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外友好宣⾔



户外运动在⼈们的⽣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参与户外运动对于参与者的
身体和情绪健康都⼤有裨益，并且⽆论是对旁观者还是直接参与者的⽣活习
惯、态度都会产⽣重⼤影响。 但是，像⼤多数⼈类活动⼀样，⼈们从户外运
动中获益的同时，也会对⾃然⽣态环境产⽣有不利影响。 为让户外运动更可
持续，也为了将户外运动对个⼈、社会和经济带来的益处尽可能的延续，必
须将这种不利影响降⾄ 低，甚⾄予以扭转。 其中 关键的是要承认所有户

外运动参与者对环境的影响，并协助他们过渡到⼀种更环保的户外运动模式
中去。 作为户外运动的参与者，在户外我们收获了快乐，我们在户外竞争、
探索、学习，甚⾄开展事业。因此我们应该第⼀批⾏动起来，维护我们的户
外环境。 

通常，户外运动从业者会⽐从事其他运动的⼈具有更⾼的环境意识，他们经
常去⾃然环境中活动，与⾃然世界形成紧密的个⼈情感纽带。 然⽽他们从事
户外运动时所积累的碳⾜迹要⽐其他运动项⽬的运动员多40%[1]，与团队运
动项⽬相⽐这个差异会更⼤。 

因此，户外从业者在保护户外环境⽅⾯起着重要的作⽤。为此，Kilian 
Jornet基⾦会在“巴黎⽓候协定”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的基础上，制
定了⼀些⽬标，⽤以指导我们努⼒保护⾃⼰所热爱的户外环境。具体来说，
我们需要将⽓候变暖限制在⽐⼯业化之前的⽔平⾼1.5摄⽒度，在未来10年
内将全球温室⽓体排放量减少⾄少50％， 迟在2050年之前完全实现碳平
衡。 这意味着社会中的⼀切都将发⽣迅速⽽剧烈的变化，包括我们的价值
观、经济运⾏，我们如何⼯作、旅⾏、购物，如何攀登、跑步、度假或探险
等⼀切⾏为。 

(1)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active sport participants , Pamela Wicker, 2018. 

这份宣⾔的⽬标是向所有参与户外运动的
个⼈及组织，推⼴⼀套更可持续的户外运
动实践准则，对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
（ UN SDGs）（17项可持续发展⽬标）
中的第3、6、8、12、13、14和15条⽬
标。 

具体来说，就是针对户外运动产⽣的污染
和温室⽓体排放问题，改善⾃然资源的利
⽤与管理，保护⼟地和⽣物多样性，并倡
导建⽴⼀个更可持续的社会。

⽬标

with the support  of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6715893_The_carbon_footprint_of_active_sport_participants


⾏动呼吁

运动员、组织者、装备公司或联合会都是户外运动的参与者，都

对户外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我们所身处其中的户外环境发挥

着重要作⽤。并不意味着要求户外参与者成为极致的环保主义

者，⽽是要有意识的转向更绿⾊环保的运动模式。通过本章程，

我们旨在分享⼀些使户外运动更具可持续性的想法和⾏动承诺，

这些承诺有的很容易就能实现，有的则要付出更多努⼒。但您可

以致⼒于⾃⼰⼒所能及的事情，每年专注于其中某1个、5个或10
个承诺，毕竟罗⻢不是⼀天建成的。 

致⼒于实现Kilian Jornet基⾦会户外友好标准的品牌，赛事，运动

员和联合会，应承诺尽⼀切努⼒在2030年前实现以下⽬标： 

      运动员                   赛事                  品牌商                   联合会

https://www.kilianjornetfoundation.org/


EVENT ORGANIZERS

â¤· Â TIPS TO ACHIEVE EACH 

GOALÂ  Â  Â  â¤· MONITOR 

 赛事

实现每个⽬标的提示

1 成为碳平衡（carbon neutral）赛事，只要赛事还不是⽓候中⽴（climate 
neutral）的，就持续的减少、避免和抵消碳排放。

2  100％使⽤可再⽣能源来满⾜赛事的需求。

3 减少组织者、观众和志愿者的流动性，并确保⾄少80％的⼈员交通是通过低
碳交通⼯具（如公共交通⼯具，拼⻋，电动汽⻋等）进⾏的

4 将产⽣的废弃物减少到⽬前⽔平的⾄少50％，并对所有废弃物进⾏分类回
收。

5  赛事100%使⽤⽣态友好的物料组织活动和交流（避免纸张打印，取消礼品杂
物；使⽤⾮塑料的，本地的或可回收的物品代替T恤、奖牌、赛事包等原始资
源，给运动员提供不要赛事包或捐赠给环保事业的选项）。

