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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EAAF）是全世界范围最大的迁飞

区，北到北极圈，南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到孟加拉，从生物学意

义上将北冰洋、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联系在一起，涉及 22 个国家，

每年有约 250 种近 5000 万只水鸟在该迁飞区迁徙。由于人口增长和

经济快速发展，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正面临着栖息地丧失退

化、污染、非法狩猎、过度捕捞和外来物种入侵等威胁，使其成为全

球九大水鸟迁飞区中受威胁最严重的一条。中国中东部地区是该迁飞

路线上的关键区段，对于 33 种受威胁水鸟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中

国候鸟保护网络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迁飞保护网络项目”）是全球

环境基金第七增资期内，在我国生物多样性领域实施的赠款金额最大

的单体项目，资金总额为 9598.7 万美元，其中 GEF 赠款 893.2 万美

元、配套资金 8,705.5 万美元，项目于 2021 年 1 月正式签署，项目

期为 2021年至 202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国际执行机构，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为国内项目执行牵头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调查规划设计院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 

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有韧性和管理良好的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EAAF）湿地保护网络，确保全球重要迁徙

水鸟的安全。  

项目目标将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组分来实现：  

组分一：加强国家和省级层面保护地系统规划、政策制定、融资

体系和主流化； 

组分二：在项目点开展有利于迁徙水鸟保护和栖息地恢复的示范

工作； 

组分三：知识管理、意识提升、倡导性别主流化及监测与评估。 

项目四个示范点包括：1）辽宁辽河口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



2）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4）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项目将产生多重全球环境效益，重点聚焦 EAAF 关键水鸟及栖息

地保护，新增约 20 万公顷的保护地。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项目将

对约 30万公顷国际重要湿地加强管理，为我国有效履行《湿地公约》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环境公约做出贡献。该项目还将修复 6

万公顷水鸟重要栖息地，直接和间接减少二氧化碳量排放，助力我国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二、合同任务背景 

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分布着 5958

公顷高山沼泽化草甸湿地，它保留了云南省滇东北乌蒙山区面积最大

的原生性植被类型，分亚高山灌草沼泽化草甸和亚高山杂草类沼泽化

草甸两个群系。大山包泥炭资源丰富、储量高，对抑制大气中的 CO2

上升和全球变暖具有重要意义。大山包湿地既是“国际重要湿地”，

也是黑颈鹤的重要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黑颈鹤由于种群数量稀少而

被列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附录 I物种。黑颈鹤 96%的种群分布于我国境内，由于近

40 年来，我国保护与科研工作者在黑颈鹤保护与研究工作中做出了

卓越贡献，全球黑颈鹤种群数量稳步上升。根据 2020 年全国鹤类同

步调查统计数据，我国黑颈鹤的越冬种群数量为 15000只左右。2020

年 IUCN 已将黑颈鹤由易危(VU)调整为近危(NT)等级（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20）。近年来，大山包越冬黑颈鹤种群数量维持在

1400左右，占全球黑颈鹤越冬种群数量的近十分之一。大山包黑颈鹤

数量多、分布集中，大山包黑颈鹤的保护对维持整个黑颈鹤种群具有

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根据《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研究》，截

止目前，记录到大山包保护区有维管束植物 122科 413属 737种，记

录到野生脊椎动物 5纲 28目 68科 253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鸟类有 6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有 18 种。记录到昆虫 15 目 71



科 223 种，其有中 1 个新亚种、1 个中国特有种、10 个中国新记录

种，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同时，大山包保护区生活着 18966

人，虽然经过 2019 年和 2020 年实施易地搬迁工作搬出 7923 人，仍

有 11043 人在保护区内生活，而畜牧业作为保护区传统的支柱产业，

在没有新产业代替的情况下，依然是保护区广大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充足和可持续的水资源是维持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和居民正

常生产生活的必须。 

此外，大山包湿地位于金沙江和牛栏江交汇处，是金沙江支流横

江的源头，是金沙江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周边的梭

山、水磨、龙树等乡镇的生产、生活提供丰富的水资源，是昭通市的

“水塔”之一，其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下游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亦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大山包面临着草场过度放牧、人工补种外来草种、人工干

预工程措施科学性不足、居民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极易

导致草场沙化和退化、水土侵蚀和流失加剧、水源含蓄能力和草场生

产力下降、湿地质量退化及生态服务功能降低等生态影响，将对黑颈

鹤等迁徙水鸟所依赖的湿地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威胁大山包保护

区内野生动植物和居民生产生活，对大山包湿地的健康和区域水资源

的长久利用提出严峻挑战。而缓解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一环即是掌

握大山包湿地水资源状况及水文过程。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大山包

的亚高山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凸显，气温上升导致的多年冻土

活动层变厚，使得该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面临更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因此，有必要详细预测和评估大山包湿地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制定

合理的水资源管理策略，以期能够保护当地脆弱的高原湿地环境。 

该任务将支持迁飞保护网络项目“组分二：在项目点开展有利于

迁徙水鸟保护和栖息地恢复的示范工作”中相关目标实现，是该项目

中期和终期评估的重点内容之一。 

三、合同任务目标 

总体上，本任务以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为研究区，通过对大山包



湿地流域水文特征的分析和水文情势的模拟，掌握大山包湿地的生态

需水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以阐明当前鹤类使用的湿地水管理系统；

建立大山包湿地水安全评价体系并识别湿地水安全隐患；同时考虑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提出满足人类和生态需要的大山包湿地水资源综合

