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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

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一）任务来源 

《自然保护地类型与级别划分技术指南》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标准制、修订项

目，项目编号：2019130004-3，2019 年 1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正式下达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该标准的起草编制任务。2020 年至 2021 年形成草稿后经

多方多次征求意见并修改，专家审查会建议项目名称改为《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林业大学。 

参加起草的单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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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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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1）组织分工 

从 2019 年开始，编写组严格按照《林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和《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1.1-2020）要求，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

划设计院、北京林业大学有关人员组成标准起草小组，负责本标准的起草工作，本标准

主要起草人均为从事自然保护地规划设计、监测与管理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在

自然保护地科研一线工作，对国内外各类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空间规划、保护与管理

现状具有深刻认知，各专业院校负责本专业领域的编写，北京林业大学负责草案统稿统

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负责汇总修正编写，明确了工作指导思想，制定

了工作原则，全员参与了本标准的野外调研、国内外资料收集整理和标准的起草、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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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等工作，既有任务分工又有统筹合作。 

（2）资料收集 

在此期间起草小组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国内外有关保护地分类与分级的标准、文献、

政策等信息资料，梳理国际上主流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以及我国现存各类自然保护

地类型与级别的划分现状。综合自然保护地工作的经验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汇总当下

我国自然保护地分类与分级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取本标准编制所需的资料信息。 

（3）标准编写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在收集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标准起草小组内部多

次就自然保护地类型与级别的划分以及标准编制的进展情况进行交流、讨论，并撰写形

成标准草案。 

2020 年 4 月 9 日，以主会场＋视频的形式召开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专家咨询会，国

家林草局保护地司、国家林草局规划院、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同济大学等相关负责人、专家参加此次会议，就本标准进行交流、讨论。根据会议精神，

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0 年 5 月，就修改后的标准草案以邮件形式进一步征求清华大学、自然资源部第

一海洋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等相关专家的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

修改完善。 

2020 年 11 月，标准起草小组进一步征求国家林草局规划院相关专家的意见，对标

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1 年 2 月-5 月标准起草小组将征求意见稿上报局保护地司征求各司局意见和地

方相关部门意见。 

2021 年 6 月标准起草小组针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科学整理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

改完善，6 月初与保护地司、标委会对标准的修改进行了交流。 

2021 年 6 月 19 日-8 月 19 日标准起草小组贯彻相关领导和会议精神进一步对标准

集中进行修改，并与局保护地司再次深入交流，经多次修改后形成了本标准的评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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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1 日在北京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标委会召开专

家审查会与会专家审查了文本及相关材料，经质询与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尽快

修改完善并上报。 

2. 编制本标准的参考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以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监测管理与能力提升”项目等为基

础，广泛参考了已有的标准，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在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自然保护地分类

体系的研究论文、报告和经验介绍等。 

（1）技术标准 

GB/T 14529—1993 自然保护区类型和级别划分原则； 

GB/T 17504—1998 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GB/T 31759—2015 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 

LY/T 1819—2009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技术规程； 

LY/T 2005—2012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HY/T 117—2010 海洋特别保护区分类分级标准。 

（2）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包含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与地方行政规章

等。 

法律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主席令〔2018〕16 号修正）。 

行政法规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1995〕16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令〔1996〕204 号）； 

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务院令〔2006〕474 号）。 

部门规章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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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林业部令〔1994〕3 号）；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局令〔2017〕48 号）；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地质矿产部令〔1997〕21 号）；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农业部令〔2013〕5 号修订）；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2017〕150 号）； 

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林湿综字〔2018〕1 号； 

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104 号）。 

地方性法规主要有： 

福建省森林和野生生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福建省人大〔2017〕修正）。 

地方行政规章主要有： 

广东省社会性、群众性自然保护小区暂行规定（广东省政府〔1993〕84 号）； 

浙江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管理办法（试行）（浙江省林业局〔2000〕）； 

湖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2003〕249

号）； 

广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建设管理办法（桂林护发〔2010〕12 号）。 

（3）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通知(中

办发〔2017〕55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 号）；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

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 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有关空间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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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冲突处理规则的补充通知（自然资函〔2020〕458 号） 

《关于开展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创建试点工作的函》。 

二、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自然保护地分类概况 

1. 国外自然保护地分类概况 

1994 年，IUCN 下设的世界自然保护地委员会（WDPA）发布了《IUCN 保护地管

理类型指南》，该指南将保护地划为 6 个类型并于 2013 年发布最新版本，根据主要管

理目标将保护地划分为 6 个类型（表 1），该分类体系获得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许多国家政府的认可并应用，成为定义和记录自然保护地的国际标准。 

IUCN 保护地管理分类体系强调，只有主要管理目标是保护自然的区域才可被视为

自然保护地；同时，不同类别的保护地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谁也不能凌驾于其他之上，

并不是对所有保护地进行同一严格程度的保护，只是表明应该针对特定管理要求以及管

理目标选择合适的类别进行管理。 

2. 代表性国家的自然保护地分类概况 

本标准整理并分析了全球五大洲的 9 个代表性国家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表明各

国在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主要存在三个途径：一是按照主要保护对象而采取不同的管理

形式；二是按照管理目标进行分类；三是依据保护强度进行分类。同时，没有任何国家

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与 IUCN 保护地管理分类体系完全一致。 

3. 中国自然保护地分类概况 

我国经过 60 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建立了国家公园（试点）、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湿地公园、草原自然公

园、沙漠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自然保护小区、

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约 1.18 万个（除自然

保护小区），面积约覆盖国土陆域面积的 18%，管辖海域面积的 4.1%，在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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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存在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 

