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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的评估原则、评估指标及计算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要求、评估

结果及评估报告的技术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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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LY/T 2244.3—2014  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技术导则 第 3 部分：景观保护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生态系统 natural ecosystem 

天然的生物群落和自然环境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自然力在生态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3.2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管理，自然保护地中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自然遗迹、生态资产、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生态风险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3.3  

关键物种  key species 

自然保护地内的旗舰种、特有种或伞护种等需要特别保护的物种。 

3.4  

入侵物种  invasive species 

进入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的地区并能繁衍后代，且具备迅速扩散能力，进而对当地自然、社会和经

济产生危害的物种。 

[来源：LY/T 2244.1—2014，3.7] 

4 评估原则 

4.1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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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利用来源可靠的数据，采用成熟的评估方法对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进行评估。采用同样的计算方

法对同一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进行验证性评估时，评估结果应保持一致。 

4.2 可比性 

开展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多年连续评估以及横向比较时，应结合实际情况采用相同的评估指标和计

算方法。 

4.3 可行性 

应根据自然保护地类型、评估周期、评估目的以及经济、技术、时间等条件，充分考虑评估指标相

关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适宜的评估指标和计算方法，确保评估工作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5 评估指标及计算方法 

5.1 确定评估指标 

应根据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类型，考虑评估周期和评估目的，选取适宜

的评估指标，见表 1。 

根据评估目的选择适宜的评估周期，评估周期宜为 1 年、3 年、5 年或 10 年。 

表1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列表 

评估 

内容 
评估指标 含义 

一、自然

生态系统

综合特征 

1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

指数 

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应根据自然保护地类型选择

自然景观占比、天然植被占比或顶级群落占比，用以表征自然保护地的生态

系统原真性，也可选择主要食物链原真性指数代表。 

2 
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

指数 

综合自然生态系统空间分布的聚集度、破碎化程度和边缘效应强度等要素计

算获得，用以表征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完整性。 

二、野生

动植物 

3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类 

自然保护地内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种类总数。珍稀濒

危野生动植物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评

估等级为极危、濒危和易危的野生动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

评估等级为极危和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或《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灭绝或野生灭绝后重新发现或成功回归的物种。

在开展地方级自然保护地评估时，可包括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地方特

有种。 

4 关键物种种群数量 
自然保护地内关键物种的种群数量。如自然保护地内有多种关键物种，需分

别统计。 

5 
关键物种适宜生境面

积占比 

自然保护地内关键物种的适宜生境面积或实际分布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

的比例。如自然保护地内有多种关键物种，需分别统计。 

三、自然

遗迹 

6 自然遗迹数量 
自然保护地内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的数量，适用于通

常以数量计的点状保护对象，主要用以评估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地。 

7 自然遗迹面积 
自然保护地内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的面积，适用于通

常以面积计的连片保护对象，主要用以评估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地。 

8 自然遗迹完好度 
自然保护地内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的保存完好程度，

通过专家实地评估得出，主要用以评估自然遗迹类的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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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列表（续） 

评估 

内容 
评估指标 含义 

四、文化

遗产 

9 文化遗产保存量 自然保护地内文化遗产占地面积；用以评估存在文化遗产的自然保护地。 

10 文化遗产完好度 
自然保护地内文化遗产的保存完好程度，通过专家实地评估得出；用以评估

存在文化遗产的自然保护地。 

五、生态

资产实物

量 

11 森林覆盖率 
自然保护地内森林植被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用以评估分布有森

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地。 

12 活立木蓄积量 自然保护地内活立木总蓄积量；用以评估森林生态系统质量。 

13 草地植被覆盖率 
自然保护地内草地植被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用以评估分布有草

原、草甸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地。 

14 草地植被生物量 自然保护地内草地植被的生物量；用以评估草原、草甸生态系统的质量。 

15 保护性湿地占比 

自然保护地内保护性湿地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保护性湿地包括

自然湿地、用于生态保护的人工湿地、经过生态修复等措施恢复到近自然状

态的人工湿地；用以评估分布有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地。 

16 地表水量 
自然保护地内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的总量；用以表征自然保护地提供