管理策略及相应的湿地环境提升行动建议，从而推动黑颈鹤等迁徙水

鸟保护和栖息地恢复。 

具体而言，通过对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流域特征和基本水文单元

分析，构建各水文单元气象及下垫面数据库，并进行水文情势模拟；

进一步明确营造主要保护物种黑颈鹤所需的湿地生境需水特征和需

水量，估算当地植被和土壤生态需水量；结合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用

水可达性和用水量的计算，完成大山包湿地水安全评价；根据构建的

大山包湿地生态水文模型，结合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识别大山包湿

地水安全隐患，并提出相应的水管理策略，同时针对上述策略提出可

行的湿地环境提升行动计划。 

该任务具体贡献于项目： 

产出 3.3：在四个示范点、周围景观及保护区外关键繁殖、停歇

和越冬地，示范有效湿地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干预措施。 

有助于实现成果框架中的指标： 

指标 10：在项目示范点减少对迁徙水鸟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的威

胁。 

四、主要任务 

本合同承包方将在国家林草局、云南省林草局、迁飞保护网络项

目办指导下，与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保护区、当地政府和专家密切合

作，推动大山包湿地水资源的科学和综合管理，保护黑颈鹤栖息地的

湿地生态功能。 

1. 大山包气象水文特征 



（1）气象特征  收集大山包保护区及周边各气象站和气象监测

单元的多年际逐日降水、气温、蒸发、风速和辐射等因素特征值并进

行分析； 

（2）土壤水分空间格局特征  对大山包保护区内干、雨季土壤

水分进行采样，分析其年内季节性格局特征分异； 

（3）主要湿地水文年内分异特征  针对大山包主要湿地（水库

及亚高山草甸）年内干、雨季变化特征分析。 

2. 泉眼及冻土对于湿地环境的影响 

（1）泉眼分布格局特征  基于遥感（高分辨率及无人机）数据、

地面踏查，水文数据收集等，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 

（2）冻土分布格局特征  根据气象特征开展季节性冻土调查，

监测冻土层厚度、分析调查年冻-融过程及空间格局； 

（3）泉眼及冻土对于湿地环境的影响  基于泉眼及冻土分布格

局等特征，估算泉眼年总出水量，及冻土储水量，并分析其对湿地环

境的影响。 

3. 大山包湿地水安全评价 

（1）湿地生态需水量  包含主要保护物种生态需水，植被生态

需水及土壤生态需水等分析 

（2）域内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总量  基于大山包乡及下辖各行

政村人口数据，农田灌溉面积，牲畜数量等指标，估算域内居民生产、

生活用水总量； 

（3）大山包湿地水安全评价  根据域内湿地下垫面特点及差异，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指标建立水安全评价体系，进而对大

山包保护区进行水安全评价。 

4. 大山包湿地水管理策略及建议 

（1）气候变化下的水管理策略  针对大山包湿地水安全特征，

识别湿地面临的主要风险因子，预测生态影响，并提出相应水风险管

理策略； 

（2）湿地环境提升行动建议  针对大山包湿地保护物种（以黑

颈鹤保护为重点）水资源利用特点及生态需水量，提出湿地环境提升

行动计划。 

五、预期产出 

1. 《云南省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水资源管理及水安全评价报告》

（中文报告全文和英文长摘要），特别是针对黑颈鹤栖息地的

湿地生态系统的水资源管理 

2. 《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环境提升

行动计划》（中文报告全文和英文长摘要），特别针对黑颈鹤

栖息地的湿地水环境，提出管理策略及建议。 

注： 

1) 本合同的所有产出均需由各利益相关方认可； 

2) 本合同的所有产出归项目办所有，分包商应按照产出时间进

度要求，及时向项目办提交； 

3) 如有成果宣传品，应在适当位置体现项目标识（LOGO），具体

要求项目办负责解释。 

 

六、进度要求 



产       出 完成时间 

1、初步确定工作方案； 2022年 10月 

2、完成《大山包湿地水资源管理及水安全评

价报告》，并通过相关专家评审； 

2023年 6月 

3、完成《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湿地生态环境提升行动计划》，并获得专

家评审通过。 

2023年 10月 

 

七、任务预算 

本合同预算为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整（￥190,000.00），用于完成

本合同的所有工作任务。 

八、资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 

 具有湿地水文与水安全、水资源管理、环境生态影响评价咨

询和服务相关资质； 

 在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参与过全球环

境基金、其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际合作项目经验者优先； 

 在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他黑颈鹤分布地

开展过湿地水文研究工作的机构优先；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良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 

 项目成员应具有生态水文学、生态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多

元化学科背景，有黑颈鹤研究经历者优先（需提供学历和学

位证明）； 

 项目成员至少 1 人具备与多个项目利益相关方协调工作的能

力。 



九、 实施分包依据的主要文件 

 国家林草局/UNDP/GEF“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中国候鸟

保护网络建设项目”项目文件 

 项目 2022-2023 双年度工作计划（TYWP），活动编号 3.3.13 

大山包自然保护区:黑颈鹤栖息地水文管理调研与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