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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城市生态站）选址、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分析实验室

建设、气象和环境观测设施设备建设、水文水质观测设施设备建设、土壤理化性质观测设备建设、生物

观测设施设备建设、数据采集及处理设备建设的内容及其技术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城市生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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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X/T 6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17部分：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QX 30 自动气象站场室防雷技术规范

LY/T 2241-2014 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城市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long-term observation station of urban ecosystem

城市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是主要观测研究城市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干扰等

动态过程的科学平台。

3.2

固定样地 permanent sample plot

能代表典型植被、湿地等城市生态系统状况的长期观测样地。

3.3

观测点 observation point

在典型城市生态系统中为开展气象、大气、游憩康养环境、水文、水质、土壤、植物群落等方面的

综合观测和研究设置的观测位点。

4 建设标准

4.1 城市生态站选址

在研究区域内，选择典型城市生态系统设置站点和观测点，如城市森林、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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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综合实验基地建设

4.2.1 综合实验基地选址

在城市生态站的区域范围内，根据观测内容和研究目标设置综合实验基地。

4.2.2 基础设施设备建设

基础设施设备须满足样品存放、前期处理、实验分析和数据处理需要，并可提供正常的科研、科普

工作和生活条件，详情见表1。

表 1 基础设施设备

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基础

设施

综合站房 m
2

600~1

000

办公、实验、科普教

育、生活必需

内设办公室、分析实验室、科普室、

样品室、会议室、食堂、宿舍等

围栏 m 按需 保护站房或实验区 栅栏

标识设施 块 按需
设施设备标识、自然

教育解说标识
-

水电、通讯和采暖等 - 按需
办公、实验、生活必

需

自动给排；电压满足仪器设备正常运

转需要；网络；冬季取暖设施等

防火设施设备 套 1~2 安全需要 一级建设要求

救生系统 套 1~2 安全需要 满足城市生态站安全需要

办公

设备

办公电脑、打印机、复印机、

传真机、扫描仪、办公桌椅、

资料柜等

台 按需 办公用品 满足城市生态站办公需要

交通

工具

汽车 辆 按需 交通运输 按需，推荐新能源汽车

摩托车 辆 按需 户外采样 按需

其他 床、微波炉、洗衣机、冰箱等 - 按需 生活用品 满足城市生态站生活需要

4.2.3 分析实验室建设

分析实验室以能承担分析城市大气、土壤理化、水化学、植物与微生物等实验室分析指标为准则，

涉及的主要设施和仪器设备见表2。

表 2 分析实验室设施和仪器设备

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实验

室设

施设

备

实验工作台 套 ≥1 样品预处理 满足研究需要

通风设施 套 ≥1 通风 满足实验安全需要

实验药品储存柜 套 ≥1 储存实验药品 满足药品储存需要

实验废液处理设施 套 ≥1 处理实验废水 满足实验安全需要

仪器

设备

蒸馏水制取器 套 ≥1 蒸馏水制取 一般实验室使用要求

显微镜 台 ≥1 微生物等观察 放大 2000 倍

托盘天平 台 ≥1 称重 精度 0.01 g，量程 0 g ~200g

分析天平 台 ≥1 称重 精度 0.0001 g，量程 0 g ~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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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仪器

设备

自动点位滴定计 套 ≥1 滴定分析 一般实验室要求

年轮分析仪 套 按需 年轮分析
标准分辨率 1/100mm，标准敏感度

5mm

气相色谱仪 套 按需 气体成分测定 精度：μg/L（ppb）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套 按需 金属元素检测 精度：μg/L

荧光分光光度计 套 按需
有机成分、微量元素

测定
误差小于±1%

激光粒度分析仪 套 按需 土壤等机械组成分析
粒度范围 0.02μm ~2000μm，误差

±1%

通风橱、烘箱、冰箱、水浴锅、

离心机、粉碎机、往复振荡器、

恒温培养箱等

台 按需 样品储存、处理设备 一般实验室使用要求

耗材

烧杯、试管、滴定管、移液管、

吸管、锥形瓶、容量瓶、量筒、

坩埚、蒸发皿、消煮管等

- 按需 实验耗材 一般实验室使用要求

分析化学试剂、药品等 - 按需 实验耗材 一般实验室使用要求

注：对于测定频率低，且其测定需要用到大型仪器的指标，本技术规范不主张购置此部分仪器，推荐送到国家认证专业

实验室分析。对于不同测定指标的交叉仪器，本技术要求中不重复计算。

4.3 气象和环境观测设施设备建设

包括地面气象观测设施设备、梯度观测设施设备及环境观测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建设内容及其技术

