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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生命周期评价的思想．对酒店服务业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旨在识别和评价酒店服务业

的主要环境负载，为酒店服务业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推进生命周期评价在酒店领域的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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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再到《哥本

哈根气候协议》，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已从学者的讨

论推进到发展实践。其苗头显示将成为新一轮经济

复苏的动力和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甚至将有望成

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流。在低碳经济时代，响应

国家到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的“节能减排”目标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国旅游

产业需要加快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转变，提高旅

游业科技含量。进一步压缩旅游企业的运营成本，

降低旅游发展的资源环境依赖性。使其真正成为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低碳产业。景区、饭店等

旅游企业“节能减排”研究；旅游业生态材料和节能

材料应用研究；旅游业中太阳能、生物能、有机能等

清洁能源应用研究；旅游生态补偿和生态保育建设

的碳汇增长潜力研究；旅游资源环境保护关键技术

研究；旅游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低碳旅游发

展标准研究等等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

蓬勃发展。也为酒店服务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良机。据统计，2008年我国星级酒店15628家，客房

13300万间，固定资产3756亿，营业收入1347亿。

全国宾馆酒店业以年均18％的增长率高速发展．比

20年前增长了32．15倍。然而，旅游业和酒店服务业

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能

源消耗等问题。[!]24-25因此酒店服务业在管理时，需要

彻底、全面、综合的了解运营全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

对环境的影响。它需要一种能够对整个周期进行评

价的方法，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ttt，

LCA)就能完成这一任务。生命周期评价(LCA)是目

前非常有效的环境管理工具，已广泛应用于很多工业

产品。呼纠吼它通过对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能量和

物质利用以及废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分析。寻求改善

环境影响的机会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机会。酗1CA各

步骤中以清单分析最为重要，它是整个LCA的基础，

也是工作量最大的部分。I假瑚本文旨在利用LCA
的方法，对酒店服务业进行清单分析，为相关企业

改进管理模式、进行清洁生产提供必要的数据支

持。

二、研究对象和系统边界确定

酒店服务业生命周期评价的过程是：首先酒店

服务业LCA必须确定所研究的系统的边界。包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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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产品(或服务)的边界，以及所涉及的环境问