清洁水源等生态产品的潜力。 

17 地表水环境质量 
自然保护地内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水域的水环境质量；用以表征自然

保护地提供清洁水源等生态产品的潜力。 

18 荒漠植被覆盖率 
自然保护地内荒漠植被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用以评估分布有荒

漠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地。 

19 荒漠植被生物量 自然保护地内荒漠植被的生物量，用以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质量。 

20 自然岸线保有率 

自然保护地内自然岸线长度占自然保护地岸线总长度的比例；经过整治、修

复、恢复等措施，已具有自然岸线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岸线，也可视作自

然岸线；用以评估包含重要河流或湖泊的自然保护地。 

六、生态

服务和生

态产品价

值量 

 

21 
生态系统生物质供给

价值量 

自然保护地内生态系统所提供生物质供给的价值量，计算方法参照《生态产

品总值核算规范》；用以表征生态系统提供木材、非木质林产品、牧草、野

生生物等物质产品的货币价值。 

22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

值量 

自然保护地内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

固碳、空气净化、局部气候调节等调节服务的价值量总和；用以表征生态系

统调节服务的货币价值。 

23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

值量 

自然保护地内生态旅游业、森林康养业、自然教育产业等文化服务行业的总

价值，计算方法参照《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用以表征生态系统文化服

务的货币价值。 

24 
绿色产业物质产品价

值量 

自然保护地内社区绿色传统产业年产值；绿色传统产业包括原生态种养业、

保护性耕作等；用以表征自然保护地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情况和自然保护与社

会经济协调发展情况。 

七、生态

风险 

25 
干扰性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占比 

自然保护地内干扰性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用以表

征自然保护地内保护对象受到的人工干扰和威胁。干扰性土地利用类型是指

对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生境和自然环境造成干扰和破坏的土地利用类

型，如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 

26 入侵物种危害程度 
自然保护地内入侵物种的危害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用以表征自

然保护地内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生物入侵威胁的程度。 

27 
乡土有害生物危害程

度 

自然保护地内有害的乡土动植物危害范围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用以

表征自然保护地受到乡土有害动植物的影响程度。 

28 火灾危害程度 
自然保护地内发生火灾的危害范围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比例，用以表征自

然保护地内受到火灾的影响程度。 

注：可根据实际需要，酌情增加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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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估指标计算方法 

评估指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A。 

6 数据来源及处理要求 

6.1 数据来源 

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来源： 

——国土调查数据； 

——遥感影像数据； 

——森林资源调查数据； 

——生态系统观测数据； 

——湿地资源调查数据； 

——草地资源调查数据； 

——荒漠化（沙化）土地调查数据； 

——渔业资源调查报告； 

——自然保护地综合科学考察数据； 

——自然保护地监测数据； 

——气象、水文水质数据；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专项调查数据； 

——评估期间的实地调查数据； 

——通过科学验证的其他方法获得的数据。 

6.2 处理要求 

地面调查监测数据按照各评估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统计计算。 

遥感影像数据按附录 B 确定的土地利用类型对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分类解译，统计计算各土地利用

类型的面积。干扰性土地利用类型解译所使用遥感影像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应小于等于 2 m。 

7 评估结果及评估报告 

7.1 评估结果描述 

7.1.1 评估指标计算结果 

应将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各项评估指标的计算结果填入附录 C 中。 

7.1.2 评估指标变化率（Ri） 

各项评估指标变化率计算方法见公式（1）。 

   
      

  
                           （ ） 

式中： 

Ri ——第 i 项评估指标的变化率； 

Vi’ ——本期第 i 项评估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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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上期第 i 项评估指标值。 

应将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各项评估指标变化率的计算结果填入附录 C 中。 

 

