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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m industries respond and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is a complicated long-term process because of
chronic and uncertainty of climate change. Tourism’s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not only help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the tourism industries to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can promote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mitigation of tourism’s transpor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as well as activities will be the main ways for tourism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However,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tourism products and tourism circular economy; build the system of 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and exploit potential
tourism market so as to adapt the climate chang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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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气候变化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旅游业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旅游业的

节能减排与适应气候变化不但有利于增强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活动的节能减排是旅游业缓解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而树立可持续旅游发展观、积
极开发替代性旅游产品、大力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构建旅游危机管理系统和开拓潜在旅游市场是旅游业适应未
来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气候变化；旅游业；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近百年的现代气候变化是由自然的气候变动与
人类活动共同造成的，而近 50 年来全球变暖现象，
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中国气象局

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发生频率可能增加。相比其他产业而言，旅游业
可能更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将影响到旅
游业的生态资源、旅游季节的变化、旅游者的健康水

发布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中国近百年来(1908~2007)

平和旅游体验质量。气候变化影响旅游业，而旅游业

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 1.1℃[1]。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中

也影响气候变化。因为旅游业也会排放温室气体，特

*

基金项目：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基金项目“羌族地区地区旅游战略
管理研究”(J2011-36)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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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壮大，旅游业对环境和气候的
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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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候变化与旅游业的关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的兴起，
“气候变化与旅游业”逐步为世界旅游学界所
关注，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而我国关于
“气候变化与旅游业”的研究始于 21 世纪，且研究数
量较少，主要以介绍国外相关经验为主。2003 年，第
一届国际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大会论述了旅游业与气候
变化的双边关系，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旅游业和气候变
化的重视迈入一个重要的阶段[3]。2007 年，第二届国
际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大会报告广泛分析了气候变化与
旅游业的关系，对旅游活动的主要影响以及旅游业的
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分析 [4] 。
2008 年世界旅游日以“旅游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为
主题，认为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推进国际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促进达沃斯宣

将导致旅游者寻求较高纬度和较高海拔的，气候凉爽
的旅游目的地[6]。例如冬季气温呈明显升高趋势，气
温舒适度提高，适宜旅游时间的延长，则旅游旺盛期
将延长，气候变化可能成为某些区域旅游业经济的增
长点。例如，马志福等(2003)通过对近 50 年来浙江慈
溪市气候变化分析和未来 50 年气候变化情景的模拟，
认为慈溪市旅游投资和可能收益将呈现不同程度的
增加[7]。气候变化影响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影响客流的空间与季节移动，并导致传统的旅游目的
地萎缩与新的旅游地的诞生[8]。虽然气候变化对旅游
业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但总的看来是弊大于利。

2.2. 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解温室效应，已成为
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虽然旅游业是低能耗、低污染
的产业，但是随着全球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旅游

言的进程和鼓励贫困国家的旅游利益相关者运用新技

业也要承担环境恶化和气候变暖的责任。根据联合国

术和财政接金融来适应气候变化和旅游业的节能减

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调查表明，全球旅游业

排。2009 年，世界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

2005 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开，虽然旅游业在本次大会中扮演很小的角色，但旅

的 5%；而该排放量所造成的影响，大约可以达到全

游业的节能减排再次唤起了旅游业界的高度重视。

球温室效应的 14%。以 2005 年为基准，鉴于旅游业

2.1. 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和挑战

在多数国家增长趋势的预测，全球旅游业的碳排放量
预计 2035 年将增加 150%，这已经将旅游业技术进步

气候变化将直接造成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海平

和管理效率提高考虑在内[9]。如果旅游业继续当前的

面的上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旅游产业的发展与

发展模式，在将来其他产业经济部门完成节能减排计

环境息息相关，其中气候也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

划后，旅游业将会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10]。见下

而气候变暖将会对旅游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化

表 1 所示。

对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一是对旅游业的直接影
响，包括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旅游目的地
气候资源的分布，以及旅游业运营成本的增加等方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emissions of CO2 from tourism by
sub-sector in 2005 and 2035
表 1. 2005 与 2035 年全球旅游业各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面；二是间接的环境影响，由于气候变化能引起环境
的连锁变化，包括水资源缺乏、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2005 年 CO2 的排放量

2035 年 CO2 的排放量(预计)

项目
子行业

景观美学价值的下降、疾病以及基础设施的损坏等；

CO2 排放
量(Mt)

所占百
分比(%)

CO2 排放
量(Mt)

所占百
分比(%)

