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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经济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林下经济主要术语，具体包括林下经济基本术语、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

森林景观利用、森林服务和林下经济产品加工、初加工等领域。

本标准适用于林下经济及有关行业教学、科研、生产、加工、经营及管理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112—1999 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

GB/T 15237—2000 术语工作 词汇 第1部分：理论与应用（eqv ISO 1087-1:2000）

GB/T 16785—1997 术语工作 概念与术语的协调（eqv ISO 860:1996）

国办发[2012]4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

3 基本术语

3.1 林下经济 non-timber forest-based economy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以开展复合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友好型经

济。包括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

3.2 林下经济学 non-timber forest-based economics

研究林下经济理论、技术和发展规律的新型交叉学科。

3.3 林下经济产业 non-timber forest-based industry

从事林下经济活动的产业类型。

3.4 林下种植 in-forest planting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的种植活动，包括人

工种植和野生植物资源抚育。

3.5 林下养殖 in-forest raising



2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和循环经济原理，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的生

态养殖活动，包括人工养殖和野生动物资源驯养。

3.6 林下采集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gathering

对森林中可利用的非木质资源进行的采集活动。

3.7 林下经济产品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由林下经济活动生产的植物性、动物性与微生物等相关产品。

3.8 森林景观利用 forest landscape utilization

合理利用森林景观资源的多种功能和森林内多种资源，开展的有益人类身心健康的经营活动。

3.9 林下经济产值 out-put value of non-timber forest-based economy

在一定时期内林下经济产业的产值总和。

3.10 林下多元复合经营 multiple-compound management

林下种植和林下养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式的多组分组合。

4 林下种植

4.1 林药模式 in forests herb cultivation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药用植物种植或半野生药用植物驯化的复

合经营模式。

4.2 林菌模式 in forests edible-fungus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的食用菌的栽培和人工保育的复合经营模

式。

4.3 林粮模式 agro-forestry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地或林地边缘，开展粮食作物种植的复合经营模式。

4.4 林茶模式 in forests teaplanting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的林-茶套种或林茶间作的复合经营模式。

4.5 林菜模式 forest-veg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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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蔬菜或野菜种植的复合经营模式。

4.6 林果模式 forest-fruit/nut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果树种植的复合经营模式。

4.7 林花模式 forest-ornamental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具有一定观赏价值或经济价值花卉种植的

复合经营模式。

4.8 林草模式 forest-herbage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饲草或绿肥植物等种植或利用的复合经营

模式。

5 林下养殖

5.1 林禽模式 forest-poultry

在不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前提下，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家

禽养殖的复合经营模式。

5.2 林畜模式 forest-livestock

在不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前提下，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在地势平坦疏林地或开阔林

地边缘，开展牲畜（家畜）养殖的复合经营模式。

5.3 林蜂模式 forest-beekeeping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利用森林中蜜源和粉源植物，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蜂业生产的

林-蜂复合经营模式。

5.4 林渔模式 forestry-fishery

依托森林资源及生态环境，在林内或林地边缘，开展淡水鱼类和甲壳类等养殖的复合经营模式。

5.5 林特模式（特种养殖模式）in forests specific animal（species）

依托森林资源及其生态环境资源，在林内或林地边缘，驯养、繁殖、保护和开发利用特种经济动物

的和昆虫的复合经营模式（除林禽、林畜、林渔以外的所有林下养殖模式）。

6 林下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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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最佳采集期 the optimal harvesting period

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前提下，林下经济产品最有利用价值的时期。

6.2 采集方法 gathering method

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前提下，确保林下经济产品完整、可持续采集的方法。

6.3 择采 select gathering

对达到利用要求的林下经济产品进行选择性采集的方法。

6.4 分批次采集 partial gathering

分批次采收可以利用的林下经济产品。

6.5 采集间隔期 harvesting duration

连续两次采集间隔时间。

6.6 可持续采集 sustainable gathering

在有效保护采集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科学制定采集方法，适度保留非木质种质资

源，使采集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采集方式。

7 森林景观利用

7.1 森林景观 forest landscape

森林景观是指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与其他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共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

及动态变化规律，在空间上以一定形式出现的一类景观。

7.2 森林康养 forest health-care

以森林景观和森林环境为背景，以森林食品、生态文化等为主要资源和依托，配备相应的养生休闲

及医疗、康体服务设施，开展以修身养心、调适机能、延缓衰老为目的的森林游憩、度假、疗养、保健、

健身、养老等活动的统称。

7.3 森林氧吧 forest oxygen bar

以森林环境资源为基础，依托森林植物释放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高含量负氧离子，辅以各类简约、

朴素且与环境格调相一致的游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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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森林人家 forest home stay

以良好的森林环境和游憩景观为依托，充分利用森林生态资源和乡土特色产品，融森林文化与民俗

风情为一体，为游客提供吃、住、娱、购等服务的场所。

7.5 森林旅游 forest tourism

人们以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外部物质环境为依托，所开展的浏览观光、休闲度

假、健身养生、文化教育等旅游活动的统称。

7.6 森林游憩 forest recreation

人们利用休闲时间，自由选择的、在森林环境中进行的、以恢复体力和获得愉悦感受为主要目的所

有活动的总和。

8 林下经济产品

8.1 林下经济产品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以林下经济产品为对象，按相应的分类标准，将林下经济产品逐类、逐级进行划分归类。

8.2 林下经济产品标准 criterion of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为保证林下经济产品正常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或备案，针

对林下经济产品的结构、规格、质量和检验方法等方面所制定的规则、导则、技术规范或其他精确准则。

8.3 林下经济产品检测 detection of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采用标准的检测方法，由专业机构对林下经济产品进行检查和验证的活动。

8.4 林下经济产品溯源 tracing to the source of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通过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对林下经济产品从采集、加工、流通到消费使用等全过程跟踪管理和精确

查询。

8.5 林下经济产品原产地加工 the field processing of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在原产地进行初加工的林下经济产品。

8.6 林下经济产品 (非木质林产品) 认证 certific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由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证明林下经济产品(非木质林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标准、技术规



6

范或其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

8.7 林下经济产品标志 non-timber forest-based products labing

用于识别林下经济产品及其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所做的各种标识的统称。包括文字、

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他说明物等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