（二）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思路 

本标准充分借鉴国外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经验，基于我国类型众多、数量庞大、功

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现状，以及幅员辽阔、资源环境多元和属地管理模式的基本国情，

照搬 IUCN保护地管理分类体系或其他国家的任何一种分类体系都难以理顺中国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因此本标准综合管理目标、保护强度、主要保护对象三个国外自然保护地

体系构建的主要途径，结合生态价值，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类型与级别进行划分。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依据管理目标与效能并

借鉴国际经验，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和自然公园三大类别。 

1. 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

富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的区域优

先设立国家公园，不再细分类型，执行 GB/T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 

2. 依据主要保护对象类型将自然保护区分为自然生态系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三

个类型； 

3. 依据自然资源禀赋和文化价值等将自然公园分为生态自然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两

个类型。 

自然保护地实行两级设立、分级管理。自然保护地按照设立权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地方级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由设立主体确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设

立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由省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为地方级自然保护

地。国家公园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表 1 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体系 

类别 类型 代码 级别 

国家公园 —— Ⅰ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自然生态系统 Ⅱa 国家级/地方级 

野生生物 Ⅱb 国家级/地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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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迹 Ⅱc 国家级/地方级 

自然公园 
生态自然公园 Ⅲa 国家级/地方级 

风景名胜区 Ⅲb 国家级/地方级 

任何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都应该首先满足自然保护地的主要管理目标，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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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划分类型与级别。不同类别的保护地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三、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如下原则： 

1. 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同时符合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现状与发展要求。 

2. 符合《林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的要求。 

（二）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然保护地的类型与级别的划分。 

本标准适用于自然保护地的设立、规划、建设与管理等有关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GB/T 39737 国家公园设立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根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引用并修订了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定义，

国家公园定义引用自《GB/T 39737 国家公园设立标准》，自然遗迹定义引用自《自然

保护区名词术语》 GB/T31759—2015，自然景观定义引用自《地理学名词》第二版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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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改完善。 

4. 自然保护地划定条件 

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 号）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7〕55 号)的精神

要求及行业、地方的有关规定。 

5. 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 

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对保护地分类的表述，且对分级做了调整分成国家地方

级而未按国家、省、市、县四级划分，便于保护管控，行使事权。 

6.国家公园的类型与级别 

已有相关规范规定本标准未做重复阐述。 

7. 自然保护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和《自然保护区类型

和级别划分原则》GB/T 14529—1993 的相关条款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

42 号）精神相结合，自然保护区划分为生态系统类、野生生物类、自然遗迹类三种类型，

便于保护区对保护对象的区分和制定保护办法，避免再细分形成交叉混肴等问题不利于

管理，对高效有针对性的管控保护对象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主要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 I、附录 II 和附录 III 中我国物种以及有关部门公布的需要保护的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物种。 

8. 自然公园 

生态自然公园分类分级主要依据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草原公园、荒漠

公园等现有的管理办法与相关规定，突出其自然生态系统承载的珍贵自然资源和优美景

观，地质公园划归生态自然公园以突出其自然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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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主要分类分级依据是《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和《风景名胜区分类标准》

的规定，把风景名胜区单分一类利于保护自然与文化高度融合的重要区域。 

贯彻《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

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 号）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办公室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有关空间矛盾冲突处理规则的补充通知》（自然资

函〔2020〕458 号）的文件精神对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认定做出了规定。 

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未符合本文

件规定宜按照乡规民约管护，亦可参照《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和《栖息地保护管理条例》

等相关规定政策管理，有利于发展重要栖息地生境为目标，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补充

形式，本标准没有再做分类分级。 

符合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议可积极参与申报。 

9. 参考文献 

以上位和最新的法律、条例、政策及文件规定为参考依据。 

四、主要试验或者验证者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结论，预期的经济效益 

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是高效保护自然资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基础性工作。自 1956 年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地——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

经 60 余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类型众多、数量庞大、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对我

国自然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目标明确、科学合理、与

国际接轨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与分级体系，因而导致我国自然保护地仍面临严峻挑战，如

管理机构重叠、管理目标模糊、空间分布交叉、命名混乱等诸多问题。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意味着我国自

然保护地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本标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为遵循，总结了目前我国保护地建设与管

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借鉴了国际自然保护地分类管理经验，梳理了我国现有类别的

自然保护地，明确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类型与级别，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自然保护

地类型与级别的划分标准，对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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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具有重要意义。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

关数据对比情况 

IUCN 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为国际主流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是各国制定自然保

护地分类体系的重要参考，与本标准中各类自然保护地对应情况如下（表 2）。 

表 2  自然保护地类型与 IUCN 保护地管理分类体系的对比表 

IUCN类型 名称 本标准类型 

Ⅰa、Ⅰb 严格的自然保护地、荒野保护地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Ⅱ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Ⅲ 自然历史遗迹或地貌 自然公园 

ⅠⅤ 陆地景观/海洋景观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生态自然公园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关系 

本文件中未涉及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与各类自然公园的内容，继续执行有关现

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规范性文件。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和讨论过程中尚未发现任何重大分歧意见，修改工作仅限于对一些技

术问题进行修订和补充。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以适应不同区位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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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

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规则》发布实施后，建议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自然保护地

管理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必要时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召开标准宣贯会，就标准相

关内容进行解读，以期加深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级别及设立条件等的认识，为新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以及日后管理奠定基础。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提出“通过自然保护地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以下简称 OECMs）”保护生物多样性。目前，

OECMs 已经成为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补充。因此本标准允许存在

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体系之外的其他有效形式的保护区域，并鼓励转化为自然保护地。 

 

 

《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规则》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一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