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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落实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加强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有效管理、了解全国和各地生物多样性现状、空间分

布及变化趋势，特针对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制定本标准。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的水（水系、径流量等）、土（地

形、地势、土壤等）、气（温度、降水、CO2、N2 等）、生物（即动物、植物、

微生物等）进行调查和监测，以清晰了解受调查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现状。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的范围、周期、原则、内容及方法、重

点调查对象及成果要求，是进行不同生态类型保护地、保护区自然科学考察的依

据。

本标准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基金会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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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标准

1.适用范围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不同区域、面积大小不等的森林、荒漠、草原、内陆型江

河湖泊等湿地、海岸滩涂、农田、城市等生态系统及物种多样性、遗传资源多样

性方面的调查与监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4529 《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函【1988】144 号）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林护字【1999】53 号）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 红色名录》（2004）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016）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16）

《中国河流代码》（201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002）

《水文测量规范》（2014）

《水质分析方法》（199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2007）

《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2015）

《生物遗传资源采集技术规范（试行）》（201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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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2014）

《全国淡水生物物种资源调查技术规定（试行）》（2010）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2014）

《生物遗传资源采集技术规范（试行）》（2011）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2017）

3.术语和定义

3.1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

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

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2 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

也称基因多样性（gene diversity），是指种内基因的变化，包括种内显著

不同的种群间和同一种群内的遗传变异。

3.3 物种多样性（species diversity）

是指物种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用一定空间范围物种数量和分布特征来衡量。

3.4 生态系统多样性（ecosystem diversity）

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

异与生态过程的多样性。这里的生境，主要指无机环境，如地貌、气候、土壤、

水文等。生物群落多样性，主要是指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动态方面的多样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4%8D%E7%89%A9/1429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5%9B%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B3%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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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植物群落 plant community

一定区域内的各种植物经过竞争、适应、淘汰，逐渐形成的有规律的植物组

合，它具有一定的种类组成、结构和生产量，并在植物之间以及植物与环境之间

构成一定的相互关系，植物群落根据优势种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群落类型。

3.6 群系 formation

为植被分类系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中级分类单位。凡是建群种或共建种相同

（在热带或亚热带可以是标志种相同）的植物群落联合为群系。

3.7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植物群落中各层或层片中数量最多、盖度最大、群落学作用最显著的物种。

3.8 目的物种 objective species

特定的调查物种。

3.9 建群种 constructive species

群落的不同层次可以有各自的优势种，优势层的优势种常称建群种。

4.调查与监测的时间

生物多样性调查时间，根据调查对象最佳的活动时间、活动季节等科学设定。

生物多样性监测时间，根据监测目标及监测对象所涉及的最佳监测时间和季

节确定。

5.调查与监测周期

生物多样性调查周期，原则上每五年一次。

生物多样性监测周期，原则上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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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查与监测原则

6.1 科学性原则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应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合理布设调查点，采用国家

颁布的通用的标准、统一的技术方法。

6.2 全面性原则

调查或监测的样线、样点应该覆盖所调查或监测区域的各种生境类型，以及

不同的海拔段、坡位、坡向；覆盖所调查区域内尽可能多的调查网格。

6.3 重点性原则

6.3.1 对调查或监测区域内生境综合质量好、物种丰富区域，如自然保护

区、保护地、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及其他原生植被分布区，建议

突出重点，增加调查或监测强度。

6.3.2 对纳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华盛顿公约》中的受威胁（近危、易危、濒危、

极危）物种和数据缺乏物种，在其可能分布的生境，应增加调查的强度。条件成

熟，可针对重点受保护物种开展专项调查或监测。

6.4 可达性原则

调查或监测路线应根据调查或监测区域的实地情况、安全保障等条件综合合

理规划，避开难以抵达区域。

7.调查与监测内容

通过分析一定区域的环境保护目标来确定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内容。通常

分三个层次开展调查与监测：

7.1 自然条件

明确受调查或监测区域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与水文、土壤条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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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涵括风、降水、温度、湿度、土壤 PH 值、光照、坡度和高度、盐度、水体流

