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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我

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方法体系，规范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

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的指标、技术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附录 A 和 B 为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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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

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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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的指标、技术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其他级别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可以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914.2 海洋观测规范 第 2 部分：海滨观测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田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7378 海洋监测规范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 32740 自然生态系统土壤长期定位监测指南 

GB/T 33027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GB/T 33669 极端降水监测指标 

GB/T 33703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GB/T 34293 极端低温和降温监测指标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3858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GB/T 50159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HJ 640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系列） 

HJ 731 近岸海域水质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 1156 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HJ 1166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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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1167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68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69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70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荒漠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73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HJ 1176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数据质量控制与集成 

LY/T 172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LY/T 1752 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技术规范 

LY/T 2249 森林群落结构监测规范 

LY/T 2258 立木生物量建模方法技术规程 

LY/T 2259 立木生物量建模样本采集技术规程 

LY/T 2576 雷击森林火灾调查与鉴定规范 

LY/T 2581 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LY/T 2586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观测技术规范 

LY/T 2898 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技术规范 

NY/T 1481 农区鼠害监测技术规范 

NY/T 2738 农作物病害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NY/T 2998 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QX/T 280 极端高温监测指标 

QX/T 302 极端低温监测指标 

QX/T 303 极端降水监测指标 

SL 59 河流冰情观测规范 

SL 183 地下水监测规范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DB 63/T 241 草地毒害草治理技术规范 

T/CAGHP 007 崩塌监测规范（试行） 

T/CAGHP 008 地裂缝地质灾害监测规范（试行） 

T/CAGHP 014 地质灾害地表变形监测技术规程（试行） 

T/CAGHP 023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监测预警技术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自然保护地 nature reserves 

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

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 

3.2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来自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的生态综合体所有生物有机体的多样性和

变异性，涵盖了不同组织层次上生物实体的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多样性。本标准中的遥感指标不涉及遗传多样性。 

3.3  

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土壤保持、碳固定等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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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的指标、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科学、系统、全

面的规范。指标的概念和意义明确，指标之间相对独立，指标体系条理清晰，相应的技术方

法规范，均参照已正式发布的标准或成熟的方法。 

4.2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设计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指标和技术方法易于理解和实施，指标与

观测周期根据指标的重要性、获取难易程度等进行差异化设置，操作性强。 

4.3 可调整性原则 

考虑到不同自然保护地在管理目标、所处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差异，指标分为了约束性

指标和参考性指标。针对不同的自然保护地，开展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时，可根据各自类型、

保护对象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对指标进行增减。 

5 调查与观测指标 

5.1 调查与观测指标体系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调查与观测内容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环境质量、

自然条件与灾害和人类活动 5 个方面，均设三级指标。 

5.2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观测指标 

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 2 类一级指标，类型与面积、植被状况、物种丰富度、

重点物种种群特征与分布 4 类二级指标，16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1。其中，生态系统分类体

系见附录 A。 

表 1 生物多样性方面调查与观测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周期 方法 适用范围 

类型与面积 
1.生态系统类型

与面积* 
一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护

地 

2.植被类型* 五年或一年 1 次 实地调查

3.植被盖度* 五年或一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4.植被高度* 五年或一年 1 次
实地调查

遥感监测

5.地上与地下生

物量* 
一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6.初级生产力* 一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森林、灌丛

或草地生态系统的自

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

多样性 
植被状况 

7.森林蓄积量* 五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森林生态

系统的自然保护地 

8.高等植物丰富

度* 
9.大型真菌丰富

度 
10.脊椎动物丰

富度* 
11.大型底栖动

物丰富度 
12.浮游生物丰

富度 

物种 
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 

13.昆虫丰富度 

十年 1 次 
实地调查

资料调查

适用于具有生物多样

性维护服务的自然保

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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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周期 方法 适用范围 

14.重点高等植

物种群特征与

分布* 
五年或一年 1 次 实地调查

15.重点脊椎动

物种群特征与

分布* 
一年多次 

视频监控

实地调查

重点物种种群

特征与分布 

16.重点昆虫种

群特征与分布*
一年多次 

视频监控

实地调查

注：右上角标有*号的指标，为约束性指标。 

5.3 生态系统服务调查与观测指标 

包括生态系统调节服务 1 类一级指标，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土壤保持和碳固定 4 类二

级指标，4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2。 

表 2 生态系统服务方面调查与观测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周期 方法 适用范围 

水源涵养 1.水源涵养量* 一年 1 次 
模型测算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水源涵养

服务的自然保护地 

防风固沙 2.防风固沙量 一年 1 次 
模型测算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防风固沙

服务的自然保护地 

土壤保持 3.土壤保持量 一年 1 次 
模型测算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土壤保持

服务的自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 
调节服务 

碳固定 4.碳固定量* 一年 1 次 
模型测算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碳固定服

务的自然保护地 

注：右上角标有*号的指标，为约束性指标。 

5.4 环境质量调查与观测指标 

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和声环境 4 类一级指标，地表水质量、地下水质量、

海水质量、大气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 6 类二级指标，6 个三级指标，详见

表 3。 

表 3 环境质量方面调查与观测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周期 方法 适用范围 

地表水质量 
1.地表水环境质量

指标（24 项）* 
实时；定期（每

季度 1 次） 

站点观测

站点取样

室内分析

适用于具有地表水

水域的自然保护地

地下水质量 
2.地下水质量指标

（39 项） 
一年 2 次 

站点观测

站点取样

室内分析

适用于具有地下水

水域的自然保护地
水环境 

海水质量 
3.海水水质指标（35
项） 

一年 2 次，在丰

水期、枯水期进

行 

站点观测

站点取样

室内分析

适用于具有海域的

自然保护地 

大气环境 大气环境质量 
4.环境空气质量指

标（6 项） 
实时 站点观测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土壤环境 土壤环境质量 
5.土壤环境质量指

