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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碳理念的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以福建省平潭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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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碳经济自2003 年提出以来,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世界旅游组织 (W TO )鼓励各国发展低碳排放的旅游。

规划设计中, 低碳旅游有别于传统旅游发展模式, 其游道安排、景观建筑、能源支持、游客行为引导方面均有所创新。以福建

省平潭岛为规划案例, 从旅游交通、旅游住宅、旅游活动等方面阐述, 说明了低碳旅游规划设计的要点。低碳化的旅游交通要

求按照不同交通方式的适宜尺度, 尽量使用环保的交通工具; 建设低碳排放的旅游住宅; 对旅游活动按照碳排放分类, 鼓励

开展低碳排放的旅游活动。通过这些方式, 以期“低碳”发展理念在目前的旅游规划设计中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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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低碳”( low 2carbon) 概念首先出现在各项区域

发展战略之中。2003 年首先出现在英国, 后在全世界

得到普遍认同。2009 年, 世界旅游组织在世界经济论

坛上呈递了《迈向低碳的旅游业》的报告。该报告指出

旅游业排放了全世界 5% 的二氧化碳。2035 年之前,

如果按照现在的旅游增长率, 碳排放将会超标[1 ]。在

中国, 低碳规划的概念首先出现在城市规划中。碳排

放与城市化过程相交织, 低碳城市规划将成为碳减排

的关键技术[2 ]。作为城市发展中的旅游产业与旅游景

区, 其规划中采取低碳的技术手段还未受到重视。

“低碳”首先是一个生态学名词, 是指将人类活动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降低的过程。关于旅游碳排放的研

究最早出现在生态学领域。2004 年, Stefan Go ssling

等人建立了旅游业碳排放的计算方法, 旅游业中的交

通、住宿和活动均会带来一定量碳排放, 其中以交通

为最多, 研究结果对“旅游业是环境友好型产业”提出

了挑战[3 ]。有学者统计了每个住宿房间ö床位消耗的

能源量, 能源由木柴、石油燃料、液化石油气组成[4 ]。

对碳排放进行限制 (通过税收) 会带来旅游业内部的

调整[5, 6 ] , 从旅游的规划设计中考虑降低碳排放有利

于避免征税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所选的案例地平潭岛, 亦称海坛岛, 位于福

建省福州市东南, 是福建省推出的两岸合作共管综合

实验区, 目前还保留着亚热带海岛的自然风貌。岛屿

南北长29km , 东西宽19km。平潭素有“千礁岛县”之

称, 全县由126 个岛屿、702 座岩礁组成。全县陆地总

面积371. 91km 2, 主岛海坛岛面积267. 13km 2, 为全国

第五大岛。目前, 平潭岛的旅游开发正在启动, 低碳化

的规划设计有利于促进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旅游业碳减排的途径
20 世纪90 年代西方开始流行“生态城市”的规划

思想, 加拿大学者M. Ro seland 提出了“生态城市 10

原则”, 指明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发展路径, 涉及土地利

用方式、交通方式、保护环境、住宅、社会公平、城市园

林、资源、经济政策、生活方式和环保教育[7 ]。碳减排

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旅游业发展中的碳减

排从旅游业的六要素入手进行思考。

自然界中的碳排放与碳吸收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人类在生活生产中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 (煤

炭、石油、天然气) 的燃烧, 与自然界的碳排放有本质

区别。因此, 节能减排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科学规划、采

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旅游业的

“生产”活动中, 对化石燃料的直接消耗来源于交通、

水上游览、餐饮, 大部分旅游活动又或多或少的与电

力消耗相关。图1 显示了旅游业六要素与各种能源的

消耗关系。生物碳目前广泛存在于特色的旅游餐饮与

娱乐活动中。露天烧烤与篝火晚会是北方度假村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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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主要形式。石油是旅游交通中的动力能源。旅