速、混浊度、及水体溶解氧、氮等指标。

7.2 生态系统

包括调查与监测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大尺度景观变化、生境破坏及其他干

扰影响；典型物种种群抵抗人类干扰而发生的变化趋势；区域性关键物种灭绝所

可能导致的区域生态学变化；森林覆盖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

影响等。

7.3 物种

包括调查与监测一定区域内关键种、优势种、外来种、指示物种、重点保护

物种、受胁物种、地方性典型物种、对人类有特殊价值物种等。

7.3.1 动物物种

统计范围为野生哺乳动物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节肢类、软体

类、原生类。迁徙鸟类和洄游鱼类，只要出现在本地，不论其是否在本地繁殖，

均纳入统计范围。人工生境生长的家养动物不在统计范围，如鱼塘中的养殖鱼类、

养殖场的动物、动物园中的动物等。

7.3.2 植物物种

统计范围为已记录的藻类、苔藓、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的物种数。人

工种植或栽培植物不在统计范围内，例如在各类人工林、农田、果园、菜地、植

物园、种植园等种植或栽培的植物等。

7.3.3 重点调查对象

（1）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省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

保护区特有的野生动物；

（2）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或省级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或

保护区特有的野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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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及其他公约或约定

的物种；

（4） 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

（5）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物种；

（6） 重点野生动物、植物构成的生态系统；

7.4 种群

包括调查与监测特定物种种群的多度（密度、盖度、优势度）、种群年龄结

构、个体的性状（如植物：胸径、基径、高度、繁殖体（种子）数；动物：体长、

体重等）。

7.5 受干扰状态

明确受调查或监测区域内的生态系统、动物区系、植物类型、及重点受保护

物种受到自然和人为干扰的程度、干扰因子。

8.调查或监测对象及方法

8.1 生态系统

8.1.1 调查或监测内容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农田、内陆江河湖泊湿地、海岸生态系统等，主要

调查与监测一定区域内的生态系统种类、数量、面积与分布，考虑其天然性、稀

有性、特有性、破碎度、潜在价值等。

8.1.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1.2(1) 样点或样线（带）法

调查者或监测人员站在样点观察并记录见到或采用其它方法辩识的一种常

用调查或监测方法，是为样点调查法；沿着所调查或监测区域设定的样线（样带）

进行辩识并记录物种与生境，即为样线（样带）法。



7

调查或监测样线通常一条长 3-5Km；样线的设置，依据具体所调查或监测范

围确定。具体设置规则见生态环境部 2017 版《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

规定》。

全国陆域 10km╳10km 网格分布

8.1.2(2)抽样法

针对大面积的生态系统进行野外调查或监测，可以采用抽样方调查或监测，

来推断总体状况。为使抽样有效，抽样方法和样本大小要按照数理统计方法科学

布设。

8.1.2(3)监测法

要完全相同的样本单元上，进行不同时间段的长期监测，以获取比较数据及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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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植物

8.2.1 调查或监测内容

植物类型按《中国植被》中的植被分类系统确定到群系一级。需要调查与监

测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植被型组、植被型、植被亚型、群系组和群系，分别说明其

分布区域、面积、受保护现状，并说明其植被的特性、及植物的遗传多样性。

8.2.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2.2（1）总计数法

主要用于大型植物或分布稀少且易于识别的植物的密度调查。常用于乔木、

灌木调查 ，草本植物有时也可应用。

8.2.2（2）盖度目测法

盖度是一个植物种地上部分的地面投影面积比例，可用优势、丰富、常见、

偶见和稀有等级或以百分比标示。常用于乔木、灌木、草本植物、苔藓植物、真

菌和地衣调查。也可应用于藻类调查或监测。

8.2.2（3）样方法

样方可测定一定面积内的植物密度、盖度、频度和生物量。常用于草本植物、

苔藓植物、真菌和地衣。也常应用于乔木、灌木和藻类调查。

8.2.2（4）样带法

适用于研究环境梯度植被的变化，或不同生境的中的植被差异。样带长度决

定于植物类型和研究目的。

8.2.2（5）种子收集法

通过将种子收集器放置在地表，计测单位时间的种子密度。适用于陆生或挺

水水生植物群落的种子雨研究。

8.3．陆生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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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调查或监测内容

按照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按照界、区、亚区明确被调查与监测区域内的动物

区系及其动物的遗传多样性。

8.3.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3.2（1）样线法

沿选定的调查或监测路线观察并记录样线两侧出现的野生动物或其活动痕

迹（如粪便、体毛、爪印、食痕、卧迹、尿迹、洞穴、足迹链等）的调查方法。

森林中的样线宽度一般为 5-50m，草原和荒漠中为 500-1000m;样线之间最少

相隔 1000m.