标（14 项） 
五年 1 次 

实地取样

室内分析

适用于陆域自然保

护地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 
6.声环境质量指标

（1 项） 
昼间每年 1 次，

夜间五年 1 次 
布点观测

适用于以野生动物

为保护对象的自然

保护地 

注：右上角标有*号的指标，为约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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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自然条件与灾害调查与观测指标 

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灾害 2 类一级指标，气象条件、水文条件、气候变化、极端天气、

地质灾害、火灾、生物灾害和海洋灾害 8 类二级指标，15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4。 

表 4 自然条件与灾害方面调查与观测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周期 方法 适用范围 

1.常规气象观测指

标（9 项）* 
实时 站点观测 

气象条件 
2.负氧离子 实时 站点观测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3.常规水文观测指

标（7 项）* 
根据水文条件和

规范要求 
站点取样 
室内分析 

适用于具有水域的

自然保护地 
水文条件 

4.地下水水位 一年 2 次 站点观测 
适用于具有地下水

域的自然保护地 

5.雪线高度 五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雪线的

自然保护地 
6.冰川面积与末端

高度 
五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冰川的

自然保护地 

7.林线高度 五年 1 次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林线的

自然保护地 

自然条件 

气候变化 

8.典型植物群落建

群种芽萌动时间 
一年多次 实地调查 

适用于主要以野生

植物为保护对象的

自然保护地 

极端天气 
9.极端天气发生的

频次与影响 
即时开展， 

每年度统计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地质灾害 
10.地质灾害发生的

频次与影响 
即时开展， 

每年度统计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火灾 
11.火灾发生的频次

与影响 
即时开展， 

每年度统计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12.病虫害、鼠害等

发生的频次与影响 
即时开展， 

每年度统计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13.外来入侵物种种

类与入侵影响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生物灾害 

14.草地毒害草种类

与影响 
一年 1 次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草地生

态系统类型的自然

保护地 

自然灾害 

海洋灾害 
15.海洋灾害发生的

频次与影响 
即时开展，每年度

统计 1 次 
资料调查 
遥感监测 

适用于具有海域的

自然保护地。 

注：右上角标有*号的指标，为约束性指标。 

5.6 人类活动调查与观测指标 

包括开发利用情况和污染破坏情况 2 类一级指标，人口承载、游憩服务、人类活动用地、

自然资源利用、垃圾产生与处理、捕猎和环境污染 7 类二级指标，14 个三级指标，详见      

表 5。 

表 5 人类活动方面调查与观测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周期 方法 适用范围 

人口承载 1.常住人口数量*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游憩服务 2.年游憩人次*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3.人类活动用地类型与

面积*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4.人工岸线类型与长度
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海域或

重要河流、湖泊的自

然保护地 

开发利用

情况 

人类活动

用地 

5.人类活动用地综合强

度指数 

一年 1-2 次 

模型测算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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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周期 方法 适用范围 

6.景观破碎化指数 一年 1 次 遥感监测

7.草地载畜压力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草地生

态系统的自然保护

地 

8.水产捕捞量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海域或

河流、湖泊的自然保

护地 

9.木材砍伐量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实地调查

适用于具有森林生

态系统类型的自然

保护地 

10.水资源利用量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适用于具有水域的

自然保护地 

自然资源

利用 

11.药用植物采集量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适用于具有药用植

物的自然保护地 

垃圾产生

与处理 
12.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捕猎 
13.非法捕猎发生的次

数与涉及动物数量 
一年 1 次 资料调查

适用于以野生动物

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自然保护地 

污染破坏

情况 

环境污染
14.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的频次与影响 
即时开展， 

每年度统计 1 次
资料调查

适用于所有自然保

护地 

6 调查与观测方法 

6.1 遥感监测技术方法 

6.1.1 基于卫星遥感的生态系统类型及干扰信息提取 

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开展生态系统基本状况和人类活动干扰信息提取。建立生态系统分类

解译标志或分类规则集，采用人机交互方式或自动识别方法，提取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类

型及其面积、人类活动类型及其面积等方面的信息。生态系统信息提取主要采用 16 m 分辨

率的遥感数据，对于一些特殊区域采用优于 5 m 分辨率的遥感数据，人类活动干扰信息提取

主要采用优于 2 m 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具体方法参照标准见附录 B。 

6.1.2 基于卫星遥感的生态系统状况关键参数定量反演 

综合利用地面观测获取的波谱数据、卫星遥感数据和野外调查数据，建立生态系统状况

关键参数反演模型，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植被状况、生态系统服务等指标开展周期性观

测。主要采用 250 m 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对于一些特殊区域采用优于 30 m 分辨率的遥感数

据。具体方法参照标准见附录 B。 

6.1.3 基于航空遥感的特定生态环境目标精细化提取 

基于无人机、飞艇等航空遥感平台，运用高光谱、热红外等传感器，对自然保护地特定

生态环境目标进行精细化提取。 

6.2 地面观测与实地调查技术方法 

6.2.1 地面观测与实地调查方式 

6.2.1.1 地面观测主要指利用地面上的传感器、观测设备、综合台站开展观测，通常设置相

对长期、固定的观测站点，对环境质量、气象条件、水文条件等方面指标进行定期或连续观

测。 

6.2.1.2 实地调查主要采用固定、半固定的样地/样方/样线的方式，对调查目标进行观测，主

要用于对物种、植被状况等相关指标的定期调查与观测。 

6.2.2 生态系统类型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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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抽样方法 