指标。

气象观测场应设在能较好地反映本区较大范围气象要素特点的地方，远离干扰源，一般为25 m×25

m的平整场地，四周10m范围内不能种植高杆植物，设置高度不小于1.3m的围栏，有均匀草层（草高<20cm），

铺设<0.5m宽的观测道路。相关观测设施和仪器设备建设见表3。

表 3 气象和环境观测设施设备

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观测

设施

地面气象观测场 座 ≥1 地面气象观测场所 参照 QX/T 61

综合气象观测塔 座 按需 梯度观测场所 参照 QX/T 61

避雷系统 套 ≥1 安全设施 参照 QX 30

仪器

设备

地面自动气象站
a

套 ≥1 地面气象自动观测 参照 QX/T 61

局域热量通量观测系统 套 按需
显热与潜热通量自动

观测

测 量距 离 ： 0.5 km -5km; 分 辨

率:1w/m
2

CO/CO2分析仪 套 按需 CO/CO2浓度测定 CO 分辨率 0.5ppb，CO2分辨率 0.1ppm

CH4检测仪 套 按需 CH4浓度测定 分辨率 2ppb

SO2测定仪 套 ≥1 SO2浓度测定 分辨率 1ppb

NOx测定仪 套 ≥1 NOx浓度测定 分辨率 1ppb

O3测定仪 套 ≥1 O3浓度测定 分辨率 1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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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仪器

设备

负（氧）离子监测仪 套 ≥1
负（氧）离子浓度测

定
分辨率 10 个/cm

3

环境空气颗粒物监测仪 套 ≥1
TSP、PM10、PM2.5浓度

测定
分辨率 0.1μg/m

3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 套 ≥1 声强观测 分辨率 0.1dB

空气花粉采集仪 套 ≥1 花粉采集 满足测定需要

大气取样器 套 按需 采集大气样品 流量稳定性±5%

气瓶 个 按需 盛装大气样品 真空

a
包括气压、风向、风速、蒸发、空气温湿度、雨量、土壤温度、土壤湿度、辐射、紫外辐射、日照时数等传感器

4.4 水文水质观测设施设备建设

根据观测研究工作需要、结合观测区域的面积确定观测点的数量，并设置相应标识。对水文水质指

标的观测，要达到长期有效、不间断。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相关观测设施和仪器设备见表4。

表 4 水文水质观测设施设备

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观测

设施
观测点 个 按需 水质观测地点 满足采样和记录需要

仪器

设备

采水器 套 ≥1 提供可靠有效水样

容积：2500ml；测温范围：0℃~50℃；

取样深度：0 m ~20m；测温误差：

±1℃

采样系统 套 按需 提供可靠有效水样

包括采样水泵、采样浮筏和粗隔离

栅、水样分配单元、压力流量监控及

采水管道等

注：是否建测流堰视城市生态站具体情况而定。河流观测点的水流要平稳，避开回流、死水及有显著比降的地段，避开

妨碍观测工作的地物、地貌及工业生产中排泄废水、污水的地点，观测点的上、下游附近，不应有砂州、浅滩、淤积故

道。山区河流观测点应选择在急滩或窄口的上游，水流比较稳定，河底比较平坦的河段。

4.5 土壤理化性质观测设备建设

土壤理化性质观测点应选择土壤类型特征明显，地形相对平坦、稳定，植被良好的区域。取样点以

剖面发育完整、层次清晰、无侵入体为准，可以结合植物群落观测点进行布设。土壤采样点的数量应根

据观测点区域内土壤分布的变异性来确定。观测点应设置标识牌。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主要仪器

设备和耗材见表5。

表 5 土壤理化性质观测设备

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仪器

设备

土钻 套 ≥1 样品采集 一般实验使用要求

土壤水分温度仪 套 按需 土壤水分、温度测定

土壤水分量程 0%~100%，误差≤2%；

温度测试范围-20℃~100℃，精度±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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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仪器