游业是旅游者离开居住地的活动, 因此, 交通必不可

少。交通是碳排放的重要源头。此外, 石油也是一些

大型娱乐设施、游艇游船的动力能源。煤炭一般不直

接与旅游“生产”相关, 通过热电厂向旅游部门提供动

力, 电力消耗遍布旅游行业的各个部门。例如近年来

流行于各地的大型实景演出对电力需求很大, 登封市

的《少林·音乐大典》每场演出的电力成本超过2 000

元 (2007 年数据)。天然气广泛应用于餐饮、宾馆、旅

游交通行业。

图 1　旅游业碳排放来源

旅游业的碳减排涉及各个方面。从能源使用上

看, 二次能源与新能源比一次能源单位产出的碳排放

更低。这就意味着在旅游内部交通方式、餐饮、娱乐中

应尽量使用二次能源与新能源。从活动设置上, 更少

涉及化石燃料, 尽量采用自然光源和自然游览与娱

乐。从规划设计上, 采用节能建筑材料、缩短交通距

离、采用环保新能源。

　　三、低碳化的旅游交通设计
旅游交通的低碳化可由以下 3 个途径进行。第

一, 采用替代性能源, 减少汽车尾气的碳排放。以天然

气与电力交通工具替代传统石油燃料汽车, 以低排量

汽车替代大排量汽车。第二, 倡导环保的交通方式。即

在旅游社区内提倡步行或更多地使用自行车。这就对

自行车的设施提出了要求。杭州西湖周边供游客使用

的免费自行车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第三, 在交通规划

设计中, 尽量缩短交通换乘中心到各景区点的距离,

游客能够通过步行或自行车到达目的地, 避免过分依

赖机动车。
(一)交通布局模式

TOD (公交主导发展模式)是1990 年之后出现的

新城市主义的规划思想, 将人的尺度与现代化的城市

环境结合起来。倡导空间的紧凑、环境改造、功能重

构[7 ]。TOD 的优势在于, 将公共交通发展与社区开发

相配合, 社区内可采用人性化的空间尺度。远距离采

用公共交通, 近距离采用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游客

在目的地的交通活动有两种, 第一种是景区之间的活

动, 一种是景区内部的活动。景区之间采用公共交通,

景区内部使用非机动车, 从而降低小轿车的使用率,

达到低碳排放的目的。

图2 为平潭采用的TOD 交通模式示意图。以旅

游集散中心为对外换乘枢纽, 组织全岛的旅游交通。

旅游集散中心向外辐射到各个旅游区, 外地到岛上的

游客通过集散中心换乘公共交通到达各旅游区。每个

旅游区设置一个交通终端港站。终端港站设置在距离

各景点 (项目)步行或自行车可达的地区。

图 2　平潭岛交通组织模式

(二) 交通组织模式

1. 全岛的交通组织
(1) 旅游集散中心

旅游集散中心具有旅游换乘车站、旅游咨询、旅

游信息服务等功能, 一般设置在城市的交通枢纽或大

型景区周边。平潭旅游集散中心设置在潭城镇, 这里

目前是整个平潭岛的接待服务中心和交通换乘中心,

也是目前平潭游客最集中的地区。
(2) 旅游巴士站

旅游巴士是旅游集散中心发往各主要旅游区的

定点班车。旅游巴士站设置在各主要旅游区的中心区

域。平潭全岛有4 个主要的旅游区: 潭城旅游区、坛南

湾旅游区、石牌洋旅游区与王爷山旅游区, 因此, 选择

了3 处作为旅游巴士站。旅游巴士站内能够查询巴士

时刻、咨询旅游区的旅游信息。

2. 旅游区内的交通组织
(1) 步游径

旅游区内倡导步行以降低碳排放。步游径系统是

专门为旅游者与居民修建的游览线路。步游径是旅游

区内主要的交通线。步游径分为两类: 机动车道路旁

的人行道和专门用于游览的步游径。
(2) 自行车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我国的主导交通工具

由自行车转向机动车, 因此, 在道路设计中自行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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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越来越轻。自行车道逐渐消失, 规划者忽略自行