根据生态系统结构、景观格局特征、核查区域地理复杂程度等，选择简单随机抽样、分

层抽样或系统抽样方法布设样点，具体抽样方法可参照 HJ 1166 执行。然后对样点进行实地

核查，获取生态系统类型和相关自然地理特征信息，为验证和修正生态系统遥感解译结果提

供数据依据。 

6.2.2.2 抽样核查要求 

抽样核查要求如下： 

a）按照不低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遥感解译斑块总数的 5%比例进行抽样实地核查，同

时抽样时需要结合各类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自然地带性、交通可达性等多方面情

况进行综合分层抽样布设样点和样线； 

b）在实际野外调查中，针对三种难以到达的核查点（无人区，如沙漠、青藏高原无人

区；难以到达的样点，如湿地、深山老林、雪山等；不可预见的断路、地震等影响）

可以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原则为调整样点以接近原核查点位置、类型相当地块布设；

调整核查点数量严格控制在 20%以内。 

6.2.2.3 抽样核查内容 

抽样核查内容包括： 

a）定位信息，主要包括核查点的经度、纬度和高程等，用定位工具获得； 

b）自然地理因素，即影响生态系统生长发育的自然地理因素，包括地形、地貌、气候、

植被、水源等因素； 

c）生态系统类型，包括一、二级各生态系统类型，详见附录 A。 

6.2.3 生态系统参数观测 

6.2.3.1 观测方式 

采用布设综合观测样区、典型样区和典型小样区三级样区观测体系，通过样区内布设样

地的方式，对森林、灌丛、草地、湿地、荒漠等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参数进行观测。 

6.2.3.2 样地设置 

样地应覆盖自然保护地内的各类生态系统类型（按照二级分类）。外业采样率平均每

10000 m2 设置 1 个固定样地，在生态系统交错和复杂的区域可适当增加样地个数，在类型单

一的区域可适当减少样地个数。针对观测对象，在可能的情况下，至少选择 2 个能够代表观

测对象的样地，地表覆盖相对均一，样地面积为 10000 m2。每个样地须保证有多个样方，

样方要根据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特点来均匀布设： 

a）森林生态系统样方大小为 20 m×20 m，每个样地须保证有不少于 2 个重复样方； 

b）灌丛生态系统样方大小为 10 m×10 m，每个样地须保证有不少于 2 个重复样方； 

c）草地生态系统样方大小为 1 m×1 m，每个样地须保证有不少于 9 个重复样方； 

d）荒漠生态系统样方根据荒漠不同植被类型设置不同样方大小。木本植物样方大小为

20 m×20 m，草本植物样方大小为 1 m×1 m，每个样地须保证有不少于 3 个重复样方； 

e）湿地生态系统样方根据湿地不同植被类型设置不同样方大小。森林湿地样方大小为

20 m×20 m，灌丛湿地样方大小为 10 m×10 m，草本湿地样方大小为 1 m×1 m。每个

样地须保证有不少于 3 个重复样方。 

6.2.3.3 植被盖度观测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植被盖度观测方法如下： 

a）森林类型。在林内每隔 3～5 m 随机布点若干个，在每个点上观测有无树冠覆盖，按

照树冠覆盖的点数占总点数的比例计算郁闭度； 

b）灌丛类型。参考森林类型观测方法； 

c）草地类型。采用目测法和照相法相结合的方式观测。利用较高像素相机获取植被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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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数码照片，重复拍摄 2～3 次， 后分别计算每张相片植被覆盖度，取其平均值

作为样方植被覆盖度。对于相机不易识别的区域，采用目测法观测植被覆盖度； 

d）湿地类型。采用目测法和照相法相结合的方式观测。利用较高像素相机获取植被覆

盖的数码照片，重复拍摄 2～3 次， 后分别计算每张相片植被覆盖度，取其平均值

作为样方植被覆盖度。对于相机不易识别的区域，采用目测法观测植被覆盖度； 

e）荒漠类型。采用目测法和照相法相结合的方式观测。利用较高像素相机获取植被覆

盖的数码照片，重复拍摄 2～3 次， 后分别计算每张相片植被覆盖度，取其平均值

作为样方植被覆盖度。对于相机不易识别的区域，采用目测法观测植被覆盖度。 

6.2.3.4 植被高度观测 

树高和草地群落高度观测方法如下： 

a）树高主要利用测高仪测量，获取样方内所有树木绝对高度，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地区

允许采用高度估测方式估测树高； 

b）草地群落高度采用带有刻度的标尺测定，应进行多点测量，然后求平均值。 

6.2.3.5 地上与地下生物量观测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地上与地下生物量观测方法如下： 