7.1.3 评估结果分级和综合得分 

7.1.3.1 单项指标评估分级 

根据评估指标变化率（Ri）确定各单项评估指标的分级见表 2。 

表 2 单项评估指标分级参照表 

 显著变好 变好 稳定 变差 显著变差 

生态风险指标变化率 Ri ≤-0.5% -0.5%＜ Ri ≤-0.1% -0.1%＜ Ri ＜0.1% 0.1%≤ Ri ＜0.5% Ri ≥ 0.5% 

其他指标变化率 Ri ≥ 0.5% 0.1%≤ Ri ＜0.5% -0.1%＜ Ri ＜0.1% -0.5%＜ Ri ≤-0.1% Ri ≤-0.5% 

7.1.3.2 保护成效综合得分 

根据各项评估指标分级的得分，计算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综合得分，计算方法见公式（2）。 

       

 

   
                                        

式中： 

S ——保护成效综合得分，满分为 100。当分值大于或等于 85 分时，评为“优”；当分值大于或等

于 70 分、小于 85 分，评为“良好”；当分值大于或等于 60 分、小于 70 分，评为“中等”；

分值小于 60 分，评为“差”； 

n ——选取的评估指标数量； 

wi ——第 i 个评估指标的权重，取值介于 0 ~ 1 之间，根据自然保护地类型和主要保护对象差异，

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所选指标的权重之和为 1； 

ai——第 i 个评估指标的得分，满分为 100；根据单项评估指标分级参照表（见表 2），采用专家打

分法进行评分，分级为“显著变好”、“变好”和“稳定”的参考分值介于 60 ~ 100 之间，分

级为“变差”和“差”的参考分值介于 0 ~ 60 之间；打分时应考虑自然保护地的自然生态系

统、野生动植物、自然遗迹等自然特征和保护历史，各指标的“稳定”等级也可评定为满分。 

应将各个单项评估指标的得分和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综合得分结果填入附录 C 中。 

7.1.4 土地转类指数（IT） 

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成效快速评估可采用土地转类指数，以反映自然保护地内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

参照 LY/T 2244.3—2014 中的 7.2.4，计算方法见公式（3）。 

   
             

 
   

 
   

  
                           

式中： 

IT ——土地转类指数，其值为正数时，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为好；其值为负数时，自然保护地保护

成效为差。 

     ——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第 j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ST ——自然保护地总面积；自然保护地范围发生变化的，自然保护地总面积按两期范围的并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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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算； 

m ——上期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n ——本期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D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级别赋值，Di和 Dj 分别表示第 i 和 j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级别赋值。

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自然保护地发挥的生态作用和干扰程度，利用黄金分割法，将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级别赋值划分为 7 个等级，分别赋值 1.00、0.62、0.38、0、-0.38、-0.62

和-1.00，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类型及生态级别赋值见附录 B。 

7.2 评估报告格式 

撰写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的编写提纲和格式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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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计算方法 

A.1 主要食物链原真性指数 

主要食物链原真性指数计算方法见公式（A.1）。 

  
   

 
                                                                 

式中： 

  ——主要食物链原真性指数，值的范围为 0~100，值越大表征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组成越原真； 

   ——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食物链/食物网中最高的营养级。 

A.2 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数 

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数参考 LY/T 2244.3—2014 中的 B.7 和 B.8，计算方法见公式（A.2）。 

     
   

 
   

  
               

 

                          

       
  

   
 
   

 

  

   

                                                       

      
  

   
 
   

 
            

  
 

 

   

                                     

式中： 

    ——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数，值越大表征自然生态系统空间格局越完整； 

   ——第 个自然生态系统斑块的面积； 

   ——自然生态系统破碎化指数，反映自然生态系统总体破碎化程度，介于 0 ~ 1 之间； 

    ——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加权分形维数，介于 1 ~ 2 之间； 

  ——所有自然生态系统斑块的数量； 

   ——自然保护地总面积； 

   ——第 个自然生态系统斑块的周长；  

   ——以 10 为底的对数。 

A.3地表水环境质量 

参照 GB 3838—2002 中的表 1，将地表水环境质量分为 5 类，并进行赋值，该赋值即为当期地表水

环境质量的评估值，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估值参照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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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估值参照表 