三是旅游业减排政策对旅游流的影响，包括价格的上

航空运输业

515

40%

1631

53%

涨、改变航空线路、短途和长途航班的比例变化等；

汽车运输业

420

32%

456

15%

四是间接影响到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包

其他运输业

45

3%

37

1%

括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与旅游业相关

住宿业

274

21%

739

24%

旅游活动

18

4%

195

6%

共计

1302

100%

3059

100%

[5]

行业的就业与安全等问题 。
气候变化对旅游业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在旅游目
的地重新分配气候资源。当前研究表明，气候因素与
目的地旅游需求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全球气候变迁
60

注：2005 年全球 CO2 排放总量为 26,400，旅游业贡献约占 5%；Mt = 106 吨；
数据来源：WTO-UNEP(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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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5 年旅游业碳排放为基准，世界旅游及旅

素，旅游住宿的二氧化碳排放仅次于旅游交通的二氧

行理事会(WTTC，2009)明确指出到 2020 年旅游业理

化碳排放，以宾馆、酒店等为主体的旅游住宿产品使

想的碳减排目标为 25%~30%，2035 年实现旅游业碳

用燃煤、燃油锅炉、空调等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并

减排的 50%。2009 年 l1 月，我国提出到 2020 年单位

且要排放大量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大气污染物。旅游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住宿产品种类丰富，类型多样，包括星级宾馆、度假

40%~45%，这意味着我国将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巨大压

饭店、青年旅馆、商务酒店等产品系列。不同住宿设

力。旅游业作为我国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产业，不

施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也存在很大的差别。然

但要积极适应气候变化，而且也要为我国缓解气候变

而，我国宾馆、酒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略高于国外旅

暖做贡献。

游住宿产品。例如昆明地区四星级酒店住宿产品一个

3. 旅游业的节能减排

房间每晚碳足迹为 25.29 千克，是中国人日均碳足迹
的 2.5 倍[12]。旅游住宿的节能减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达沃斯气候变化与旅游宣言报告明确指出如果

方面：第一、旅游住宿的能源系统方面，包括节约使

最大限度估算技术进步因素在交通、住宿以及旅游活

用能源，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以减少二氧

动中的作用，这可以减少 38%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

化碳的排放。第二、旅游住宿设施的工程技术节能方

采用混合交通模式、短途旅游和增加平均停留时间等

面，要尽可能的考虑旅游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

方式可以减少 44%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实施最有效

积极运用现代建筑节能技术，不同的室内环境营造需

的减排计划和充分利用以上措施，到 2035 年旅游业
将减少 68%的二氧化碳排放[11]。这表明旅游业有很大
的减排潜力，旅游低碳化发展前景广阔。

3.1. 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作为旅游业最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它
的节能减排效果将直接影响整个旅游业节能减排的成
果。根据统计表明，2008 年我国旅游交通碳排放量也
占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为 55.23%。由此可见，旅游交通
的节能减排效果将直接影响旅游业低碳化发展的成
果。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来推进旅游交通业的
节能减排：一是鼓励旅游者乘坐火车、汽车等较低碳
排放的交通工具，或选择短距离的旅游目的地；二是
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交通工具的能源运用效率和倡导使

要不同的节能技术。例如：不仅注重建筑的自然采光、
自然通风，而且要运用新材料使建筑的隔热、防冷效
果更好。第三、由于不同的旅游住宿方式将存在能耗
和排放的巨大差异，所以低碳环保的旅游住宿应积极
参与低碳或绿色企业认证，以更加利于宾馆、饭店的
碳减排更加规范和全面。第四、运用循环经济理念循
环处理废弃物，变废为宝。第五、提倡低碳健康餐饮，
宣传绿色食品。第六、实现节能既需要先进技术，也
需要先进的管理理念。建立科学的，以能耗数据为中
心的建筑节能评价和考核体系，实行以能耗数据为导
向的节能管理模式。

3.3. 旅游活动
相对于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而言，旅游活动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小。旅游活动是旅游者旅游

用清洁能源；三是航空机队更新低能耗、低排放的飞

体验的关键所在，主要指旅游者在特定区域环境进行

机，预计到 2020 年全球将有 5500 架飞机被更换替代；

游览观光、休闲娱乐、康体保健等活动，选择不同的

四是对使用高碳旅游交通的旅游者征税，例如 2008 年

旅游活动类型也意味着将选择不同模式的交通和住

巴厘路线图就提议对所有发达国家的国际航空旅游者

宿。旅游者选择不同的旅游活动其能源消耗也各不相

征税。五是通过各项项目合作或政策来减少航空业的

同，则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各有差异。例如，旅游者乘

碳排放，例如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等。

坐直升机到高山滑雪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数倍于旅游

3.2. 旅游住宿

者参与其他旅游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做好
旅游活动节能减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