6   为参与者，观众和⼯作⼈员提供的餐饮⻝物，⾄少50%的来源是以可持续的
（当季、本地的可持续⽣物来源，提供素⻝/纯素选项）。

7   为维护赛事所在地的⾃然特征和⽣态完整，对赛事对⼟壤侵蚀和野⽣动植物
⽣存的可能影响进⾏评估；并以此为依据确定赛事的具体路线，赛事 佳⽇
期，参与赛事的⼈数，以及赛前、赛后所需要进⾏的环护⼯作。

8  要求参加者需要参与过环境或⾃然保护⼯作，才能参加⽐赛。

9   通过开展各种赛前、赛后及现场的环保主题活动，推⼴可持续性户外运动理
念。优先与那些有环保承诺的赞助商合作。

10 保护⽔资源，减少⽔的消耗，避免浪费，不使⽤会污染⽔资源的产品。

☞

https://outdoorfriendly.org/even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30_7tG81QM7vQCsxyfn3MaEdHe0JXYyKDMfLHeKr6XM/edit?usp=sharing


EVENT ORGANIZERS

â¤· Â TIPS TO ACHIEVE EACH 

GOALÂ  Â  Â  â¤· MONITOR 

 运动员

实现每个⽬标的提示

1  将每年旅⾏的CO2e（碳当量）排放量减少到 多3吨，也就是3 CO2e tons/
year（计量单位是：吨⼆氧化碳当量/每年）。

2  拒绝参加有可能产⽣⾼碳排放的交际活动（如⽤直升机拍摄，摄影师或运动
员需要从很远的地⽅出差到⼀个地点来拍摄）

3   为所有⾏程进⾏碳补偿。即：减少其他⽅⾯的温室⽓体排放以抵消⻓途旅⾏
带来碳排放。

4  更多推⼴本地⽐赛和探索活动。

5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少每⽉向所在的团体做⼀次宣传，倡导环境友好的⽣
活实践⽅式，以及采取措施应对⽓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性。

6  每年⾄少进⾏⼀项环境或⾃然保护⼯作。

7  知晓并尊重当地的、季节性的限制，以 ⼤程度地减少户外运动带来的环境
⾜迹（ecological footprint，⽤以衡量⼈类活动对占⽤⾃然资源的数量及影响
的程度 ）。

8 对待装备，采取回收、再利⽤，减少、转化使⽤等⽅式。 对于有赞助的运动
员，仅收取某项运动活动所需的、 低数量的装备。勿浪费较多东⻄，去
做‘⽤较少的东⻄，同样可以做的好的事情’。

9  检查您所购买的装备的⽣态⾜迹（ecological footprint ），优先购买那些可
再利⽤或可回收制作新产品的装备。

10 转向⽓候友好型的⽣活⽅式，思考⽇常⽣活的各个⽅⾯对环境的影响，例如
饮⻝，能量来源，交通⼯具，投资偏好…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30_7tG81QM7vQCsxyfn3MaEdHe0JXYyKDMfLHeKr6XM/edit?usp=sharing
https://outdoorfriendly.org/athlete/


EVENT ORGANIZERS

â¤· Â TIPS TO ACHIEVE EACH 

GOALÂ  Â  Â  â¤· MONITOR 

 品牌商

实现每个⽬标的提示

1 对于所有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回收，均践⾏循环经济的原则。

2 设计更耐⽤、可维修的产品。推⾏可循环的业务运营模式：提供修补建议、
旧物回收提示，租借指导、意⻅分享，⼆⼿使⽤指导等。

3   设计实现收集、再利⽤旧产品的流程，检查当前旧装备的回收、处理是否做
到尽可能环保。 ⽆论是产品⽣产、产品本身和包装都做到零废弃物。

4  减少使⽤化⼯品并制定缓解微塑料污染的措施。

5  珍惜⽔资源：在您所有活动中，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产，减少⽔资源的消
耗和污染。

