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提名项目公示 

一、 项目名称：“三江源区生态系统监测评估和调控管理关

键技术及其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中国科学院 

提名意见： 

项目针对三江源区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急需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开展了多

学科联合攻关，研究了生态系统变化与功能提升机理，构建了基于“历史动态本

底和原生顶级本底”的生态评估方法体系，研发了生态系统星-空-地立体动态监

测技术体系，开发了基于遥感-模型-GIS-云技术的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应用系

统，完成了三江源重大生态工程生态本底评估及中期和终期生态成效评估。在此

基础上，构建了三江源生态系统保护建设空间布局和管理模式、草畜平衡优化管

理模式、以智慧生态畜牧业为核心的三生空间管理模式。 

项目研发的技术系统在青海省 5 个厅局 7 个单位组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组运

行。项目成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的滚动实施，以及二期工程的规

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于 2015 年被省院联合发布，并被纳入 2016 年青海蓝皮书。

项目成果为三江源区草原奖补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决策依据，为青海省全国草地生

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提供了以智慧生态畜牧业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和支撑技术，为

青海省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规划和管理提供

了基础，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提供了应急支撑服务。项目整体技术推广应用于青

海祁连山、青海湖生态系统监测评估和调控管理，以及退耕还林等 6 大国家生态

工程的成效评估。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提升行业和地方生态监测与评估技术水

平，引领生态系统评估学科发展，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生

态和社会效益。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所属领域】环境科学技术 

青海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

“中华水塔”。由于受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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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严重威胁着三大江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受到各界的极

大关注。2005 年，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

规划》，投资75亿开展生态工程建设。科学、全面、及时地了解生态系统变化状

况，掌握生态工程实施的生态成效及存在问题，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调控管理是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项目组系统开展了生态系统变化

与功能提升机理研究，研发了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技术体系，提出了生态系统调

控管理模式，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创新模式。 

1. 针对三江源生态系统变化和功能提升科学问题，建立了生态系统地面-遥

感一体化监测网络，开展了10余年的连续监测，取得了生态系统结构、服务和生

物多样性等方面的一系列科学认识，揭示了生态系统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建立了

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状况判别标准，研究了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机理，为三江源生态

系统恢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2. 围绕三江源生态系统监测评估关键技术，研发了三江源区生态系统监测

与评估技术体系。提出了基于“历史动态本底和原生顶级本底”的生态评估方法体

系，构建了生态系统星-空-地立体动态监测技术体系，发展了基于遥感-模型-GIS-

云技术的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应用系统，为三江源生态工程生态成效评估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支撑。 

3. 完成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一期）生态成效评估，

形成了系列评估报告和咨询报告，支持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顺利实施，为

二期的启动提供了科学依据。 

4. 研发了以三江源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空间布局和管理、草畜平衡优化管

理为核心的生态系统调控管理模式，开展了业务化运行，有力推动了青海省建设

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的工作。 

项目研发的技术系统在青海省5个厅局7个单位组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组运行。

项目成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的滚动实施，以及二期工程的规划提

供了科学依据，于2015年被省院联合发布，并被纳入2016年青海蓝皮书。项目成

果为三江源区草原奖补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决策依据，为青海省全国草地生态畜牧

业试验区建设提供了以智慧生态畜牧业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和支撑技术，为青海省

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规划和管理提供了基

础，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提供了应急支撑服务。项目整体技术推广应用于青海祁

连山、青海湖生态系统监测评估和调控管理，以及退耕还林等6大国家生态工程

的成效评估。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提升行业和地方生态监测与评估技术水平，

引领生态系统评估学科发展，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生态和

社会效益。 

四、客观评价 

本项目的支持项目“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本底综合评估”于2007年7月通过专家

评审，项目评审专家一致认为“……是目前我国在该区域建立的时间跨度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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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辨率最高、数据质量最为可靠的生态评估综合本底数据库，……为草地生

态系统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与恢复具

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为生态系统评估理论与方法论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提升了人们对生态系统退化规律及其成因的认识水平，为区域生态系统

恢复对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实现了区域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理论和方法

论创新，成果总体达到了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 

本项目的支持项目“2005-2009年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

程生态成中期评估”于2011年3月通过了专家评审，评审专家一致认为“发展了基

于生态系统动态变化过程本底的生态工程成效综合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

研究成果对下一阶段生态工程的实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成果总体上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本项目的支持项目“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生态