旅游住宿的二氧化碳排放仅次于旅游交通的二

提倡旅游者选择低碳旅游产品，包括低碳旅游活动、

氧化碳排放。旅游住宿是旅游产业结构的基本组成要

交通、住宿、餐饮等方面，最重要的在于减少对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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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需求。其次，鼓励旅游者选择近距离旅游目的

弱性和敏感性，旅游业不仅要为缓解气候变化做贡

地，并延长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随着现代交通

献，更重要的是在于适应气候变化。

工具的飞速发展，更多的旅游者会选择乘坐飞机到更
远的旅游目的地。随着旅游者在目的地停留时间的缩

4.1. 树立可持续旅游发展观

短将导致旅游者多次出游可能性的增加，这将直接导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正是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

致旅游者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第三，选择环境友好

的关注。旅游业己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

型或具有低碳标识的旅游运营商，因为这类旅游运营

产业，同时也是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行业。虽然旅

商往往会开发低碳旅游产品线路，并积极支持假日低

游产业的发展对环境影响较小，但是随着我国旅游规

碳出行。第四，由于不同旅游者喜好的旅游产品不同，

模的持续发展，旅游产业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积极宣传低碳旅游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低碳旅游消

例如对旅游资源的过度甚至掠夺性开发、对旅游景区

费活动，并加强对旅游者的教育。将旅游活动或旅游

的粗放式管理、旅游设施建设的病态膨胀、旅游业赖

产品加注碳标签的方式引导游客的选择低碳旅游产

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被极度破坏等[14]。所以，旅游业也

品，从而达到转变旅游消费者行为。最后，碳补偿活

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实现旅游目的地环境、经

动也是旅游活动节能减排的一种有益尝试。

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3.4. 旅游目的地

更应该强调树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可持续旅游发
展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注重代内公平和代际公

旅游者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交通(汽车、巴士、火
车、渡船、飞机)，旅游住宿(加热、制冷、洗涤、烹
饪等)以及旅游活动(经营餐馆、酒吧、电影院、缆车、
景区游览)都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旅游业温
室气体减排的关键仍在于改变旅游消费者的行为模
式，鼓励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旅游的实践来实
现。旅游目的地对旅游业节能减排意义重大，因为旅
游目的地可以组织本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业
温室气体的减排。旅游目的地的节能减排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1) 加强对旅游目的地的交通管理，包括
提供清洁能源汽车(电动车)、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
免费自行车租赁服务等。例如，2010 年 4 月，都江堰
启动免费公共自行车系统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2) 积
极开发和利用可循环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包括运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可循环能源。
3) 积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植树造林，并降低旅

平；力求保持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双向可持续
性；维持生态系统与人文环境的动态平衡等方面有助
于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
发展观是一种负责任、低影响和环境友好的旅游发展
观念，它所强调的旅游经济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对生态
环境保护、旅游资源保护和增强环保意识等核心理
念，正好符合当代旅游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要
求。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坚持可持续旅游发展观，
加强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对旅游者的引导和教育更
有利于增强旅游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4.2. 积极开发替代性旅游产品
替代性旅游是人们窘于大众型旅游的各种负面
影响而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大众型旅游的各种负
面影响[15]。替代性旅游有别于传统的旅游模式，以保

游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可以通过参与碳补偿

护当地环境、文化和社会价值为前提的旅游模式[16]。

项目以抵消剩余的二氧化碳。4) 加强目的地的营销，

由此可见，积极开发替代性旅游产品对旅游业的节能

积极与旅游运营商合作，通过重建旅游市场以吸引更

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

多的旅游者，特别是有高消费能力的低碳旅游者。5)

因为替代性旅游产品是相对于大众性旅游产品而言，

引导目的地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旅游的实践

具有其适应能力强，易于推广等特点。由于气候变化

活动，齐心协力实现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对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旅游产品的影响各异，所以其采

4. 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由于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旅游业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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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不论气
候变化对旅游目的地影响程度如何，积极开发替代型
旅游产品更有利于满足旅游消费者多样化以及就近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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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旅游需求。其次，替代性旅游产品还能起着吸
引和引导旅游消费需求的作用，有利于增强旅游利益
相关者的环保意识。最后，因为替代性旅游产品种类
丰富、形式各异，既包括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产品类
型，也包括主题公园、博物馆以及通过观念的转变和
技术进步等方式增强旅游产品抗风险能力的低碳旅
游产品等。例如为应对气候变暖对滑雪旅游的影响，
滑雪经营者通过人工造雪、催云和发展滑雪斜坡等技
术措施，以及发展室内滑雪场和积极的经营措施来适
应气候变化[17]。而海岸旅游产品采取以筑造堤坝、开
展室内娱水活动等替代性旅游的发展方式。由此可

