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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与环境研究

中心、福建海洋研究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农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小平、庄鸿飞、史建忠、栾晓峰、徐卫华、赵志国、蒋亚芳、刘增力、杨顺

良、邓武功、郑元、刘彦平、黄璐、吴润、李凡、王栋、周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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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及分类分级系统，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分类条件与分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全国自然保护地的设立、规划、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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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9737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保护地  protected area 

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

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 

3.2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

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 

3.3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的

区域。 

3.4  

自然公园  nature park 

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具有生态、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可持续利用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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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自然遗迹  nature monument 

自然界在其发展过程中天然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在科学、文化、艺术和观赏等方面具有突出价值的

自然产物。 

引自GB/T 31759—2015 《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 

3.6  

自然景观  natural landscape 

景观自然要素相互联系形成的自然综合体，是天然景观和人为景观的自然方面的总称。 

4  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 

自然保护地应符合以下条件： 

1) 具有重要生态、科学、文化和观赏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人文景观和生物多样

性分布的区域； 

2) 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认定，边界清晰、权责明确； 

3) 保护区域相对集中、完整、连片，面积不低于 100公顷，以特殊保护对象为目标的保护地面积

可适当缩小； 

4) 以生态保护为主导功能，可实施长期保护、永久治理和可持续利用的陆域或海域。 

5  分类分级系统 

5.1 构建原则 

构建中国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应坚持以下原则： 

1) 价值主导。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体现自然保护地生态价

值和保护强度； 

2) 目标明确。依据保护区域的资源禀赋和自然属性，体现保护和管理目标的差异性；  

3) 权属清晰。四至边界清晰，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主体或代行主体明确，权属无争议，利于有效

管控； 

4) 符合国情。参考国际经验，形成层级清楚，简明易行，既有所区别、又有机联系的中国特色分

类分级体系。 

5.2 分类 

依据管理目标与效能，按照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

然公园三种类别，见表 1。 

https://baike.so.com/doc/1430748-1512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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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公园：在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

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和国家代表性的区域优先设立，实行完整性、原真性保护，国家

公园不再细分类型； 

2) 自然保护区：在具有典型、特殊保护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

集中分布区，重大科学价值的自然遗迹等区域设立，对主要保护对象实行严格保护，可分为生

态系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三个类型。 

3) 自然公园：在具有重要生态、科学、文化和观赏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等

区域设立，实行可持续管理，依据自然生态系统或地质遗迹以及自然与人文融合的主体不同可

分为生态自然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两个类型。 

 

表1 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表 

类别 类型 代码 基本特征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Ⅰ 
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独特的自然

景观及其承载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迹 

自然保护区 

生态系统 Ⅱa 
具有典型、特殊保护价值的森林、草原、荒漠、湿地、

河湖、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 

野生生物 Ⅱb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 

自然遗迹 Ⅱc 
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等自然遗

迹 

自然公园 

生态自然公园 Ⅲa 

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科普和观赏价值的森林、草原、

荒漠、湿地、河湖、海洋等生态系统及其承载的生物

多样性和独特地貌、地质遗迹资源 

风景名胜区 Ⅲb 
具有重要生态、科学、文化和观赏价值，自然与人文

景观集中且高度融合 

 

5.3 分级 

自然保护地实行两级设立、分级管理，分为国家级、地方级2个管理层级。 

1) 由国家批准设立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公园； 

2) 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为地方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和地方级自然公园。 

6  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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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准入条件、认定指标等具体执行GB/T 39737。 

7  自然保护区 

7.1 分类条件 

7.1.1生态系统类 

符合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并满足下列特征之一： 

1) 典型的自然地理区域、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以及已经遭受破坏但经保护能够恢复的同

类自然生态系统区域； 

2) 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岸、岛屿、湿地、河湖、森林、草原和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 

3) 需要予以严格保护的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其他自然区域。 

7.1.2野生生物类 

符合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并满足下列特征之一： 

1)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 

2) 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陆生生物、水生生物和海洋生物种群及栖息地； 

3) 需要予以特殊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其他天然分布区域。 

7.1.3 自然遗迹类 

符合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并满足下列特征之一： 

1) 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地貌景观遗迹； 

2) 需要予以特殊保护的自然遗迹的其他分布区域。 

7.2 分级要求 

满足“7.1分类条件”要求，具备一、二、三、四条特征，且具备五、六、七条特征之一的自然保

护区可认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他为地方级自然保护区： 

1) 保护地生态系统和生境、遗迹尚未遭到人为破坏或者破坏程度低，保持着良好的自然性； 

2) 拥有足以保持生态系统基本完整，维持其保护物种种群的正常生存和繁衍，维护遗迹保存完

好，所需相应面积的区域及限制缓冲人为活动； 

3) 主要保护对象集中分布区一般不低于 5000 公顷，以特殊保护对象为目标的保护地面积可适当

缩小； 

4) 具有中央或省级政府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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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生态系统在全球或在国内所属生物气候带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或其生态系统中

具有在全球稀有、在国内仅有的生物群落或者生境类型，或其生态系统被认为在国内所属生物气候

带中具有高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6)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主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或国内或所属生物

地理界中著名的野生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或国家特别重要的野生种质资源的主要产

地；或国家特别重要的驯化栽培物种的野生亲缘种的主要产地； 

7) 其遗迹在国内外同类自然遗迹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稀有性； 

8  自然公园 

8.1 分类条件 

8.1.1 生态自然公园 

符合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以某类自然生态系统或自然遗迹为主体的区域，可按分类特征分别命名

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地质）自然公园，分类应具有下列特征之一： 

1) 森林、湿地、草原、荒漠、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典型、生态区位重要或生态功能重要、生态修

复模式具有示范性； 

2) 自然生态系统承载的自然资源珍贵、自然景观优美； 

3) 自然区域具有重要或者特殊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和历史文化价值； 

4) 对追溯地质历史具有科学研究、科普和观赏价值的地质剖面、构造形迹、古生物遗迹、矿产地

等遗迹。 

8.1.2 风景名胜区 

符合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景观优美、风貌独特的区域，具有下列

特征之一： 

1) 具有较高生态、观赏价值的山岳、江河、湖沼、岩洞、冰川、海滨、海岛等典型的特殊地貌； 

2) 具有科学研究和文化、典型观赏价值，自然与人文融合的人居民俗、生物景观、陵区陵寝和纪

念地等独特风貌的区域； 

3) 中华文明始祖遗存集中或重要活动且与文明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自然文化融合的历史圣地。 

8.2 分级要求 

满足“8.1分类条件”要求，具备一、二条特征，且具备三、四、五条特征之一的自然公园可认定

为国家级自然公园，其他为地方级自然公园： 

1) 具有中央或省级政府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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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保护对象集中分布区一般不低于 1000 公顷，以特殊保护对象为目标的保护地面积可适当

缩小； 

3) 自然生态系统在全国具有保护价值，主体生态功能具有典型性或国家示范性； 

4) 保护区域基本处于自然状态或者保持历史原貌，具有恢复至自然状态的潜力； 

5) 原则上集中连片，面积能够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地质遗迹与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能

够维持珍稀、濒危或特有的野生生物物种种群生存繁衍。 

8.3 其他 

自然保护小区（点）包括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湿地保护小区等，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补充形

式，一般面积不大于100hm
2
，宜按照乡规民约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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