车停靠设施的配置, 这使得自行车出行既不安全又不

方便。但伴随着生态城市的兴起, 大城市开始进行专

门的自行车道规划。

自行车是一种健康环保便捷的社区交通工具, 非

常适合旅游区内使用。杭州西湖为游客提供了免费的

自行车, 并在西湖周边设置了自行车停靠点, 对减缓

交通拥堵、促进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作用。平潭的主要

旅游区内采取自行车为交通工具, 在交通节点和景点

设置自行车租赁与停靠点。
(3) 电瓶车与电池供应站

在利用新能源发电的前提下, 使用电瓶车能够有

效降低交通中的碳排放。电瓶车比自行车速度快, 比

旅游巴士更亲近自然, 但电瓶车行驶距离有限。因此,

规划中在关键节点配置电池供应站, 以鼓励游客使用

电瓶车在旅游区内活动。2008 年,W ang Y ingw ei 提

供了一种电池交换站选址模型: 通过电池最大容量、

选择路径、地点的人流、服务能力和花费来决定电池

交换站的选址[8 ]。
(三) 低碳交通模式下碳减排核算

1. 目的地传统旅游交通模式与TOD 旅游交通模

式对比

在传统旅游规划中, 旅游区是介于景区和旅游目

的地的中尺度概念。进行旅游区的划分目的是申报风

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的便利和确定旅游服务中心的

辐射范围。一般一个旅游服务中心 (往往依托于居民

点和城市) 可以服务多个景区, 这些景区就是所谓的

“旅游区”。旅游区的设立却很少考虑交通的组织。旅

游巴士直接开入景区停车场。

相比之下, TOD 是一种集散功能外溢与共享的

模式。近邻的景区共享同一个旅游巴士站 (停车场) ,

景区之间通过非机动车辆或低碳排放的机动车辆进

行交通连接。

2. 人均交通碳减排核算

游客按照如下游线进行游览坛南湾度假区: 潭城

—观音澳海滨浴场—钱便澳渔家乐—沙雕艺术园—

海上运动中心 (自驾车)—潭城; 潭城—敖东巴士站—

观音澳海滨浴场—钱便澳渔家乐—沙雕艺术园—海

上运动中心—敖东巴士站—潭城。图3 表示了不同模

式下的线路里程。

图 3　坛南湾游览线路里程图

　　驾车模式下, 往返需要消耗化石燃料的里程为

24km ; 而在TOD 模式下, 需要消耗化石燃料的里程

为14. 4km。在 5km 之内, 可采用电瓶车解决交通问

题。考虑到自驾车比旅游巴士人均碳排放单位里程更

多以及巴士站到景区之间道路的改善, 可以预计,

TOD 模式下, 碳排放比自驾车可降低50% 以上。

　　四、其他旅游碳减排规划技术
(一) 低碳化的旅游住宅设计

建筑的节能减排一直受到关注。英国在 2006 年

12 月出台了可持续住宅的标准, 给出了“零碳排放”

住宅的建筑准则。其中包括: ①提高墙、窗和屋顶的保

温率; ②尽可能减少空气的流通以避免热量流失; ③

采用社区集中供暖模式或提高锅炉的热效率; ④房屋

的结构有利于保暖; ⑤尽量使用太阳板、风力涡轮机、

生物能源, 安装能源与温控程序[9 ]。由于旅游住宅主

要包括酒店、度假村和第二居所, 其住宿的时间有季

节性, 并且住宿者在一日之中的活动也有规律性。旅

游住宅一般不设有明火厨房, 对清洁和休闲娱乐要求

较高, 如温泉水的接入、空调的长期使用。平潭地处亚

热带, 夏季为旅游旺季。因此, 旅游住宅节能的关键是

通风、采光、温控与热水供应方式。旅游住宅的规划涉

及容积率、日照间距、空间形态、景观视线、建筑与周

边景观协调。

1. 容积率

一般情况下, 容积率越低, 通风效果越好。夏季平

潭气温较高, 较好的通风效果有利于建筑物的散热,

降低能耗。但土地资源与容积率是一个矛盾体。在土

地有限的前提下, 尽可能降低容积率。并且利用建筑

之间的位移、绿化来改善通风效果。

2. 建筑朝向

住宅建筑讲究朝向的正南正北, 对于季节性 (主

要是夏季) 使用的旅游住宅, 自然通风是首要考虑的

因素。平潭夏季6- 8 月盛行东偏南风, 频率占50% 左

右[10 ]。因此, 建筑朝向以东偏南15°左右为宜。其次,

从光照因素考虑。东西向房屋比起南北向更适合旅游

住宅。东西向房屋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均有自然光照,

光照直射的时间集中在早上与傍晚, 而游客也主要在

这两个时间段在酒店内活动。

3. 日照与窗墙比

窗墙比为一面墙的窗 (门) 透光面积与外墙面积

之比。由于窗比起外墙的隔热效果差很多, 因此, 要维

持夏季旅游住宅内的低温, 窗墙比必须控制在一定数

值之内。但透光面积越低, 光照越差, 窗又要保持一定

面积。2000 年, 冉茂宇根据室内光照确定了窗墙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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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1 ]。