8.3.2（2）直接计数法

通过肉眼、望远镜或航空器材等调查设备对整个调查或监测区域出现的大、

中型哺乳动物个体进行计数。

8.3.2（3）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

利用架设红外相机、自动记录在其感应范围内活动的动物影像法，进行调查

或监测。

8.3.2（4） 洞口计数法

对啮齿目等穴居哺乳动物，在选定的样地或样线调查中，识别、查清有效洞

口，参照已有研究，换算样地或样线范围内的物种数量。

8.3.2（5） 鸣叫调查法

通过记录动物的鸣叫时间、位点等，连续监听一周以上，据此推算物种数量。

8.4. 鸟类

8.4.1 调查或监测内容

对一定区域内的鸟类物种的组成、分布、生境、及受威胁因素、重点物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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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与监测。

8.4.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4.2（1）样线法

沿预设样线行走，调查或监测记录样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出现的鸟类，并

估算种群数量。

8.4.2（2）样点法

按预定规则布设样点，记录样点周围一定半径范围内出现的鸟类，并估算种

群数量的方法。

8.4.2（3）直接计数法

通过单筒望远镜（双筒望远镜）对水鸟直接统计数量。

8.5 两栖爬行动物

8.5.1 调查或监测内容

调查或监测一定区域内两栖爬行类动物的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子

和保护现状。

8.5.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5.2（1） 手捕法

适用于捕获陆生小型蛇类、蜥蜴和鳖等爬行动物。

8.5.2（2）样线法

沿特定路线记录一定空间范围内出现的物种。

8.5.2（3）鸣数计数法

指在繁殖季节，通过动物的鸣声确定物种种类、评估物种数量。

8.6. 昆虫（节肢类）



11

8.6.1 调查或监测内容

对一定区域内的昆虫组成、分布、生境状况及受威胁因子进行调查或监测。

由于昆虫种类繁多，通常都会调查或监测蝴蝶、及其它授粉昆虫。

8.6.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6.2（1）样线法

沿预设样线扫网，采集一定空间范围内出现的昆虫。

8.6.2（2）灯诱法

通过夜晚布设灯光，利用昆虫的趋光性特性进行观察、记录和计数。捕获数

量能够反映物种的多度及其活动性。

8.6.2（3）诱饵诱捕法

通过在地面或悬挂诱捕器，采集一定范围内的昆虫。

8.6.2（4）振落法

利用昆虫假死的特点，突然振击寄主植物，使其落入网中或白布单等工具，

从而记录、采集昆虫。

8.7 鱼类

8．7.1 调查或监测内容

调查或监测内陆或近海水生脊椎动物（鱼类）的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受

威胁因子和保护状况。

8.7.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7.2（1）现场捕获法

根据采样河段或水域的生境类型和调查或监测物种习性，通过相应的网具、

钓具或其他捕鱼设备，直接将电类从水体中捕获。

8.7.2（2）渔获物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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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渔民手里收集其持有的所有渔获物，进行定量定性分析。

8.7.3（3）补充调查法

从调查区域的码头、市场、饭店等地，收集鱼类用于制作标本。

8. 8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软体类）

8.8.1 调查或监测内容

调查或监测研究区域内的河流、水库、湖泊、近海岸线等自然及半自然水体

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种类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子和保护现状。

8.8.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8.2（1）定量采样法

通过采集一定面积的底泥，获得该区域的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量、密度和生

物量。

8.2.2（2） 泥样（水底泥芯）法

适用于捕获平静或缓流浅水和泥沙中的无脊椎动物。以直接从水底挖取土样

的方式，调查或监测大型底栖无脊椎生物的种类、数量等。

8.2.2（3）水流取芯器法

用取芯器调查或监测池塘和急流河滩基质中的无脊椎动物，此方法也适用于

小型或高密度底栖生物调查或监测。

8.9 浮游生物

8.9.1 调查或监测内容

调查区域内的河流、水库、湖泊、海岸滩涂等自然及半自然水体的浮游动植

物物种种类、分布、生境、受威胁因子。

8.9.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9.2（1）样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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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调查或监测水域，根据不同生境和不同水深层次进行采样点的位置和

数量设置。

8.9.3 计算方法

（1）浮游植物

按照以下公式换算样品中的藻类丰度：

i

i

nVn
V S



式中，n 为单位面积藻类数量，ind/cm2； in 为抽样的总细胞数量，ind; V 为

定容总体积，mL； iV 为抽样体积，mL; S 为采样总面积，cm2.