4.4. 构建旅游危机管理系统
旅游业受气候变化影响仅次于农业，气候变化不
仅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也会影响到旅游者的
出游动机和意愿。提前准备预防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
负面影响，有利于将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首先，气候变暖将直接导致台风、洪水、干
旱等极端的气候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加。所以，为应对
气候变化对旅游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气象灾害，加
强防灾、减灾，构建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测和应级处
理的旅游危机管理系统十分必要。此外，由于旅游安
全和旅游的舒适度是游客外出旅游首要考虑的因素

见，积极开发替代性旅游产品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之一。构建旅游危机管理系统还可以应对气象灾害和

的一大选择。

各种旅游危机，例如火灾、水污染、森林虫害、传染

4.3. 大力发展旅游循环经济

病、游客伤亡等，做好预防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的一
切准备，切实保障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最后，由于旅

循环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

游产业的综合性，涉及的行业部门和产业链条非常

的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以及人们对人

多，如果旅游要素中的任何一环节出了问题，就将影

与环境关系的深刻反思。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

响到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而这些影响因素包括社会、

例如南方出现大旱、北方春天出现异常的低温天气

政治、经济、自然等的突发事件。而构建旅游危机管

等，这些事件很可能是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对大自然

理系统能起到及时有效的预防、应对突发事件对旅游

的影响所致。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

产业的消极影响的作用，它能最大可能的保障旅游经

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在使用、再循环”的原

济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在未来气候变化不确定的

则，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

情况下，构建旅游危机管理系统就显得格外重要。

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
弃”。旅游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学在旅游业上的具体

4.5. 开拓潜在旅游市场

运用或将旅游业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载体，以实现经

潜在旅游市场，是指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未显

济和自然系统相互协调。例如我国珠江三角洲的“桑

露或未成熟的旅游市场。未来的气候变化将影响到旅

基鱼塘”循环经济模式和北京蟹岛休闲农庄循环经济

游目的地的气候和旅游市场的细分。对一些旅游目的

发展模式等，体现了循环经济在旅游产业各个环节和

地而言，需要积极适应气候变化以降低旅游市场相关

要素中的具体运用。发展旅游循环经济要有一个基础

风险；同时也意味着一些旅游目的地将拥有新的市场

性的体系框架作支撑，构建旅游循环经济体系是一个

机遇。旅游目的地受气候变化影响，不论是积极的还

系统的工程，涉及到旅游业的各个相关层面，包括旅

是消极的，都应该积极开拓潜在旅游市场。首先，对

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及旅游通道等环节，需要从旅

于容易受气候变暖影响的冰川旅游目的地、低海拔旅

游区的规划、开发、旅游活动开展的全过程综合考虑

游目的地等，更应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挖掘

[18]

。大力发展旅游循环经济不但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旅

市场潜力、积极宣传促销。例如早在 2004 年，国外

游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还能协调旅游经

的媒体就已经报道“现在就去参观濒危的世界奇迹，

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短缺的矛盾。旅游循环经济着眼于

在它们消失之前”，这包括哥斯达黎加的云雾森林、

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它是以旅游绿色技术为支撑，以

加勒比海的珊瑚礁、低海拔旅游目的地与城市等。这

循环利用为特色，有效的实现了旅游业的节能减排与

无疑将前所未有提升这些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激发

低碳发展，是最有效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式。

了人们前往濒危旅游目的地的动机和决心。其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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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选择–缓解与适应

于能直接从气候变暖受益的旅游目的地，也应该抓住
旅游市场机会，积极开发替代性旅游产品。例如，在

[3]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大力倡导发展低碳旅游，旅游
目的地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抓住机遇转变
旅游发展方式，以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

[4]

[5]

积极利用和参与碳交易市场。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环境污染和应对能源危机，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

[6]

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我国也不例外。旅游业融入我

[7]

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是大势所趋。所以，我国旅游业

[8]

应继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等活动，发展生态林业、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方式来
增加固碳总量；并通过碳交易市场获得环保补偿。

[9]

[10]

总之，旅游业适应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当前，我国旅游业适应气候变化，首

[11]

先要树立可持续旅游发展观念，加强对旅游利益相关
者的宣传和教育；其次，积极开发替代性旅游产品和

[12]

大力发展旅游循环经济，降低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

[13]

第三，构建气候变化与旅游业的研究平台，加强国内

[14]

外关于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最后，完

[15]

善旅游业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
施，保障和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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