设备

土壤入渗仪 套 ≥1 土壤入渗率 量程 1000 cm ~0.01cm/d

便携式 pH 仪 套 ≥1 土壤 pH 值测定 精度 0.1

耗材
环刀、铝盒、样品袋、削土刀、

铁锹、滤纸、米尺等
- 按需

土壤容重、孔隙度等

测定
a

一般实验使用要求

a
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测定；孔隙度采用容重计算法

4.6 生物观测设施设备建设

4.6.1 固定样地的建立

植物群落观测需要设置固定样地。固定样地应符合以下条件：（1）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植被群

落或人工种植的混交群落；（2）有较高的均质性，即土壤基质均一、植被分布均匀、地形起伏较小；

（3）不受人为活动干扰，不能进行破坏性调查；（4）面积不小于0.6 hm
2
。

固定样地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应设置保护围栏和标识牌，标注城市生态站名称、样地名称、地理坐

标、海拔高度、面积大小等信息。固定样地数量根据城市生态站观测区域内典型群落类型分异情况确定。

4.6.2 样方、样带或样线设置

植物观测样方设置在固定样地内。同一种植物群落设置3个重复样方。样方的面积20m×20m，在样

方内用5点法设置小样方，在小样方内调查，乔木小样方面积10m×10m，灌木小样方面积5m×5m，草本

植物小样方面积为1m×1m。

在进行鸟类、兽类、爬行类、两栖等动物调查时，采用样线或样带调查法，对样线或样带做永久性

标记，规格、观测记录方法等要求按LY/T 2241-2014，4.6.2、4.6.3、4.6.4中的规定。

在每个20m×20m样方内随机设置5个1m×1m的昆虫样方，每个昆虫样方内放置无底方框，记录框中

所有昆虫的种类、数量、栖息生境。

4.6.3 观测设施设备

对植物群落特征通常采用实测法和估算法；对蜜蜂、蝴蝶、蜻蜓等昆虫种类和密度采用网捕法和目

测法；对湿地底栖动物种类指标观测，可将土样取回后，室内测定。相关观测设施和仪器设备见表6。

表 6 生物观测设施设备

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观测

设施
固定样地 块 按需 界定调查范围 ≥0.6hm

2

仪器

设备

手持 GPS 个 2 定位 误差±5m

海拔仪 个 1 测量海拔高度 误差±5m

指南针 个 1 方向测定 量程 0°~360°方位角，误差±3°

坡度仪 个 1 坡度测定 误差±1°

激光测高测距仪 套 1 测高测距

高度量程 0 m ~999m，分辨率 0.1m；

角度范围-55°~85°，分辨率 0.1°；

距离量程优于 30m，分辨率 0.01m

叶面积仪 套 按需 叶面积、周长等测定 分辨率 0.01cm
2
，误差<±5%

显微镜 套 按需 底栖动物观测 放大倍数>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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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仪器

设备

冠层分析仪 套 1 群落叶面积指数测量 一般实验使用要求

采泥器、底栖拖网 套 按需 底栖动物采样 满足底栖动物采样需要

望远镜 套 ≥2 鸟类观测
单筒望远镜放大倍率≥20 倍；双筒

望远镜放大倍率≥10 倍

长焦数码相机 台 按需 鸟类观测 镜头焦距≥400mm

红外探测相机 套 按需 野外动物行为观测 感应距离＞20m

无人机 台 ≥1 野外监测 可满足野外监测、航拍采样的需要

生长锥、胸径尺、卷尺、测绳

等
- 按需 野外常规观测工具 一般实验使用要求

4.7 数据采集及处理设备建设

城市生态站需要通过购买、合作共享等方式获得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如QuickBird）及其解

译软件，对城市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数据进行定期采集分析。此外，要配备户外自动观测仪器的数据采集、

传输、接收、储存、分析处理以及数据共享所需的数据管理设备，以及用于户外数据采集的电脑、数据

线、移动硬盘等户外远程数据采集所需的软硬件。远程数据采集设备见表7。

表 7 数据采集及处理设备

项目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主要技术指标

仪器

设备

台式电脑 台 ≥4 办公室数据整理分析 满足研究需要

服务器 台 ≥1 数据库服务器 满足研究需要

笔记本电脑 台 ≥2 户外数据采集 满足研究需要

移动硬盘 台 ≥2 户外数据存储 满足研究需要

普通数码相机 台 ≥1 图片资料记录 满足研究需要

数码摄像机 台 ≥1 影像资料记录 满足研究需要

远程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 套 ≥4 远程数据采集传输
数据远程传输、接收、存储、分析处

理以及共享所需的软硬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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