成效综合评估”于2013年10月通过了专家验收，验收专家组认为“项目围绕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规划预期目标和实施后的生态成效，构建了基于

生态工程规划目标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系统评价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一期工程的生态建设成效， ……，发展了多源数据融合、尺度转换与地面

一空间数据相互验证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工程生态成效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所需全

部动态监测参数的生成与验证，研发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时空尺度上的定量化

评估技术，突破了生态工程成效评估动态空问信息获取的难题，……，项目发展

了基于动态生态本底的区域生态工程成效评估、草地退化遥感分类系统、退化草

地变化态势遥感分类系统、土地覆被转类指数模型、径流调节系数、生态成效驱

动力解析等生态系统评估的新概念和新方法，不仅实现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

保护与建设工程成效的综合评估和分析，而且对生态评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做

出了重要贡献”。 

本项目的支持成果“玉树地震区域生态环境图集研发及应用”于2011年3月通

过了专家鉴定，成果鉴定专家一致认为“通过遥感-GIS-地面观测一体化技术的

发，实现了区域生态环境信息的快速生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评估，……，

取得了一批科学结论，为国务院部署的玉树地震区域灾后重建规划，以及社会经

济和资源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决策体统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成果

整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评价本项目的支持成果《三江源区生态系统综合监测

与评估》 一书为“……为生态系统评估理论与方法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为

今后该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包含了许多原创性的成果，

是迄今有关三江源区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研究最全面和系统的一部专著”。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评价本项目的支持成果《玉树地震区域生态环境图

集》为“……许多成果是原创性的，许多内容是首次发布，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科学出版社书评认为“……该图集必将成为玉树地区生态环境的‘老照片’，具有

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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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在评价本项目的支持成果《三江源区生态保护和建设

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一书时指出，“为该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奠定了重要的

科学数据基础”。“发展了基于历史动态生态本底的区域生态工程成效评估，……

不仅实现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成效的综合评估和分析，而且

对生态评估理论和方法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项目发表的论文得到了同行广泛的好评和引用。樊江文等2010年在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杂志上发表的“Assessment of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grazing activity on grassland yield in the Three Rivers 

Headwaters Regio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论文已被引用104次，审稿专家

认为“这是一篇很好和十分有兴趣的论文，描述了中国一个很大区域草地生产力

的时空变异（This is generally a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paper describ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in grassland productivity for a large region of China.）”。刘纪

远、邵全琴等在2009年《地理研究》上发表的“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系统综合评估

指标体系”论文已被引用62次。邵全琴等在2010年《地理研究》上发表的“近30

年来三江源地区土地覆被与宏观生态变化特征”论文被引用79次。邴龙飞、邵全

琴等在2011年《地理科学》上发表的“基于小波分析的长江和黄河源区汛期、枯

水期径流特征”论文已被引用41次。 

 

五、推广应用情况 

1.推广应用 

项目成果直接应用于国务院2005年批准实施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

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和2013年批准实施的“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

程规划”。整体技术在青海省的5个厅局7个单位应用，形成多项地方规范。青海

省政府高度重视本项目成果，专门成立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运行三江源生态

监测与评估系统，该单位是全国第一个本领域省属独立法人事业单位。项目成果

还推广应用于青海湖流域、祁连山生态监测评估，其生态监测技术及数据在果洛

州、玉树州、海南州三州，及16县推广应用，极大提升了基层研究人员业务水平。 

项目成果在环保、农业、林业等部门应用推广，推动了行业科技进步。本项

目研发的三江源生态监测评估系统移植到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使用。在“全

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遥感调查与评估”专项中，本项目技术方法被应用于天然林

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建设、长防林建设、退牧还草等

重大生态工程成效评估。本项目研发的技术方法在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应用于草

地动态监测方案和技术规程制定，草地资源与生态监测体系建设。 

依据项目成果编制的《玉树地震区域生态环境图集》直接应用于玉树州小城

镇规划和生态搬迁规划。 

2. 社会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 

项目整体技术在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监测组应用，技术系统在青海省生态环境



4 

 