题的边界(指涉及的环境问题的种类及序列)。其次

要辨识整个酒店服务业LCA各个阶段中能量和物

质的消耗和释放并进行量化，然后对环境的影响进

行评价。最后的步骤是要找出减少这些影响的办

法。酒店服务业LCA可以帮助酒店服务业管理者分

析各项工作流程中的各种资源、能源消耗状况以及

其他影响环境的问题；也能协助分析各项流程中的

工作绩效。这一分析的基础是把酒店服务管理中的

各项接待工作作为一个个经营产品探讨研究，这样

对提高酒店服务业目前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

减少浪费和污染是十分有效的。

本文选取黄山市某三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包

括客房部分和餐饮部分。假设客人使用酒店提供的

全部资源。并消费酒店的三餐。能耗、水耗、电耗及

其它用品的数据采用年平均数据。酒店餐饮业的生

命周期系统及边界简化框图，如图1。它是由所开展

的研究目的、未来应用及研究深度和广度等因素所

确定。|512a量-2tl包括了酒店以及厨房内各种原材料、能

源消耗和伴随着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的排

放。

输出

图1 酒店服务业生命周期系统及边界

图2酒店服务业LCA清单分析一般步骤

三、LCA的清单分析及解释

酒店服务业LCA中的数据清单分析是指对酒

店服务业生命周期系统范围内所有过程对资源的

消耗及排放的最化与分析。它是LCA基本数据的一

种表达，数据计算是整个清单分析阶段的重点和难

点。16R4-趣[711277—288确定酒店服务业LCA研究范围之

后．清单分析的有关的数据类型也就确定了．难点

在于确定产出清单，每一个过程有什么排放、这些

排放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等。在数据准备过程中需

要包括：绘制具体的过程流程图；详细表述每个单

元过程；编制计量单位清单；编写数据收集技术的

有关说明；对报送地点发布指令等等，要列出每一

个运营过程的投入(消耗)产出(排放)清单表。数据

结果的准确性商接决定了影响评价的可靠性。如图

2所示，可以描绘出酒店服务业LCA清单分析的一

般步骤。

l肩邑源构成

由表l、表2所示，由于酒店服务的特殊性．需

要24小时不间断供电。在所有电器中，中央空调和

电热水器的耗电量很大。另外。由于我国是以煤为

主的能源结构，煤的消耗也非常大，主要体现在供

暖期间。而石油的消耗主要是在厨房烹饪阶段所消

耗的液化石油气。饭店的能源消耗在成本开支中仅

次于入力成本而居第二位，水、电、煤、气等能源消

耗已经占经营成本的10％以上，可以说能源消耗已

经制约了饭店行业的发展。这就需要酒店行业在接

待服务过程中能源使用就行控制。酒店管理者可以

利用LCA对服务客人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分解，分

析这个接待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人员、资源的使用

情况和客人在每一个阶段的需求等；这样就可以通

过这种方式来找出为客人服务中的“浪费”部分。然

后酒店管理者可以根据客人的需要调整服务条款

和控制程序。使能耗、物耗和人力资源的消耗等各

类消耗得以降低。

表1 酒店服务业服务过程的总能源消耗

表2酒店服务业服务过程的能源消耗

输入物匝单位客房使用阶段客房清洁阶段厨房烹饪阶段 合计

电 kg 5045．72 182．1 1 2245．63 7473．46MJ

煤 ％ 675．3 0 0 675．3MJ

至塑 望 ! ! !!!：! !!!：!唑

2．水资源消耗和污染

由表3所示．客房清洗阶段、客房使用阶段、厨

房烹饪阶段等都存在着水资源的消耗。其中客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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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段所占的比例最大，耗水297460kg，占总量的

71．28％。由表4可知，顾客在客房使用阶段所排放

的污染物最多。为113．49992kg，占总量的41．48％，

服务人员对客房的清洁阶段较少，为5．2978kg，仅占

总排放量的1．94％．但是磷酸盐的排放则全部在这

个阶段产生。厨房烹饪阶段排放达到了154．8576kg，

占总排放最的56．58％。从污染物的具体类型看，在

客房使用阶段和厨房烹饪阶段．排放物质BOD、

COD、SS的排放量都比较大。比例也比较高。

节约用水也是宾馆酒店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

内容。除交纳高额的水费和附加排污费外，使用的

热水直接消耗大量的锅炉燃料。因此。通过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分析识别宾馆酒店活动中不必要的用

水环节，开展节水活动，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例如；

安装二级水表，对各部门的用水最进行统计，鼓励

开展节水活动。宾馆酒店的用水大户主要是厨房、

洗衣房和客房楼层。通过使用容器清洗、调整水流

速度和水压、需要时再打开水龙头等方法，减少厨

房的用水量。满负荷使用洗衣／洗碗设备、选择最经

济的洗涤剂；减少花园水池的流水最及时间；提供

顾客选择更换床单和毛巾的方案；加强定期检查制

度，减少设备跑、冒、滴、漏等方法。因此，根据我国

酒店行业现状．酒店应尽最使用可再生能源如电

能、太阳能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尽量减少资源、

能源的浪费：如采用中水系统；房间的热水由原有

的每间固定每日供应，改成每层提供小型节电热水

装置，顾客可以自行根据需要随时用客房内空热水

瓶取饮用水。

表3酒店服务业服务过程中对水消耗

单位 客房使用阶段客房清洁阶段厨房烹饪阶段合计

消耗量 kg 297460 11430 108420 417310

比例 ％ 71．28 2．74 25．98 loo

表4酒店服务业服务过程对水体污染物的排放

排放物质单位客房使ffl阿r段客房清洗阶段厨房烹圩阶段 台计 比例(％)