a）森林类型： 

1）地上生物量。森林生态系统地上生物量观测分为立木和冠层下部观测，立木和冠

层下部生物量之和即为样方生物量，具体如下： 

——立木的地上生物量观测。通过样方内所有林木进行测量，获取其树高、胸径等

地面观测数据，依据异速生长方程计算，采样及方程计算方法具体依据    

LY/T 2258 和 LY/T 2259 相关要求执行，对所有立木生物量求取总值并除以样方

面积，获取 1 m2 面积的立木生物量； 

——冠层下部生物量观测。在样方内，随机选择不小于 4 个区域，分别收集其中全

部地上植被，称量鲜重，从中抽取不少于 5%的样品，105 ℃下烘干至恒重称

干重，获取植株含水量，进而获得实测的地上生物量，计算生物量总值并除以

样方面积，作为冠层下部范围面积的生物量。冠层下的灌木层（含藤状物）生

物量观测方法根据森林生物量观测方法。 

2）地下生物量。根据根冠比来计算，采样及方程计算方法具体依据 LY/T 2258 和    

LY/T 2259 相关要求执行。 

b）灌丛类型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观测方法同森林类型。 

c）草地类型： 

1）地上生物量。生物量野外观测应选择植物生长高峰期时进行，主要方法是将不少

于 3 个样方内植物地面以上所有绿色部分用剪刀齐地面剪下，并收集凋落物，

不分物种分别封装。称量鲜重后，65 ºC 烘干称量干重，将多个样方内干重值求

平均值，得到单位面积（1 m2）的地上生物量； 

2）地下生物量。通过一定量的样方实测获取样地范围的根冠比，根据实测根冠比推

算其他样方的地下生物量。 

d）湿地类型： 

1）木本生物量。湿地中森林群落生物量观测方法同森林类型生物量观测方法。木本

植物的地下生物量根据根冠比来计算，采样及方程计算方法具体依据 LY/T 2258

和 LY/T 2259 相关要求执行； 

2）草本生物量。湿地草地群落生物量观测方法同草地类型生物量观测方法。 

e）荒漠类型： 

1）木本生物量。荒漠木本生物量观测方法同湿地类型木本生物量观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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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本生物量。荒漠草本生物量观测方法同草地类型生物量观测方法。 

6.2.4 物种多样性调查与观测 

6.2.4.1 植物地面调查与观测 

样地应覆盖自然保护地内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按二级分类），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植

物地面调查与观测样方布设要求如下： 

a）森林类型。每类至少布设 1 个面积为 10000 m2 样地，样地内划分为 10 m×10 m 的样

方网格； 

b）灌丛类型。每类布设不少于 5 个大小为 10 m×10 m 的样方。对于大型或稀疏灌丛，

样方面积扩大到 20 m×20 m 或更大； 

c）草地类型。每类布设不少于 5 个大小为 1 m×1 m 的样方，样方之间的间隔不少于  250 

m，若观测区域草地群落分布呈斑块状、较为稀疏或草本植物高大，应将样方扩大

至 2 m×2 m； 

d）荒漠类型。每类布设不少于 5 个大小为 2 m×2 m 的样方，样方之间的间隔不少于   

250 m； 

e）湿地类型。每类布设不少于 5 个大小为 1 m×1 m 的样方。湿地面积大于 100000 m2

的，应选择不少于 10 个样方；湿地面积小于 100000 m2 的，每 10000 m2 可选择 1

个样方； 

f）重点物种观测应在目标物种集中分布区布样，并增加采样密度。 

6.2.4.2 脊椎动物地面调查与观测 

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鱼类调查与观测方法如下： 

a）哺乳动物地面调查与观测： 

1）样地应覆盖自然保护地内各类生态系统类型（按二级分类），每类至少布设 1 个

样地，方法如下： 

——样线法。适用于荒漠、草原等开阔生境中哺乳动物的观测。样线应覆盖样地内

所有生境类型，每种生境类型至少有 2 条样线。每条样线长度可在 1～5 km。

在草原、荒漠等开阔地观测大中型哺乳动物时，样线长度可在 5 km 以上； 

——样方法。适用于森林、草地和荒漠哺乳动物的观测。抽取的样方应涵盖样地内

不同生境类型，样方大小一般为 500 m×500 m，小型哺乳动物观测可以设置为

100 m×100 m。每种生境类型至少 7 个样方，样方之间应间隔 500 m 以上； 

——红外相机拍摄法。观测样点应涵盖观测样地内不同的生境类型，每种生境类型

设置 7 个以上样点，样点之间间距 500 m 以上； 

——标记重捕法。适用于观测小型陆生哺乳动物种群动态。以森林观测样地为例，

每个样地（150000～300000 m2）可随机选取 3～5 个 100 m×100 m 的样方作为

重复。 

2）重点物种观测应在目标物种集中分布区布样，并增加采样密度。 

b）鸟类地面调查与观测： 

1）样地应覆盖自然保护地内各类生态系统类型（按二级分类），每类至少布设 1 个

样地，方法如下： 

——样线法。用于陆生鸟类的观测。样线覆盖样地内的各种生境类型，每种生境类

型的样线数不少于 2 条。样线长度一般为 1～3 km，具体长度根据观测区域的

情况确定； 

——样点法。用于陆生鸟类的观测。在崎岖山地或片段化生境，可用样点法代替样

线法，样点间距离不应小于 200 m，每个样点观测 3～10 min。每个样地内样点

数不少于 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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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计数法。用于水鸟的调查。对于大范围区域，水鸟调查应在能见范围内，

充分利用显著自然界限，将调查区域分为若干个统计观察样区，分别观察记录； 

——红外相机拍摄法。该方法同哺乳动物红外相机拍摄法。 

2）重点物种观测应在目标物种集中分布区布样，并增加采样密度。 

c）两栖类和爬行类地面调查与观测： 

1）样地应覆盖自然保护地内各类生态系统类型（按二级分类），每类至少布设 1 个

样地，方法如下： 

——样线法。样线的长度根据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而定，一般在草地或湿地生态系

统中，采用 500～1000 m 的长样线；在生境较为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中，采用