遥感监测中心运行，并推广用于省内其他区域生态监测。项目技术方法应用于西

部 12 省市和鄱阳湖流域生态监测与评估；在“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遥感调查

与评估”专项中，被应用于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建

设、长防林建设、退牧还草等 6 个重大生态工程生态成效评估。项目成果直接用

于三江源一期生态工程的实施管理、二期生态工程的规划，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西

部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2014-2020）”，以及三部委联合发布的“ 生态

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县选择评价指标体系”。依据项目成果撰写的 12 份重要咨询

报告均被国家有关部门和青海省政府采纳，其中 1 份国办约稿，2 份被中办和国

办采纳。总之，项目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提升行业和地方生态监测与评估技术

水平，引领生态系统评估学科发展，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生态和社会效益。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

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

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授权日

期 

证书编

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

利有效

状态 

其他 

三江源区生态

系统综合监测

与评估 

中国 

ISBN9

78-7-0

3-0357

57-1 

2012

年 11

月 1 日 

ISBN97

8-7-03-0

35757-1 

科学出版社 
邵全琴，樊

江文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三江源生态保

护和建设生态

效果评估技术

规范 

中国 

DB63/

T1342-

2015 

2015

年 3 月

15 日 

DB63/T

1342-20

15 

青海省生态

环境遥感监

测中心，中

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等 

邵全琴，樊

江文，刘纪

远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三江源生态监

测技术规范 
中国 

DB63/

T993-2

011 

2011

年 7 月

1 日 

DB63/T

993-201

1 

青海省环境

监测中心

站，青海省

草原总站等 

葛劲松，任

杰，郭竟世

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Using balance of 

seasonal herbage 

supply and 

demand to 

inform 

sustainable 

grassland 

management on 

the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中国 

2018, 

5(1): 

1–8 

2018

年 2 月

3 日 

2018, 

5(1): 1–8 

Frontier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Xinquan 

ZHAO， 

Liang 

ZHAO， 

Qi LI，

Huai 

CHEN 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草地合理载畜

量计算 
中国 

DB63/

T1176-

2013

年 4 月

DB63/T

1176-20

青海省草原

总站 

王立亚、尚

永成、陆阿

其他有

效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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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5 日

实施 

13 飞等 识产权 

其他 

The asymptotic 

response of soil 

water holding 

capacity along 

restoration 

duration of 

artificial 

grasslands from 

degraded alpine 

meadows in the 

Three River 

Sources,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ina 

中国 

2018, 

33(5): 

1001-1

010 

2018

年 

2018, 

33(5): 

1001-10

10 

Ecological 

research 

Yongsheng 

Yang, 

Hongqin 

Li, Li 

Zhang, 

Jingbin 

Zhu, 

Huidan He, 

Yaxi Wei, 

Yingnian 

Li （通讯

作）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Assessment of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grazing activity 

on grassland 

yield in the 

Three Rivers 

Headwaters 

Regio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中国 

(2010) 

170:57

1–584 

2010

年 

(2010) 

170:571

–584 

Environment

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Jiang-Wen 

Fan, 

Quan-Qin 

Shao（通讯

作）, 

Ji-Yuan 

Liu 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Simulation of the 

Decadal 

Permafrost 

Distribu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over the 

Past 50 Years 

中国 

23: 

292–30

0 

(2012) 

 2012

年12月

20日 

23: 

292–300 

(2012) 

PERMAFROS

T AND 

PERIGLACIA

L 

PROCESSES 

Cheng 

Weiming, 

Zhao 

Shangmin, 

Zhou 

Chenghu1 

and Chen 

Xi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三江源生态保

护和建设工程

生态效益监测

评估 

中国 

ISBN9

78-7-0

3-0543

20-2 

2018

年 5 月

1 日 

ISBN97

8-7-03-0

54320-2 

科学出版社 
邵全琴、樊

江文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Spatial 

downscaling of 

TRMM 

precipitation data 

considering the 

impacts of 

macro-geographi

cal factors and 

local elevation in 

the Three-River 

Headwaters 

Region 

中国 

215 

(2018) 

109–12

7 

2018

年 

215 

(2018) 

109–127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Tao 

Zhang，

Baolin Li 

(通讯作者)，

Yecheng 

Yuan， 

Xizhang 

Gao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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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邵全琴（排名第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在创新领域 1 中，