BOI) lcg 28．4621 0．8774 32．5462 61。8857 22．61

COD lcg “．79242 2．041 80．8446 137．678 50．31

sS l【g 30．2454 1．8652 41．4668 73．5774 26．89

磷酸盐 kg 0 0．5142 0 0．5142 O．19

台计 坛 1】3．49992 5．2978 I舅．8576 273．6553 100

些型 兰 !!：塑 !：竺 !!：!! !竺

3．大气污染物排放

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指客房的空调使用过程

中排气及厨房中食物蒸煮、烧烤等烹调过程中所挥

发出来的油脂、有机物及其加热分解所产生的碳氢

化合物。由表5所示，每间标准客房服务过程年排

放大气污染物7548．392kg，锅炉、客房及餐厅的空

调、厨房烹饪的油烟都会排放大气污染物。其中，排

放污染物最多的阶段是顾客在客房时的使用，占排

放总量的71．52％。其次是厨房烹饪阶段产生的油

烟。占排放总量的27．3％，客房工作人员对客房的清

洗阶段仅占排放总量的1．18％。从酒店服务业污染

物的排放物质来看，CO：在排放量中占有绝大部分，

达到了98．28％，其余主要是S02、NOx、CO。C02在顾

客在客房时的使用阶段排放最多，其次是厨房烹饪

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碳氢化合物中有少量的醛类和

多种芳香烃，其中甲醛与丙烯醛对眼、鼻和呼吸道

黏膜有刺激作用。可引起结膜炎、支气管炎等症状，

芳香烃中的苯并芘是一种强致癌物质。而碳氢化合

物中的烃类又是光化学烟雾形成的重要物质，因

此．大气污染物中碳氢化合物排放的危害不可忽

视。可以针对酒店餐饮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比如

在客房部分可以采用太阳能热水器代替电热水器，

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以及减少产生温室效

应的CO：和其他酸化气体的排放。要求厨房一律安

装油烟净化器，油烟经净化处理后应高空排放。排

气筒应尽量高出本建筑与周围10米距离范围的建

筑物1．5米以上。这样有利于油烟扩散，减小局部油

烟有害物质的浓度。

表5酒店服务业服务过程中对大气的排放

排放物质单位客房使用阶段客房清洗阶段厨房亨杼阶段 合计 比例(％)

12仉 k 5312．2644 87．7791 2018．6467 7418．6902 98．28

s02 b 52．7246 0．8326 27．0245 80．5817 1．07

NOx k 20．1425 0．4542 8．7154 29．3121 0．39

CO k 12．2884 0．2019 6．6781 19．1684 0．25

CnF2121 kg 0．64 0 0 0．“0．01

合计 kg 5398．06 89．2678 2061．065 7545．392 100

比例 ％ 71．52 1．18 27．3 100

4．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也是酒店服务业的污染之一，主要

包括客房的六小件、餐厅的饮料瓶、包装袋等塑料、

纸以及厨房剩余的烹饪原料残余等。据有关资料显

示，顾客人住客房时，所消耗的一次性用品重量大

约为0．18kg，假设酒店入住率为84％。则每间标准

客房年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l 10．485kg。这个数字也

非常惊人。然而，就我国酒店服务业目前的实际情

况而言．想在较短的D,-tI目-j内撤销包括“六小件”在内

的一次性消耗品还存在较大的困难。酒店服务业可

以通过对产品体积小型化、轻型化、简装化等改造，

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做到既降低酒店的经营

成本。又可以减少垃圾排放．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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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双蓖目标。酒店服务业在保iiEN务质量的

同时，客服部门可以将一贯提供的“六小件”等一次

性消耗品的价值从总房费中提取出来，向顾客说明

情况并鼓励顾客自备日常用品。假如顾客确有需

要，可以在预订或办理入住手续时，统一在前台购

买所需“六小件”。也可以参照国外一些酒店的经营

方法，洗涤用品不用小包装，而是在盥洗池边上和

浴缸旁安装内有沐浴液、洗发液的容器。顾客只需

要压一下手指，沐浴液、洗发液就可以流出，从而也

避免了由于小包装化，而造成的香皂、沐浴液等洗

涤用品的剩余和浪费。其它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方

面，如可以把客人使用过的肥皂头搜集起来以提供

给二线员工洗手使用；对废纸、纸板、旧床单、旧报

纸进行综合利用；毛巾旧了可当抹布用；针对一些

燃烧未尽的煤渣进行二次燃烧；可以延长早餐的供

应时间以部分适应客人晚起的习惯，在减少食品资

源浪费的同时也方便顾客；酒店的办公用纸可以变

单面使用为双面使用等等。

四、讨论

LCA的最终目标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回答最

初在目标和范围界定时提出的问题。在完成上述工

作之后，就可以知道改进潜力最大的部分。下面的

工作就是对重点部分进行影响力分析，首先计算出

某种排放在此次评估中对某一种环境问题的危害

程度，然后计算被评估系统对某项环境问题的危害

占该环境问题总量的百分比。最后提出改进措施，

使方案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另外。在考虑方案的环

境影响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

实施LCA方案是酒店的一件大事，需要各部门积极

参与和全体员工协同配合。

本文仅对酒店服务q址进行了LCA清单分析，而

对酒店服务业整个生命周期的评价将更有意义。虽

然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把LCA方法用于酒

店服务业的管理，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国

内的LCA研究尚处于学习和探索阶段，方法体系还

不够成熟，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和资金支持，在

实际中的应用研究还比较少，但相信随着我国酒店

服务业的发展和环境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LCA研

究必将越来越受到雨视，其研究方法将进一步丰富

和完善．相信LCA在酒店领域的应用必将为我国酒

店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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