X =
100cba

Σ(S + 5) (1 - a) f w b

　　式中X 为窗洞面积与外墙面积之比; cb 为标量采

光系数; Α为室内表面对光的平均吸收率; Σ为玻璃透

光系数; S 为遮挡因素; f w b为外墙面积与室内总面积

之比。

根据该公式, 在无遮挡的自然情况下, 房屋的进

深是影响窗墙比的主要因素。倘若进深过大, 窗墙比

则可能大于1, 因此, 旅游住宅应采取大面宽小进深的

建筑格局。

4. 新能源的采用

不少地区旅游住宅是新能源的实验对象, 四川农

家乐广泛推广沼气作为替代性能源。旅游住宅的热水

供应耗能巨大。大部分的旅游住宅采用两种方式: 电

能与太阳能。这两种技术较成熟, 投入较低。但电热

水器的耗能一般大于2 000w , 太阳能对于海岛多变的

气候环境不适宜。对于风力资源丰富的平潭可采用技

术上先进的风能热水器 (空气能热水器) , 此途径可大

幅度降低旅游住宅的能耗。

5. 管理措施

客房取电卡设置能源统计装置; 鼓励自备洁具与

寝具; 配置出售寝具与洁具的商店; 制定节能的优惠

价格; 主张垃圾分类。

(二)风电科普园的规划与设计

寻找替代性能源是碳减排的根本途径。目前替代

性能源有水电、风电与太阳能。我国太阳能使用比较

广泛,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照明设施全部采用太阳能

板和电力双重能源供给技术, 真正实现了“绿色奥运”

的目标。平潭是我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平潭北

部的长江澳风力电站目前已投入运营10. 6 万千瓦风

力发电机组, 规划为 100 万千瓦。利用现有的风电项

目开展工业旅游, 对青少年进行环保教育, 为旅游活

动提供电力。

1. 风电科普园的游憩功能

风力电田除发电功能外, 还有景观作用。可开发

影视基地, 以欧陆风情的度假别墅作为背景, 建设摄

影、影视剧拍摄的外景地。同时, 科普园作为工业旅游

示范区, 同样意义重大。

2. 风电酒店

以风电为动力建设风电酒店。以 100 床位, 入住

率75% 计算, 每年消耗电能约2 万千瓦。平潭长江澳

风电完全可以供应一个风电酒店。将风电酒店作为体

验基地, 可以向游客展示风电的产生、风能的利用, 并

且可观赏风车景观。

(三)“低碳化”旅游方式的培育

节能减排从根本上说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游客的

行为直接关系到能源的消耗。尤其是夜间的游憩活

动, 组织得好, 可以形成独特的旅游文化, 丰富游客的

体验。游客夜间在丽江古城的“对歌活动”是非常有特

色的传统。平潭坛南湾打造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 更

要打造独特的旅游生活方式。“公共活动”、“环保标

识”是设计的出发点。

1. 旅游活动设施的能耗分级

根据刘家明对海岛旅游休闲设施的分类, 滨海的

活动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海水浴场、港口、水上运

动区、陆上运动区、娱乐设施、观光设施、休疗养设施、

接待服务设施、商业设施、郊游地区、交通设施[12 ] , 以

碳排放 (能耗)为标准可进行以下分类:

表 1　旅游活动的碳排放分类

设施类别 低碳排放 中碳排放 高碳排放

海水浴场
海滩、游泳池、泻

湖、木板道、更衣室

卫生设施、

休息设施

港口

防波堤、海上停泊

区、陆上停泊区、

游艇库、栈桥

修理工厂、俱乐部

水上运动区
划船、帆船、独木

舟、皮划艇
游艇、滑水

陆上运动区
网球场、运动场、

射击场

体育馆、跑

马场
高尔夫

娱乐设施 游园地、集会 舞厅
剧场、俱乐部、保

龄球场

观光设施 动植物园 展览馆 水族馆、海洋公园

休疗养设施

疗养所、康复中

心、休养所、理疗

中心

接待服务

设施
野营地

青年旅馆、

农家、招待

所

酒店、度假别墅

商业设施
自由交易

市场、商店
饭店、酒吧

郊游地区

自然公园、野外游

戏场、自行车道、

散步道

交通设施 停车场

公路、铁路、出租

汽车、摆渡、直升

机

根据该分类, 平潭坛南湾度假区的旅游设施中高

碳排放的有海上运动中心、海洋公园、别墅区、酒店

区、游艇俱乐部; 钱便澳“渔家乐”为中碳排放; 沙雕艺

术园与观音澳海滨浴场属于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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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高碳排放活动设施的节能减排