建立了生态系统地面-遥感一体化监测体系，提出了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状况判别

标准；在创新领域 2 中，提出了基于“历史动态本底和原生顶级本底”的生态评估

方法体系，构建了生态系统星-空-地立体动态监测技术体系，研发了基于遥感-

模型-GIS-云技术的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应用系统，发展了地面-遥感观测的尺度

转换方法，生态模型、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估算方程的参数本地化方法，开展了

模拟；提出土地覆被转类指数，生态成效的工程与气候贡献率的厘定方法。在创

新领域 3 中，提出了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空间布局和管理模式。 

赵新全（排名第二）：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站长。是项

目的主要负责人和完成人。对草畜平衡管理优化管理模式创新有实质性贡献。开

展了长期观测和控制试验，创新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由生态系统内的偶联性原理

转为生态系统间的耦合原理，减轻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育区的放牧压力，扩大

有蹄类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建立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

民生改善协调发展目标。在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樊江文（排名第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在创新领

域 1 中，对三江源生态系统开展了 10 余年的连续监测，取得了生态系统特征及

其变化的一系列科学认识；在创新领域 2 中，发展了基于生态模型和 GILL 参数

估算草地产草量的方法，提出了基于遥感、GIS 和生态模型的草地载畜压力指数

的算法；在创新领域 3 中，参与发展了草畜平衡管理优化管理模式。同时，参与

了三江源生态本底评估和生态工程成效评估，负责分析了近 20 年来三江源草地

产草量和载畜压力的变化。主持和参加了技术体系在退牧还草工程区的应用，参

与了系列咨询报告的撰写。 

葛劲松（排名第四）：青海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在项目中开展顶层设计和方案制定，确定适合三江源区域实际及需求的生态监测

技术路线，负责构建以“3S”技术支撑的区域生态监测系统、数据库及信息管理

平台；建设覆盖三江源区域多专业融合、驻测与巡测、地面监测与遥感监测相结

合的“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站网体系；为三江源区域生态环境状况评价及工程

成效评估提供了科学、完整的监测数据；推动建立区域生态监测的技术标准体系，

负责起草了相关技术规范，作为青海省地方标准发布实施，使生态监测工作规范

化。 

程维明（排名第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基于高分

遥感等多源数据，首次完成了青藏高原 1:25 万尺度数字地貌本底高分遥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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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了区域数字地貌制图的空白。全面系统地揭示了青藏高原区高寒冰川与冰缘

地貌的类型、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反映气候变化最敏锐的冻土要素特征，

以高分影像获得的最新冻土地貌空间分布为基准，建立了高原区冻土空间分布及

变化的数值模拟模型，反演了青海省过去 50 年来冻土地貌的变化过程，得出高

原区冻土地貌空间分布范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 

吴晓民（排名第六）：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学委会主任。主持“青海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监测”项目，完成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野生

动物资源监测计划方案制定；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监测指标体系

编制；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典型动物栖息地评价；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重点

区域典型动物种群数量监测。 

王立亚（排名第七）：青海省草原总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是三江源生态

工程科技支撑项目中生态监测项目的骨干。负责设计了青海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

地面监测方案，组织建立了覆盖整个三江源的草地生态系统地面监测体系，包括

基础监测点 188 个，综合监测点 6 个，负责完成草地生态系统长期地面监测工作，

负责青海草地地面监测数据库的更新。 

戴君虎（排名第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

任。主要负责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三江源地区脆弱生态系统修复与可持续发

展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示范”研究工作。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

生态补偿关键技术和补偿方案，完成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识别与评估技术、

基于主体模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流向空间识别技术、基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完成三江源地区生态补偿方案与政策建议。 

李宝林（排名第九）：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建立了能

够反映多气候因子综合作用及物候期时空变异的高寒草甸物候预测（AMPP）模

型，并基于 Biome-BGC 过程模型，将草本植物的个体结构中根系部分划分为快

速周转单元和缓慢周转单元，并相应修改了模型的 C 和 N 分配以及转移生长过

程，发展了考虑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根系结构与功能异质性的三江源高寒草甸过

程模型。 

李英年（排名第十）：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参与研发了

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系统地面-遥感一体化监测技术体系，提出了高寒草地基于生

态功能与生产双赢的草地利用及载畜能力的利用模式。利用长期观测数据，进行

了土壤水分动态变化和植被耗水的季节划分。报道了高寒矮嵩草草甸、金露梅灌

丛、高寒湿地、草甸化草原 4 种生态系统地表能量通量和碳通量的时间变异特性，

阐述了 4 种草地类型光温水等因子对碳收支影响的机制过程，发现矮嵩草草甸、

金露梅灌丛、草甸化草原有明显的碳汇功能，而高寒湿地为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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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第 1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是本项目支持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课题“三江源区生态环境星地一体化监测关