20～100 m 的多条短样线（爬行动物采用 50～100 m 的多条短样线）。样线宽度

一般 2～6 m； 

——样方法。每个样地的样方数不少于 7 个。对于两栖类，样方大小一般为         

5 m×5 m 或 10 m×10 m；对于爬行类，样方大小一般为 5 m×5 m 或 20 m×20 m。

两个样方间隔在 100 m 以上。 

2）重点物种观测应在目标物种集中分布区布样，并增加采样密度。 

d）鱼类调查与观测： 

1）湖泊和水库等开阔水域。湖泊水面大于 2 km2 时样点不少于 3 个。对于通江湖泊，

应确保在主要入湖支流、主湖区以及通江水道设置采样点。主要入湖支流和通

江水道样点数均不得少于 2 个，并在离通江口和入湖口一定距离处分别设置样

点； 

2）河流等线状水域。根据河流形态、河床底质、水位、水流、水质等因素，将河流

划分成若干断面，使同一断面上的变异程度尽可能小。在同一断面上每隔一定

的距离设置一个采样点； 

3）重点物种调查与观测应在目标物种集中分布区布样，并增加采样密度。 

6.2.4.3 昆虫地面调查与观测 

昆虫地面调查与观测方法及要求如下： 

a）样地应覆盖自然保护地内各类生态系统类型（按二级分类）。 

b）采用样线法。样线覆盖样地内所有生境类型，每种生境类型的样线应在 2 条以上。

样线长度 250～2000 m，根据观测对象与生态系统特点适当调整； 

c）重点物种调查与观测应在目标物种集中分布区布样，并增加采样密度。 

6.2.4.4 大型底栖动物与浮游生物调查与观测 

大型底栖动物与浮游生物调查与观测方法如下： 

a）大型底栖动物调查与观测： 

1）江河沟渠采样点数量和间距应结合江河宽度确定。若宽度不超过 200 m，可在每

个断面中部或靠岸一侧设置 1 个采样点；若宽度在 200 m 以上，可在每个断面

的中部、左右两侧分别布设 1 至多个采样点，样点间距一般在 100～200 m； 

2）湖泊与水库采样点数量根据代表性断面分布和数量确定。将湖泊、水库分为入口

区、深水区（或湖心区）、出口区、沿岸带或污染区和相对清洁区等不同区域，

在这些区域分别设置 1 至若干有代表性的横断面。根据横断面的方向，每隔一

定距离设置样点，或者断面的中部和靠岸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若干个样点。 

b）浮游生物调查与观测： 

1）江河沟渠采样分为河心区、沿岸带两个生态类型。河床较窄地段，于干流中心区

采样。在河流的上、中、下游各段分段采样，在河流的主支流汇合处应增设采

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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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泊和水库采样点数量根据水域面积确定。水域面积小于 5 km2 的设 2～4 个采

样点，面积在 5～10 km2 的设 3～5 个采样点，面积在 10～50 km2 的设 4～6 个

采样点，面积在 50～100 km2 的设 5～7 个采样点，面积大于 100 km2 的设不少

于 6 个采样点。 

6.3 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方法 

资料收集和调查统计方法主要是通过资料收集、问卷、问询、座谈等方式收集资料，利

用归纳分析方法对收集的资料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用于人类活动、自然灾害等方面指标

的获取。 

7 质量控制 

7.1 遥感监测质量控制 

7.1.1 卫星遥感监测质量控制 

7.1.1.1 影像数据质量控制 

影像基础、影像预处理与影像成果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影像基础质量： 

1）噪音控制。除常年积雪地区，一般要求观测范围内影像的平均云量、雪量小于

10%。受人为干扰影响小、地表景观不易发生变化的区域，可适当放宽； 

2）时相选择。影像时相应满足具体指标提取的要求； 

3）信息直观效果。目标地物的大小、形状、阴影、色调、纹理等解译标志信息突出、

明显； 

4）影像重叠率。相邻影像之间的重叠率在 4%以上，云量较多、数据质量较差等特

殊情况下不少于 2%； 

5）数据资料完备性。包括数字影像数据、遥感传感器参数（遥感传感器类型、扫描

带宽、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以及其他特征参数）、遥感数据获取时的参数（太

阳高度角、轨道高度、太阳倾角等）等。 

b）影像预处理质量： 

1）辐射校正。影像辐射校正精度达到 85%以上，光谱信息丰富，目标物清晰可见； 

2）几何纠正。对于平原和丘陵、山地，中分辨率和中高分辨率影像控制点残差应分

别≤1 倍、≤2 倍影像分辨率；高分辨率影像控制点残差应分别≤1 倍、≤3 倍

影像分辨率； 

3）影像配准。配准精度要求平原≤0.5 倍影像分辨率，山区≤1 倍影像分辨率； 

4）影像镶嵌。影像镶嵌以前接边误差＜1 倍影像分辨率，镶嵌后影像要求清晰、色

彩均匀； 

5）影像融合。融合结果影像要求目视无重影、无模糊及光谱失真现象，边界清晰、

无明显错位，能够反映细部特征。 

c）影像成果质量： 

1）数学基础。平面坐标系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投影方式以高斯-克里格投影为

主，1:100 万比例尺遥感影像图采用正轴等角圆锥投影；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

