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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评估（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落实生态环境部“开展全国生态状况评估”职责以及

《全国生态状况定期遥感调查评估方案》（环办生态〔2019〕 

45 号）“建立技术方法规范和质量控制规范，及时转化提升

为行业技术规范和国家技术规范，指导生态状况调查评估规

范化开展，保障调查评估成果质量”要求，现开展《全国生态

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编制工作。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卫

星环境应用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成立编制

组，共同编制完成。 

一、 项目背景情况 

（一）项目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决策

部署，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开展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是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支撑。 

2000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总

局）联合中国科学院等相关部门完成了 3 次全国生态状况调

查评估。分别是 2000 年全国生态环境调查、全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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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变化（2000-2010 年）遥感调查与评估、全国生态状况

变化（2010-2015 年）调查评估。特别是 2018 年完成的全国

生态状况变化（2010-2015 年）调查评估，为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绿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

查专项行动、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编制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标准的任务来源主要是为落实生态环境部“三定”职责

以及《全国生态状况定期遥感调查评估方案》（环办生态

〔2019〕45 号）中“建立技术规范”的要求，制定本标准。由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参与编制。2020 年 2 月，自然生态保护司将技术规范报

请黄润秋副部长通过生态环境部绿色通道立项，经黄润秋副

部长审定，批准技术规范通过生态环境部绿色通道立项流程。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通过对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

进行定量分析，揭示生态系统对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作用及演变过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规范化

开展对生态系统调查评估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标准明确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内容与流程，构建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服务功能的定

量评估指标体系，阐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定量评估模型，明

确评价模型中不同区域差异化的评价参数，评价分级标准，

反映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的变化状况。有必要制订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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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标准对全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进行

规范化。 

（二）主要工作过程 

技术规范编制组成员在前期项目研究、文献资料分析和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调研的基础上召开了研讨会，讨论并确

定了开展技术规范编制工作的原则、程序、步骤和方法，形

成了技术规范初稿。 

2016 年 4 月，基于《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

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编制组形成了《全国生态状况

定期调查和评估技术指南（初稿）》（以下简称《技术指南（初

稿）》），于 27 日组织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

了修改和完善。 

2017 年 2 月，编制组基于《全国生态状况变化（2010-2015

年）调查评估》项目实施，对《技术指南（初稿）》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 

2018 年，经过多轮内部讨论，编制组围绕《技术指南（初

稿）》的内容和技术方法进行讨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2019 年 4 月，编制组召开内部讨论会，围绕技术规范内

容、技术方法等开展讨论，从技术规范的角度对《技术指南

（初稿）》进行完善和格式统一，确定了技术规范编制整体

框架。 

2019 年 5 月，编制组继续召开内部讨论会，对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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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相关定义和内容设置作了进一步明确。 

2019 年 8 月，编制组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主要邀请地

方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单位从事生态状况评估的专家开展咨

询与讨论，从指导生态状况定期调查评估的各项具体工作角

度出发，详细梳理和讨论了技术规范中规定的具体内容、指

标和技术方法等内容。 

2019 年 11 月，编制组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主要邀请

高校、科研单位和相关行业的技术单位从事生态状况评估的

专家开展咨询与论证，从技术规范编制的流程、形式以及与

行业已有标准的衔接等角度，对技术规范的定位、内容等进

行了进一步明确。 

2019 年 11 月，编制组在“全国生态状况定期遥感调查评

估技术培训班”上征求了省市级生态环保单位及下属技术支

撑单位的意见，结合地方工作实际情况，从指标体系、技术

方法和具体内容等方面对技术规范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0 年 2 月，自然生态保护司将技术规范报请黄润秋副

部长通过生态环境部绿色通道立项，经黄润秋副部长审定，

批准技术规范通过生态环境部绿色通道立项流程。 

2020 年 3-4 月，自然生态保护司以视频会议形式，不定

期组织召开了 4 次技术规范编制讨论会，标准所技术负责相

关同志参会并对现有标准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流程进行

了专题指导。编制组根据规范体系的内容对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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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并形成工作时间计划表。 

二、 标准制修订必要性分析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包括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

核查技术规范，森林、草地、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技术规范，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评估技术规范，

项目尺度生态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以及数据质量控制与集成

技术规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技术规范是全国生态状况

调查评估技术规范体系之一，本技术规范的制定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的要求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国情调查，对

于全方位支撑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推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

局、有针对性地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维护国家和区域生

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统一规范技术

体系，明确任务分工，可为定期开展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提供

有力保障。 

（2）完善全国生态状况定期调查评估制度的相关要求 

研究建立遥感解译、野外观测与验证、生态状况评估、

数据质量控制与集成等技术体系，可以及时转化提升为行业

技术规范和国家技术规范，指导生态状况调查评估规范化开

展，保障调查评估成果质量。 

（3）规范化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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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生态学知识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

物多样性维持这五项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价，分析生态系

统服务的空间分异格局，了解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状态以及对

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作用。 

三、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一）国外相关标准 

目前国际上没有一部具体关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方法

的国际标准，但是众多国际学术、政治组织和机构都在进行

有益探索。联合国于 2001 年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价，于 2005

年发布包括综合报告、评价框架等一系列成果，提出了评价

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框架，建立了多尺度、

综合评价其各个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英国、澳大利亚

等多个国家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探索，但均未形成国际标

准。 

（二）国内相关标准 

我国林业部门分别针对森林、湿地和荒漠等生态系统分

别发布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价规范，对各类生态系统所提供的

主要生态系统服务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定义，但并无综合评

估的相应规范标准。 

四、 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一）基本原则 

（1）适用性、可操作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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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内容应具有普遍适用性，方法应具有可操作性，