(2)浮游动物

按照以下公式换算样品中的浮游动物丰度：

s

a

V nN
V V



式中，N 为浮游动物丰度，ind/L; V 为采样体积，L; sV 为浓缩体积，mL; aV

为计数体积，mL。

8.10 大型真菌

8.10.1 调查或监测内容

调查或监测一定区域内大型真菌的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子和保护

现状。重点关注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特有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大型真菌卷》中的疑似灭绝物种、受胁物种与数据缺乏物种。

8.10.2 调查或监测方法

8.10.2（1）踏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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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调查或监测一定区域内的大型真菌种类、分布、生境、受威胁因

子等，采集、鉴定和记录所发现的各种大型真菌及相关信息。

一定区域的调查或监测，每年实地踏查的次数不少于 3次。

8.10.2（2）样线法

依据受调查或监测区域，合理设置样线，沿样线调查或监测记录大型真菌的

种类、分布、数量等。

8.10.2（3）访谈和市场调查

通过受调查或监测区域的市场访谈，了解当地采集、利用野生大型真菌的情

况，以弥补野外踏查信息的不足。

9. 调查或监测报告

包括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工作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等组成。正文内容包括工作目标、工作内容、

考核指标及完成情况、主要成果、主要结论、经费执行等情况。

技术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致谢、参考文献、附录等组成。正文内容包

括：区域概况、前期调查或监测基础、调查或监测方案、调查与监测结果与分析、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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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生境类型表

层次 1 层次 2 层次 1 层次 2

A．森林

1. 常绿阔叶林

2. 落叶阔叶林

3. 常绿针叶林

4. 落叶针叶林

5. 针阔混交林

6. 稀疏林

F．城镇

1.居住地

2.乔木绿地

3.灌木绿地

4.草本绿地

5.工业用地

6.交通用地

7.采矿场

B．灌丛

1. 常绿阔叶灌木林

2. 落叶阔叶灌木林

3. 常绿针叶灌木林

4. 稀疏灌木林

G．荒漠

1.沙漠/沙地

2.苔藓/地衣

3.祼岩

4.裸土

5.盐碱地

C．草地

1.草甸

2.草原

3.草丛

4.稀疏草地

H．冰川/永

久积雪
冰川/永久积雪

D．湿地

1. 森林沼泽

2. 灌丛沼泽

3. 草本沼泽

4. 湖泊

5. 水库/坑塘

6. 河流

7. 运河/水渠

I．裸地

1.沙漠/沙地

2.裸岩

3.祼土

E．农田

1. 水田

2. 旱地

3. 乔木园地

4. 灌木园地

J．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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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干扰类型及影响强度划分方法

B.1 干扰类型分类表

干扰来源 具体类型 干扰来源 具体类型

人

为

干

扰

农林牧渔

活动

毁林、毁草开垦

自

然

干

扰

气象

灾害

台风

围湖造田/造林

暴雨
采集

林木砍伐 洪涝

狩猎
干旱

放牧

捕捞 寒潮

草地围栏
其他（具体说明）

地质

灾害

地震

其他（具体说明）
滑坡

泥石流

开发建设

矿山开发

崩塌
路桥建设（公路、铁

路、桥梁、隧道等）
地面塌陷

房屋建造
其他（具体说明）

生物

灾害

病害

旅游开发
虫害

水坝建设
草害

其他（具体说明）

环境污染

土壤污染 鼠害

水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

大气污染 其他（具体说明）

噪声污染
火灾 火灾

光污染

其他（具体说明）
其他 具体说明

其他 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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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干扰强度分级表

干扰强度

等级
状况描述

强 生境受到严重干扰；植被基本消失；野生动物难以栖息繁衍。

中
生境受到干扰；植被部分消失，但干扰消失后，植物仍可恢复；野生动物栖

息地繁衍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仍可以栖息繁衍。

弱 生境受到一定干扰；植被基本保持原有状态；对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影响不大。

无 生境没有受到干扰；植被保护呈原有状态；对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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