家高程基准； 

2）校正精度。对于平原和丘陵、山地，中分辨率影像校正精度分别≤2 倍、≤3 倍

影像分辨率；中高分辨率影像校正精度分别≤2 倍、≤5 倍影像分辨率；高分辨

率影像校正精度分别≤2 倍、≤10 倍影像分辨率； 

3）数据完整性。遥感数据名称、格式、内容等完整。 

7.1.1.2 生态系统类型数据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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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类型数据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属性精度。包括地类界、地类属性赋码、重要线状地物及其属性代码； 

b）总体分类精度。生态系统分类数据的总体精度＞85%，一级分类精度＞95%，二级

分类精度＞85%； 

c）接边精度。对于平原和丘陵、山地，中分辨率影像接边限差分别≤3 倍、≤7.5 倍影

像分辨率；高分辨影像接边限差分别≤3 倍、≤15 倍影像分辨率。 

7.1.1.3 人类活动数据质量控制 

人类活动数据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图斑漏勾。图斑漏勾率低于 5%；变化面积或现状面积大于 0.05 公顷的重点类型人

类活动斑块不得漏勾；变化面积或现状面积大于 0.1 公顷的其他类型人类活动不得

漏勾。 

b）图斑错勾。图斑错勾率低于 10%；重点类型人类活动图斑面积偏差不得超过 30%，

其他类型人类活动图斑面积偏差不得超过 50%；重点类型人类活动图斑边界 大偏

移不得超过 4 个像元，其他类型人类活动图斑边界 大偏移不得超过 10 个像元。 

c）属性错填。图斑属性错填率低于 15%，且人类活动类型、变化类型、功能分区任意

一项填写错误的比例不得超过 5%。 

7.1.1.4 生态系统状况关键参数定量反演质量 

要求在大规模进行产品生产前完成算法适用性检验与精度分析，针对每个待反演的参

数，分别对其反演模型算法进行参数检验、模型拟合能力检验，要求算法通过置信度为 95%

的假设检验。参数的反演精度应≥80%。 

7.1.2 航空遥感监测质量控制 

按 GB/T 24356 的相关要求进行精度验证和质量控制。 

7.2 地面观测与实地调查质量控制 

7.2.1 生态系统类型实地调查质量控制 

生态系统实地调查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数量。根据生态系统类型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布设野外核查点，按照不低于生态系统

遥感解译斑块总数的 5%的比例进行实地调查，在生态系统单一的区域，适当减少

野外核查点数量。面积较大的区域，野外核查点数量可根据气候特征、地质地貌、

生态系统类型、土壤类型等综合因素，按照生态系统遥感解译验证需要进行适当调

整； 

b）空间。外业标定精度优于 15 m，实地调查 GPS 空间定位精度优于 2 m，高程数据精

度优于 5 m； 

c）时间。野外核查时间与影像获取时间为同一生长季； 

d）核查路线。根据典型核查点的位置，设置合理并易到达的核查路线； 

e）数据完整性。调查表格要求各项属性填写规范、完整、准确，对漏测项进行解释说

明。照片要求目标清晰且命名规范，记录照片的拍摄方向。空间数据格式按照规定

提交。 

7.2.2 生态系统参数观测质量控制 

生态系统参数观测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空间。样地空间位置应在生态系统类型一致的平地或相对均一的缓坡坡面上； 

b）数量。根据生态系统类型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布设野外观测样地，样地数量具体要求

见 6.2.3.2，在生态交错带和其他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的地区增加观测样地数

量。 

7.2.3 物种多样性调查与观测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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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观测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样地样线。严格按照本标准要求进行样地样线选址、设置和采样设计； 

b）数据完整性。规范填写调查与观测数据，完好保存原始数据记录，原始数据不得涂

改，若有错误需要修改时，可在原始数据上划一横线，再在其上方填写改正的数据，

并签上数据记录者的姓名以示负责。原始记录、数据整理过程记录都需要建档并存

档。 

7.3 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质量控制 

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资料时效性。优先选择时效性强的资料，在资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可补充考虑其他

资料； 

b）数据完整性。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结果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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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态系统分类体系 

 

表 A.1 生态系统分类体系 

序号 Ⅰ级分类 Ⅱ级代码 Ⅱ级分类 分类依据 

11 阔叶林 H=3~30 m，C≥0.2，阔叶 

12 针叶林 H=3~30 m，C≥0.2，针叶 

13 针阔混交林 H=3~30 m，C≥0.2，25%＜F＜75% 
1 森林生态系统 

14 稀疏林 H=3~30 m，C=0.04~0.2 

21 阔叶灌丛 H=0.3~5 m，C≥0.2，阔叶 

22 针叶灌丛 H=0.3~5 m，C≥0.2，针叶 2 灌丛生态系统 

23 稀疏灌丛 H=0.3~5 m，C=0.04~0.2 

31 草甸 K≥1，土壤湿润，H=0.03~3 m，C≥0.2 

32 草原 K<1，H=0.03~3 m，C≥0.2 

33 草丛 K≥1，H=0.03~3 m，C≥0.2 
3 草地生态系统 

34 稀疏草地 H=0.03~3m，C=0.04~0.2 

41 沼泽 

地表经常过湿或有薄层积水，生长沼泽生和

部分湿生、水生或盐生植物，有泥炭积累或

明显的浅育层，包括森林沼泽、灌丛沼泽、

草本沼泽等 
42 湖泊 自然水面，静止 

4 湿地生态系统 

43 河流 自然水面，流动 

51 耕地 
人工植被，土地扰动，水生或旱生作物，收

割过程 5 农田生态系统 
52 园地 人工植被，C≥0.2，包括经济林等 

61 居住地 城市、镇、村等聚居地 

62 城市绿地 
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

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以及风景林地等 6 城镇生态系统 

63 工矿交通 
人工挖掘表面和人工硬表面，工矿用地、交

通用地 
71 沙漠 自然，松散表面，沙质，C＜0.04 

72 沙地 
分布在半干旱区及部分半湿润区的沙质土

地，C＜0.04 7 荒漠生态系统 

73 盐碱地 自然，松散表面，高盐分 

81 冰川/永久积雪 自然，水的固态 

8 其他 
82 裸地 

自然，松散表面或坚硬表面，壤质或石质，

C＜0.04 

注：C：覆盖度/郁闭度；H：植被高度（m）；F：针叶树与阔叶树的比例；K：湿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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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指标解释及获取方法 