键技术”、青海省项目“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本底综合评估”、青海省项目“青海省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生态成效中期评估”、青海省项目“青海省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生态成效综合评估”、中国科学院西部

行动计划课题“三江源区生态－生产功能区的区划及其评估研究”、青海省科技支

撑项目课题“三江源智慧生态畜牧业平台建设”的主持单位。在创新领域 1 中，建

立了生态系统地面-遥感一体化监测体系，建立了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状况判别标

准；在创新领域 2 中，提出了基于“历史动态本底和原生顶级本底”的生态评估方

法体系，构建了生态系统星-空-地立体动态监测技术体系，发展了基于遥感-模型

-GIS-云技术的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应用系统；在创新领域 3 中，提出并研发了

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空间布局和管理模式。 

组织完成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本底评估、中期和终期生

态成效评估，对一期生态工程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二期生态工程的

启动提供了科学依据。项目成果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将研

发的技术系统移植在青海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及青海省草原总站运行，编制

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生态成效评估技术规范》（DB63/T 1342-2015）。 

第 2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对创新点领域 1 中的生态系统结构、服务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

研究，以及创新领域 3 中的草畜平衡管理优化管理模式构建有实质性贡献。创新

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由生态系统内的偶联性原理转为生态系统间的耦合原理，强

调区域整体性；由生态系统内要素配置向生态系统间资源空间配置，由解决局部

生态问题向解决区域生态问题转化。摸清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数量和分布，

为核定区域的自然承载力提供基础数据支撑；研发及推广天然草地“返青休牧”

和季节性资源配置技术，促进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外围支

撑区，优化传统利用、生态修复区以及核心保育区功能空间优化配置，践行山水

林湖田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推进高值高效饲草地种植，饲草青贮加工，实施“624”

羔羊快速出栏方案，减轻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育区的放牧压力，扩大有蹄类野

生动物生存空间，建立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

协调发展目标。 

第 3 完成单位：青海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 

通过三江源生态监测项目的实施，建立了以环保牵头，环保、农牧、水利、

林业、气象等多部门协作生态监测工作机制；布设了生态系统综合站点、专项监

测基础站/点（包括草地、湿地、森林、荒漠化、水文、水保、气象、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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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生态保护工程跟踪监测点，基本形成了多专业融合、站点互补、地面监测

与遥感监测结合、驻测与巡测相结合的点、线、面一体的三江源生态监测站网体

系，构建了覆盖三江源区域的“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根据需要形成以八

个专题监测评价报告和一个评价综合报告为框架的年度监测评价工作体制；确立

了生态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制定了《三江源生态监测技术规范》（DB63/T 

993-2011），参与制定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生态成效评估技术规范》（DB63/T 

1342-2015）。 

第 4 完成单位：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是青海三江源生态监测项目专项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物监测的主持单位，组织完成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野外调查及编制

完成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监测技术指标体系》、《青海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评价报告》和《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重点区域野生

动物资源现状及种群变化调查》，并对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现状、

分布、变化趋势及栖息地状况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功能区划调整及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 5 完成单位：青海省草原总站 

青海省草原总站系统开展了青海省三江源区草地调查和监测工作，为三江源

区生态系统综合监测与评估奠定了基础。设计了青海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监测方

案，负责草地生态系统长期地面监测工作，建立了覆盖整个三江源的草地地面监

测体系，包括基础监测点 188 个，综合监测点 6 个。负责青海三江源草地生态系

统地面监测数据库的更新。具体开展了天然草地生态监测、退化草地生态监测、

各类工程跟踪监测，分析了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区域草地生态系统的动

态变化，负责三江源区草地监测报告的撰写，对指导该地区退牧还草工程、建设

养畜工程、黑土滩治理工程、鼠虫害防治工程等实施，促进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该成果完成人：邵全琴，赵新全，樊江文，葛劲松，程维明，吴晓民，王立

亚，戴君虎，李宝林，李英年等 10 人在青海有着长期的合作科研关系，目前仍

存在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