地表水环境质量类别 Ⅰ Ⅱ Ⅲ Ⅳ Ⅴ 

评估值 100 80 60 40 20 

A.4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量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量计算方法见公式（A.5）。 

       

 

   

                                                               

式中： 

VER——自然保护地中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量； 

Pi——第 i 个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类型的价值量；应根据自然保护地类型，筛选水源涵养价值量、土

壤保持价值量、防风固沙价值量、洪水调蓄价值量、固碳价值量、空气净化价值量等生态系统

调节服务功能的价值量；计算方法参照《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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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生态级别赋值 

表 B.1 规定了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生态级别赋值。 

表 B.1 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生态级别赋值表 

一级类 二级类 
生态级别赋值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1 耕地 

0101 水田 -0.38 

0102 水浇地 -0.38 

0103 旱地 -0.38 

2 园地 

0201 果园 -0.38 

0202 茶园 -0.38 

0203 橡胶园 -0.62 

0204 其他园地 -0.38 

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1.00* 

0302 竹林地 0.62 

0303 红树林地 1.00 

0304 森林沼泽 1.00 

0305 灌木林地 1.00* 

0306 灌丛沼泽 1.00 

0307 其他林地 0.62 

4 草地 

0401 天然牧草地 1.00 

0402 沼泽草地 1.00 

0403 人工牧草地 0.62 

0404 其他草地 1.00* 

5 商服用地 

0501 零售商业用地 -1.00 

0502 批发市场用地 -1.00 

0503 餐饮用地 -1.00 

0504 旅馆用地 -1.00 

0505 商务金融用地 -1.00 

0506 娱乐用地 -1.00 

0507 其他商服用地 -1.00 

6 工矿仓储用地 

0601 工业用地 -1.00 

0602 采矿用地 -1.00 

0603 盐田 -1.00 

0604 仓储用地 -1.00 

7 住宅用地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1.00 

0702 农村宅基地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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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生态级别赋值表（续） 

一级类 二级类 
生态级别赋值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8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0.62 

0802 新闻出版用地 -0.62 

0803 教育用地 -0.38 

0804 科研用地 -0.38 

0805 医疗卫生用地 -0.62 

0806 社会福利用地 -0.38 

0807 文化设施用地 -0.62 

0808 体育用地 -0.62 

0809 公用设施用地 -0.62 

0810 公园与绿地 0.38* 

9 特殊用地 

0901 军事设施用地 -0.38 

0902 使领馆用地 -0.62 

0903 监教场所用地 -0.62 

0904 宗教用地 -0.62 

0905 殡葬用地 -1.00*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1 铁路用地 -1.00 

1002 轨道交通用地 -1.00 

1003 公路用地 -1.00* 

1004 城镇村道路用地 -0.62 

1005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1.00 

1006 农村道路 -0.38 

1007 机场用地 -1.00 

1008 港口码头用地 -1.00 

1009 管道运输用地 -1.00 

11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1101 河流水面 1.00 

1102 湖泊水面 1.00 

1103 水库水面 0.62 

1104 坑塘水面 0.38 

1105 沿海滩涂 1.00 

1106 内陆滩涂 1.00 

1107 沟渠 0.38* 

1108 沼泽地 1.00 

1109 水工建筑用地 -1.00 

1110 冰川及永久积雪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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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自然保护地土地域利用类型及其生态级别赋值表（续） 