尽量少安排、不安排高碳排放的旅游项目, 对于

这些项目减少税收优惠。强制采用低碳化建筑设计,

以在整个旅游区中贯彻低碳发展的思想。

3. 开放空间的游憩组织

开放空间是游客的社交场所, 是游客“临时社区”

的中心。组织丰富有趣的游憩活动, 增加户外体验, 能

够形成低碳的旅游生活方式, 也有利于形成地方的旅

游文化。露天广场上适合举办各类露天表演活动、篝

火晚会、美食节、购物节。

4. 街道家具的环保设计

使用太阳能自供电的照明设施、科学易懂的分类

垃圾桶; 在街边布置低碳主题雕塑, 使游客在游览中

自觉地接受环保知识。

　　五、结语
旅游业发展涉及到的交通、餐饮、游览和住宿均

会带来碳排放。旅游规划中对环保、节能、降低碳排放

的重视还不够。笔者在进行平潭旅游规划编制的过程

中, 尝试将低碳的理念引入旅游规划。在交通设计中,

尽可能采用无碳低碳的组织方式, 运用“空间尺度”的

观念, 自行车、电动车和旅游巴士服务于不同的旅游

空间尺度。旅游住宅的设计考虑到季节使用的因素,

住宅的朝向、建筑设计均采用更加节能的方式。提倡

环保的旅游活动, 在环境建设中加入环境教育的元

素。通过规划的手段使旅游发展迈向低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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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L ow-carbon Tour ism Plann ing:
Case Study in P ingtan Island of Fuj ian Prov ince
W AN G R una, b , L IU J ia2m inga, T IAN D a2jianga, b

(a. Institu te of Geog rap h ic S ciences and N a tu ra l R esou rces R esea rch;
b. G rad ua te U n iversity of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039, Ch ina)

Abstract: A s low 2carbon econom y w as pu t fo rw ard in the year 2003, it has been know n fo r the en tire w o rld. L ow 2carbon
research focuses mo re on energy use, eco logy and city p lann ing, less on tourism p lann ing. T he W o rld Tourism O rgan ization
encourages low 2carbon tourism , including bu ilding of low 2carbon tourism districts. In the p lann ing of low 2carbon tourism , there
needs new m ethods and p rincip les fo r tourists’ path design ing, landscape bu ildings, energy, and tourist behavio r. In th is paper,

the au tho rs w ant to disp lay the ou tline of low 2carbon tourism p lann ing, by using the study case of P ingtan Island in Fujian
P rovince. T h is research aim s to the sp read of low 2carbon concep t in tourism science. T he carbon em ission in tourism industry is
from transpo rt, accommodation, eating, drink ing and en terta inm ent. T hey are responsib le fo r the use of electricity, gaso line,

gas, and b io2carbon energy. A s a resu lt, carbon em ission can be cu t dow n by changing tradit ional transpo rt, accommodation
design, eating and drink ing style. TOD (T ranspo rt O rien ted D evelopm ent) p lann ing mode are app lied in P ingtan, by p lann ing
bus sta t ions in cen ter of every tourism district, by using b icycles, electro b ile and bu ilding w alk path s in every district. T here
are also som e suggestions fo r bu ilding low 2carbon tourism houses: house direction, p ropo rt ion of w indow and w all, som e details
in tourism houses, such as w ater heaters adop ting so lar energy and w ind energy. A science education park w ill be bu ilt to
exp lain how the w ind can be transferred to electricity. T here w ill be a ho tel and a m useum. Environm ental tourism behavio r is
p ropo sed. T he activit ies in P ingtan are divided in to th ree group s by carbon em ission. Go lf, m arine cen ter, and tourism villas are
h igh2carbon2em ission; farm 2house restauran ts are m iddle2carbon2em ission; som e sigh t2seeing sites are low 2carbon2em ission.

A ctivit ies in open space are all p ropo sed because they are ho ld at n igh t, and less likely to use energy.

Key words: low 2carbon tourism ; ou tline of p lann ing and design; tourism in P ingtan; low 2carbon econo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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