 

1. 生态系统类型与面积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类生态系统的类型与面积。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1166、HJ1176 中的方

法执行。 

2. 植被类型 

指标解释：指植被群落中各种林木、灌木、草本等植被的种类。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按照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分层观测。具

体参照 GB/T 33027、HJ 1166~1170、LY/T 1752、LY/T 2249、LY/T 2898、NY/T 2998 中的方

法执行。 

3. 植被盖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类型植被的植被覆盖度。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按照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分

层观测。具体参照 GB/T 33027、HJ 1167~1170、LY/T 1752、LY/T 2249、LY/T 2898、NY/T 2998

中的方法执行。 

4. 植被高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类型植被的高度。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和遥感监测的方式获取。按照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分

层观测。具体参照 GB/T 33027、HJ 1167~1170、LY/T 1752、LY/T 2249、LY/T 2898、NY/T 2998

中的方法执行。 

5. 地上与地下生物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典型植被单位面积上的地上和地下生物量之和。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1167~1170 中的方法

执行。 

6. 初级生产力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植被通过光合作用生产有机物的能力。通常以单位时间（年或天）

内单位面积（或体积）中所产生的有机物（一般以有机碳表示）的质量计算，相当于该时间

内相同面积（或体积）中的初级生产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GB/T 12763.9、  HJ 

1167~1170 中的方法执行。 

7. 森林蓄积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现存的各种活立木的材积总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8. 高等植物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高等植物的种类数目，包括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与被子

植物。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和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4 号）中的方法执行。 

9. 大型真菌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的大型真菌种类数目。大型真菌泛指能形成肉眼可见的子实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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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菌核或菌体的一类真菌。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和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4 号）中的方法执行。 

10. 脊椎动物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的种类数目。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和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4 号）中的方法执行。 

11. 大型底栖动物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种类数目。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指生活史的

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内陆水体底部，个体不能通过 500 µm 孔径网筛的无脊椎动物。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和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4 号）中的方法执行。 

12. 浮游生物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浮游生物的种类数目。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和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4 号）中的方法执行。 

13. 昆虫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昆虫的种类数目。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和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4 号）中的方法执行。 

14. 重点高等植物种群特征与分布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重点观测的各高等植物的个体数量/居群数量、盖度、年龄结构以

及分布情况。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710 中的方法执行。 

15. 重点脊椎动物种群特征与分布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重点观测的各陆生脊椎动物与各水生脊椎动物的个体数量、年龄结

构、性别比例以及分布情况。 

获取方法：主要以视频监控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710 中的方法执行。 

16. 重点昆虫种群特征与分布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重点观测的各昆虫的个体数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以及分布情况。 

获取方法：主要以视频监控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710 中的方法执行。 

17. 水源涵养量 

指标解释：指单位面积上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量，反映区域内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调节

服务功能。 

获取方法：主要基于降水贮存量法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HJ 1173、LY/T 1721 中的方法

执行。 

18. 防风固沙量 

指标解释：指单位面积上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量，反映区域内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调节

服务功能。 

获取方法：主要基于风蚀模型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GB/T 38582、HJ 1173、LY/T 1721

中的方法执行。 

19. 土壤保持量 

指标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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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调节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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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方法：主要基于土壤流失方程（RUSLE）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HJ 1173 中的方法执

行。 

20. 碳固定量 

指标解释：指单位面积上生态系统的碳固定量，反映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碳固定调节服务

功能。 

获取方法：主要基于光能利用率模型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HJ 1173、LY/T 1721 中的方

法执行。 

21. 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标（24 项） 

指标解释：指依据 GB 3838 中规定的水温、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

量、五日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铬（六价）、

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共 24 项地表水环

境质量基本项目。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观测、站点取样和室内分析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915 中的

方法执行。 

22. 地下水质量指标（39 项） 

指标解释：指依据 GB/T 14848 中规定的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

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总大肠杆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

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总 α放射物、

总 β放射物共 39 项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观测、站点取样和室内化验分析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164

中的方法执行。 

23. 海水水质指标（35 项） 

指标解释：指依据 GB 3097 中规定的漂浮物质、色臭味、悬浮物质、大肠菌群、粪大

肠菌群、病原体、水温、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无机氮、非离子氨、活

性磷酸盐、汞、镉、铅、六价铬、总铬、砷、铜、锌、硒、镍、氰化物、硫化物、挥发性酚、

石油类、六六六、滴滴涕、马拉硫磷、甲基对硫磷、苯并[a]芘、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放射

性核素共 35 项海水水质指标。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观测、站点取样和室内分析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731 中的

方法执行。 

24. 环境空气质量指标（6 项） 

指标解释：指依据 GB 3095 中规定的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

臭氧（O3）、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μm）、细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2.5μm）共 6 项环境

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观测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T 193 中的方法执行。 