一级类 二级类 
生态级别赋值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12 其他土地 

1201 空闲地 0 

1202 设施农用地 -0.62 

1203 田坎 -0.38 

1204 盐碱地 0.38 

1205 沙地 0 

1206 裸土地 0 

1207 裸岩石砾地 0 

注：*乔木林地中的人工乔木林地生态级别赋值宜取 0.62；灌木林地中的人工灌木林地生态级别赋值宜取 0.62；其他草

地中的人工草地生态级别赋值宜取 0.62；公园与绿地中的广场用地生态级别赋值宜取-0.38；殡葬用地中原住居民零散的

传统墓地生态级别赋值宜取-0.62；公路用地中的林区三级公路、林区四级公路生态级别赋值宜取-0.38；沟渠中人工硬化

沟渠生态级别赋值宜取-0.38；种植设施、养殖设施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生态级别赋值宜取-1.00；城镇、农村社区服务设

施用地及公用设施用地生态级别赋值宜取-1.00。生态级别赋值为负值的即为干扰性土地利用类型。 

本表参考 GB/T 21010—2017 的表 1 及 GB/T 21010—2017 的附录 A，并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

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进行了补充说明。 

 

https://www.baidu.com/link?url=eHhVRLkZyvaIw-OzVkg_l7RljCi3xgn1t2n9Zi5Lq9a3TgtnM7PDHtNC-8RnnL6r&wd=&eqid=e354bcfc00273e86000000035d21d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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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汇总表 

表 C.1 规定了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汇总表的格式和填写说明。 

表 C.1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时间：     年    月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评估值 

变化率（%） 评估分级 a 指标权重 评估分值 b 
上期 本期 

一、自然生态系统综合特征 
1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指数       

2 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数       

二、野生动植物 

3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类       

4 关键物种种群数量       

5 关键物种适宜生境面积占比       

三、自然遗迹 

6 自然遗迹数量       

7 自然遗迹面积       

8 自然遗迹完好度       

四、文化遗产 
9 文化遗产保存量       

10 文化遗产完好度       

五、生态资产实物量 

11 森林覆盖率       

12 活立木蓄积量       

13 草地植被覆盖率       

14 草地植被生物量       

15 保护性湿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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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汇总表（续） 

评估时间：     年    月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评估值 

变化率（%） 评估分级 a 指标权重 评估分值 b 
上期 本期 

五、生态资产实物量 

16 地表水量       

17 地表水环境质量       

18 荒漠植被覆盖率       

19 荒漠植被生物量       

20 自然岸线保有率       

六、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价

值量 

21 生态系统生物质供给价值量       

22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量       

23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量       

24 绿色产业物质产品价值量       

七、生态风险 

25 干扰性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       

26 入侵物种危害程度       

27 乡土有害生物危害程度       

28 火灾危害程度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总得分  

a 保护成效评估等级为“显著变好”、“变好”、“稳定”、“变差”或“显著变差”； 

      b各个指标的评估分值根据单项评估指标分级，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评分，分值为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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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报告大纲 

下面给出了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报告大纲的主要内容，包含前言、总论、自然保护地概况、数

据来源及处理、评估指标确定与计算方法、评估结果与分析、评估结论等。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报告大纲： 

前言 

第 1 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1.2 评估依据 

1.3 指导思想和原则 

1.4 评估目标 

  1.5 评估期限 

第 2 章 自然保护地概况 

  2.1 历史沿革 

  2.2 自然概况 

  2.3 人文概况 

  2.4 社会经济概况 

  2.5 保护管理概况 

  2.6 基础设施概况 

  2.7 保护对象概况 

第 3 章 数据来源及处理 

  3.1 数据来源 

  3.2 数据处理 

第 4 章 评估指标确定与计算方法 

  4.1 评估指标确定 

  4.2 评估指标的计算方法 

第 5 章 评估结果与分析 

5.1 自然生态系统综合特征 

5.2 野生动植物 

5.3 自然遗迹 

5.4 文化遗产 

5.5 生态资产实物量 

5.6 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价值量 

5.7 生态风险 

第 6 章 评估结论 

附表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汇总表 

注：可针对各项评估指标酌情增加相关附表、附图，如“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类型转类矩阵表”、“自然保护地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自然保护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图”、“自然保护地功能区划

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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