫生人员和应急搜救，负责疗养指导、评估与急救工作。 

7.1.3 宜配备常驻基地的应急搜救人员，负责疗养活动的安全工作。 

7.2 森林疗养课程 

7.2.1 应根据场地特点，为访客提供不少于 30种课程的森林疗养菜单。 

7.2.2 森林疗养课程分为必备课程、可选课程和补充课程。 

7.2.3 必备课程包括森林坐观和森林散步，必备课程疗养效果应基于实证研究。 

7.2.3.1 森林坐观宜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森林环境，体验时间不应过长，以 40 min 为宜。 

7.2.3.2 森林散步的步行速度宜慢不宜快，应结合五感体验，步行距离为 1.5 km。 

7.2.4 应根据本地资源特色，结合不同疗愈手段设置可选课程，常见可选课程见表 5。 

表5 常见可选课程 

类别 可选课程 

结合运动疗法的课程 考虑运动强度，结合徒步、慢跑、越野跑、瑜伽、太极拳、气功、体操等的森林疗养活动 

结合水疗法的课程 温泉浴、冷泉浴、手部浴、手臂浴、足浴、腿部浴、枝条浴、喷雾浴等 

结合作业疗法的课程 间伐、搬运原木、木工制作、押花、叶拓、做竹炭、农事体验、大地艺术创作等 

结合气候疗法的课程 日光浴、空气浴、泥浴、洞穴疗法等 

结合芳香疗法的课程 芳香抚触、调配精油、花香疗法、熏香疗法等 

结合食物疗法的课程 按照营养学要求，活用当季的蘑菇、树头菜、坚果、水果和山野菜等农产品 

结合药草疗法的课程 草本茶、鲜药疗法、药膳等 

结合心理咨询的课程 森林冥想、森林坐禅、林中咨询、团体疏导、自我察觉、色彩疗法等 

结合拓展训练的课程 树攀岩、森林游戏等利用同伴间相互影响的方式来实现个人成长 

结合儿童教育的课程 通过自然观察、制作标本、观鸟等改善孩子厌学、多动、自闭状况 

 

7.2.5 应以当地森林文化活动作为森林疗养补充课程，补充课程不宜超过总课程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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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设施维护 

7.3.1 按照近自然经营理念，制定森林经营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森林经营措施，提升森林健康、访

客可达性，增加疗养素材。 

7.3.2 森林疗养步道应定期维护，无特殊处理的松针、木屑步道或场地宜每年重新铺设；经胶黏热压

处理的宜每 2年铺设一次。 

7.3.3 基地内建筑、疗养配套设施、标识体系等，应定期维护，保证完好。 

7.4 基地运营 

7.4.1 建立健全运营管理机构，制定短期与长期运营目标。 

7.4.2 制定包含预约制度、局部区域管制方法、森林局部轮休或整体休业计划等管理制度。  

7.4.3 确定目标客户和经营方针，制定广告宣传对策。 

7.4.4 编制主要植被的花粉日历和花粉地图，建立负面健康影响因素清单。 

7.4.5 农林业生产应限制使用化肥和农药，宜采用绿色或有机方式。 

7.4.6 应保持地形地貌完好，不应有开矿采石、挖沙取土等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生产活动。 

7.4.7 住宿设施不宜设置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应限制使用无线网络，应提供体现当地食材特色的

营养餐。 

7.4.8 在森林疗养基地开放期间，一站式服务窗口应有专人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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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象形标识举例 

图A.1给出了象形标识举例。 

 
图A.1 象形标识图例 

  

图A.1中：        

（1）：可听到流水的声音 ；  （2）：可看见阳光洒在水面上； 

（3）：可看见远处山顶积雪； （4）：可感受明快的光照； 

（5）：流经森林的小溪；     （6）：山岳景观； 

（7）：附近有巨树；         （8）：山峦叠嶂； 

（9）：独特的树枝；         （10）：能晒太阳； 

（11）：日出；              （12）：特别清澈的水； 

（13）：适宜光脚体验；      （14）：保存较好的天然林； 

（15）：雪水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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