25. 土壤环境质量指标（14 项） 

指标解释：指依据 GB 15618 中规定的 pH 值、镉、铬、汞、砷、铅、铜、锌、镍、六

六六总量、滴滴涕总量、苯并[a]芘和依据 GB 32740 规定的阳离子交换量、有机质共 14 项

土壤环境质量项目。在指标选择上，涉及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的土壤环境质量

指标参考 GB/T32740，涉及城镇生态系统的参考 GB36600，涉及农田生态系统的参考

GB15618。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取样和室内分析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T 166 中的方法执行。 

26.声环境质量指标（1 项） 

指标解释：指依据 GB3096 中规定的声环境质量监测指标，反映穿越自然保护地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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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等交通运输噪声对自然保护地的声环境影响。 

获取方法：主要以布点观测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GB 3096、HJ 640 中规定的方法执行。 

27. 常规气象观测指标（9 项） 

指标解释：指风向、风速、气温、气压、湿度、降水、日照时间、总辐射量、日蒸发量

共 9 项常规气象观测项目。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观测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GB/T 33703 中的方法执行。 

28. 负氧离子 

指标解释：指空气中带负电荷的单个气体分子和轻离子团的总溶度。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观测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LY/T 2586 中的方法执行。 

29. 常规水文观测指标（7 项） 

指标解释：指水位、流速、流量、水温、水质、含沙量、冰情共 7 项常规水文观测项目。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取样和室内分析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GB 50179、GB/T 50138、

GB/T 50159、SL 59、SL 219 等标准中的方法执行。 

30. 地下水水位 

指标解释：指地下水的水位高程。 

获取方法：主要以站点观测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SL 183 中的方法执行。 

31. 雪线高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常年积雪带下界的海拔高度。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32. 冰川面积与末端高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冰川的面积与末端海拔高度。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33. 林线高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林线的海拔高度。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34. 典型植物群落建群种芽萌动时间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典型植物群落建群种每年的芽萌动日期。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35. 极端天气发生的频次与影响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台风、洪涝、干旱、寒潮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频次、强度、影响范围

与后果。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GB/T 33669、GB/T 34293、

QX/T 280、QX/T 302、QX/T 303 等标准中的方法执行。 

36. 地质灾害发生的频次与影响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

灾害的发生频次、强度、影响范围与后果。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T/CAGHP 007、  

T/CAGHP 008、T/CAGHP 014、T/CAGHP 023 等标准中的方法执行。 

37. 火灾发生的频次与影响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火灾发生的频次、强度、影响范围与后果。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LY/T 2576、LY/T 2581、

《农业部关于印发<草原火灾级别划分规定>的通知》（农牧发〔2010〕7 号）等中的方法执

行。 

38. 病虫害、鼠害等发生的频次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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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区域内病虫害、鼠害等发生的频次、强度、影响范围与后果。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NY/T 1481、NY/T 2738

中的方法执行。 

39. 外来入侵物种种类与入侵影响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目、入侵强度、影响范围与后果。 

获取方法：种类、影响范围主要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入侵强度与后果则在种类、影

响范围等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模型测算得到。具体参照 HJ 623 中的方法执行。 

40. 草地毒害草种类与影响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毒害草发生的范围、植物学特征、土壤类型、种类、面积、危害程

度、盖度、密度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获取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DB 63/T 241 中的方法执行。 

41. 海洋灾害发生的频次与影响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赤潮等海洋灾害发生的频次、强度、影响范围与后果。 

获取方法：以资料调查为主，遥感监测为辅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GB/T 14914.2、     

GB 17378 中的方法执行。 

42. 常住人口数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 

43. 年游憩人次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每年的游憩人次。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 

44. 人类活动用地类型与面积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种人类活动用地的类型与面积。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1156、《自然保护区

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国环规生态〔2017〕3 号）中的方法执行。 

45. 人工岸线类型与长度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各类河流、湖泊、水库、海岸等内陆湿地或滨海湿地中人工岸线的

类型与长度。 

获取方法：主要以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

办法》（国海发〔2017〕2 号）中的方法执行。 

46. 人类活动用地综合强度指数 

指标解释：指综合区域内各类型人类活动用地的数量、面积、分布位置等数据计算得到

的人类活动用地强度。 

获取方法：主要基于人类活动用地类型、面积与分布位置信息提取成果数据，利用模型

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HJ 1156、《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国

环规生态〔2017〕3 号）中的方法执行。 

47. 景观破碎化指数 

指标解释：表征区域内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人类对景观的干扰程度，通常用单位面积内的斑块数来计算。 

获取方法：主要基于生态系统类型数据，利用模型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Ci = Ni/Ai 

式中 Ci 为景观 i 的破碎度，Ni 为景观 i 的斑块数，Ai 为景观 i 的总面积。 

48. 草地载畜压力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实际载畜量与理论载畜量的比值。其中，实际载畜量指一定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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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在一定的利用时间段内，实际承养的家畜数量。理论载畜量指一定的草地面积，在某

一利用时段内，在适度放牧（或割草）利用并维持草地可持续生产的前提下，满足家畜正常

生长、繁殖、生产的需要，所能承载的 多家畜数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49. 水产捕捞量 

指标解释：指天然水域内每年捕捞的鱼等水产重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50. 木材砍伐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每年砍伐的木材的体积。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 

51. 水资源利用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每年的用水总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 

52. 药用植物采集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每年被采挖的各种药用植物的重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 

53.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每年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 

54. 非法捕猎发生的次数与涉及动物数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每年发生的非法捕猎次数与涉及的动物个体数量。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 

55.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频次与影响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每年发生的各种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的频次、强度、影响范围与后果

等。 

获取方法：主要以资料调查的方式获取。具体参照 HJ 589 中的方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