6  将所有⾏动的温室⽓体排放量减少50％，并实现碳中和。

7  设定所有⽣产运营流程中仅使⽤100％可再⽣能源的⽬标

8 建⽴可持续供应链。

9   对外公布产品的碳⾜迹（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 PCA）、环境⾜迹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10 开展可靠的市场营销宣传活动，推⼴宣传更加环境友好的户外活动。

☞

https://outdoorfriendly.org/brand/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30_7tG81QM7vQCsxyfn3MaEdHe0JXYyKDMfLHeKr6XM/edit?usp=sharing


EVENT ORGANIZERS

â¤· Â TIPS TO ACHIEVE EACH 

GOALÂ  Â  Â  â¤· MONITOR 

 联合会
1 设计更环保的巡回赛和活动，尽量减少运动员国际⻓途旅⾏（如设定：⼀名
运动员需要确保碳当量排放少于3CO2e吨/年才可以参加某赛事）

2  做到碳平衡

3  规则中引⼊禁⽌使⽤有毒产品的条款，并辅以相应制裁措施。

4  引⼊规章制度对参与者和赛事组织者的环境破坏⾏为进⾏惩罚。

5  组织、⿎励员⼯或运动员参与环保主题活动。

6  推⼴负责任的消费观

7  编写你旗下负责的⽐赛需要遵循的环保⾏为指南（国际锦标赛必备）。

8  提⾼环境责任感，并交流及教育有关⽓候⾏动的知识。

9  仅与有环保责任感的公司进⾏合作或者接受赞助（⽤于联合会及其活动）。

10 向联盟成员（俱乐部和协会）提供有关环境可持续性的指导和咨询

☞ 实现每个⽬标的提示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8L3ih_j0PXR-PxBSU5KCZpuGrGBJCX1eSrK_jtAPIU/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30_7tG81QM7vQCsxyfn3MaEdHe0JXYyKDMfLHeKr6XM/edit?usp=sharing
https://outdoorfriendly.org/federation/


实施与监控 

我们知道这些承诺并不容易实现，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努⼒，让我们的

户外运动实践更可持续。 可以参考OUTDOOR FRIENDLY中的具体

操作技巧，以了解或向⼤家分享如何实现这些环保⽬标的想法。 同样
重要的是，要让周围的⼈知道您对这些⽬标做出了承诺，并正在努⼒

实现这些⽬标！ 告诉他们您正在采取的⾏动，进展情况，以及正在实
施的计划。监控表可以协助你。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都在占⽤资源并对环境产⽣影响。Kilian基
⾦会及其宣⾔⽬标，旨在成为可⾏⼯具，推动户外⾏业向前做出具体

的⾏动，以保护使我们的运动如此特别的户外环境。尽我们 ⼤的努

⼒保护我们所在的星球，每个⼈都会从中受益。向其他⼈分享您的想

法，激发他们也来这样做。 ⼀旦你做出来⾃⼰的承诺，与他⼈分享⾃
⼰的进展，并说服他们也这样做！ 

我们的意图不是极致环保的个体，⽽是要共同努⼒更好的保护我们的

星球；促进环保知识的分享交流，更快赢得环保战。请忠于承诺，并

说服他⼈⼀起加⼊运动！

‣官⽹ 

‣ KPI检查表格  

‣⽬录 

• 让装备更耐⽤ 

• 户外活动法规 

• 环境⼯作

其他⽂

https://outdoorfriendly.org
https://outdoorfriendly.org/monitoring/
https://outdoorfriendly.org
https://outdoorfriendly.org/make-gear-last/
https://outdoorfriendly.org/activity-and-access-regulations/
https://outdoorfriendly.org/environmental-works/
https://outdoorfriendly.org/
https://outdoorfriendly.org/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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