能为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提供技术参考。 

（2）科学性、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应积极借鉴和利用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运用可靠的原理、成熟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

保证制定的规范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3）经济、技术可行性原则 

标准中采用的技术方法应经济可行，确保按照该规范开

展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时，涉及到的数据源比较容易获取、

方法比较容易实现，成本较低，经济可行。 

（二）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技术流程，包括

确定评估范围、数据准备、指标提取和模型运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及其变化分析，技术流程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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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总体技术流程图 

 

五、 主要技术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内容和流程、评

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及省级行政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评估，其他自然地理区域，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二）术语和定义 

术语定义来源于 2000-2010 年及 2010 年-2015 年全国生

态状况调查评估中相关评估内容、方法及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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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cosystem services  

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防风固沙、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方面的惠益。 

（2）水源涵养 water conservation  

指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和过程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

下渗，涵养土壤水分和补充地下水，调节河川流量，增加可

利用水资源量的功能。 

（3）土壤保持 soil conservation  

指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与过程保护土壤，降低雨水的侵

蚀能力，减少土壤流失，防止泥沙淤积的功能。 

（4）防风固沙 sandstorm prevention  

指生态系统通过增加土壤抗风能力，降低风力侵蚀和风

沙危害的功能。 

（5）生物多样性维持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指生态系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以维持物种多样

性水平的功能。 

（三）总则 

（1）原则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遵循规范性、可操作性、先进性和经

济技术可行性的原则。 

（2）内容 

评估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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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维持功能，分析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格局和

变化情况。 

（四）算法和指标说明 

（1）水源涵养 

选用水源涵养量作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评价指

标。通过水量平衡方程计算。水量平衡原理是指在一定的时

空内，水分的运动保持着质量守恒或输入的水量和输出的水

量之间的差额等于系统内蓄水的变化量。本计算方法相对简

单，数据收集较容易，适用于监测平台使用，其算法、参数

来源见参考文献 1-4。 

（2）土壤保持 

选用土壤保持量，即通过生态系统减少的土壤侵蚀量

（潜在土壤侵蚀量与实际土壤侵蚀量的差值），作为生态系

统土壤保持功能的评价指标。其中，实际土壤侵蚀是指当前

地表覆盖情形下的土壤侵蚀量，潜在土壤侵蚀则是指没有地

表覆盖因素情形下可能发生的土壤侵蚀量。本指标通过通用

土壤流失方程（USLE）计算并通过区域校正提高通用土壤

流失方程在典型区域（沟蚀区、岩溶区）的评价精度，增强

其在全国尺度土壤保持功能评价中的适用性。该方法参数简

单，便于计算，具有普适性，修正版算法足以反映不同时期

由于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造成的地表状况变化对土壤流失

量的影响。算法、参数来源见参考文献 1、2、5 和 6。 



11 

 

（3）防风固沙 

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的评价指标选用防风固沙量，使

用修正风蚀方程模型（RWEQ）来计算通过生态系统减少的

因大风导致土壤流失和风沙危害的风蚀量（即潜在风蚀量与

实际风蚀量的差值）。本指标的算法、参数来源见参考文献 1、

2、7 和 8。 

（4）生物多样性维持 

选用不可替代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作为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维持的评价指标。从物种层次量化生物多样性维持功

能更容易理解、数据也更容易获得，同时更加适合大尺度规

划与监测。物种层次主要就包括通过样方调查计算的物种丰

富度；以及选择物种进行不可替代分析选取不可替代性指数

作为评价指标，其算法、参数来源见参考文献 2 及 9-12。 

六、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水平对比和分析 

联合国于 2001 年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价，于 2005 年发

布包括综合报告、评价框架等一系列成果，提出了评价生态

系统和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框架，建立了多尺度、综合

评价其各个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英国、澳大利亚等多

个国家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探索，但均未形成国际标准。

我国林业部门分别针对森林、湿地和荒漠等生态系统分别发

布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价规范，对各类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主要

生态系统服务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定义，但并无综合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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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规范标准。 

本标准根据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需求，侧重于编制对

维护我国生态安全起到重要作用的几种主要生态系统调节

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涉及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

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价和英国国家尺度的生态系统评价等

探索，对指标设置及各指标评价方法进一步完善与整合并在

全国生态评价工作中进行校验，方法和指标具备较好的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 

七、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本标准首次建立了面向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的技术

规范，与其他生态系统野外观测和调查评估等技术规范，共

同构建生态系统综合调查评估体系。本标准可有效提高全国

和区域生态系统研究相关基础能力和生态系统调查评估综

合能力，便于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单位使用。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法规与标准司组

织制订，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生态环境部卫星

环境应用中心，由生态环境部解释，建议尽快采用本标准。 

八、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本标准为面向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的技术规范，规定

了全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技术规范，是构建生态系统综

合调查评估体系的一部分。本标准为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单

位提供了可操作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标准化方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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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相关单位的国家和区域生态系统评估能力，加强区

域间评估结果的可比性，为我国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有效促进我国生态保护政策的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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