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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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

作，主要工作过程等） 

1.1 标准制定背景 

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生产和生态功能，是不可

或缺的自然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还是传承草原文化的重要载体，

更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过去几十年，由于气候变化与不合理

人类利用，大面积可利用天然草原退化，草原生态功能降低、服务能力下降、生

物多样性减少。近年来，草原保护修复明显加强，但是，草原生态系统仍较脆弱，

大部分草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如何通过评估草原生态价值，以价值变化衡

量草原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关系，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具有极为重要

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际上多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自然资本、自然资源资产、生态

资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等价值化手段评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

供的服务和福利。然而，由于生态价值概念尚未统一，价值化方法仍有不确定性，

这些针对生态系统价值化的研究从范围、方法到结果都存在数量级的差异。针对

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目前尚未公布具有一致性的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相关的国

际、国内标准都是通过物质化和价值化方法开展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生态服务或

生态资本/资产评估，虽然可以作为参考，却难以直接应用于草原生态价值评估。

因此，非常有必要开展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技术规范的编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国内外知名的地理资源研究机构，其综

合实力在国内资源环境研究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曾参与并组织了全国首次统一

草地资源调查，组织编写/编制出版了《中国草地资源》专著、中国草地资源数

据集、1：100 万中国草地资源图。并于 2000 年左右，采用与全国首次草地资源

调查相同的草地属性的界定标准和相同的草地分类系统，开展了中国草地资源第

二次遥感调查。依托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实验室，积累了时间序列最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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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指标体系最为完整、规范一致的科学数据，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国家生

态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网络、科学院生态环境学科领域的野外试验基地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同时成为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

（ILTER）、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和国际通量观测研究网络（FLUXNET）

的主要成员。发布了《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丛书，包括《综合卷》、《农田卷》、

《森林卷》、《草原与荒漠卷》、《水体卷》。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科学学科已建成国家、农业部、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学科，

并建立了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根据国内外草业及支持草业发展的草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的研究趋势，主要从草地资源与管理方向、草类种

质资源与育种、草地农业与草产品、草地退化防治及受损草地生态系统恢复等四

个研究方向进行草业科学深入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草学学科始建于 1956 年，1963 年开始培养研究生，2000 年成

立草业科学系，2001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7 年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18 年成

立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拥有完整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草业科学本科专业，

草学硕士、草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学院拥有科技部河北沽源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站 1 个，挂靠有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研发中心、国家牧草技术创新

联盟秘书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草学会”秘书处、中文核心期刊《草地学报》

编辑部等。 

本文件借鉴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系统评估理论，沿用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主流

认知，将草原生态价值的概念定义为由草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决定的可直接向

人类提供的各种服务及惠益的价值化形式，综合参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

标，构建了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梳理规范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对于市

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

本法、条件价值法等多种形式进行了谨慎选择，确定了生态价值分项物质量估算

与价值化方法，形成了可评估草原生态价值高低及其时空动态变化的评估技术规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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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任务来源 

2019 年 6 月，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 2019 年林业行业标准制修订

项目计划任务》，《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技术规范》（计划编号：2019-LY-028）列为

林业行业标准制订计划，编制任务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内蒙古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 

1.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员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起草。主要起草人：樊江文，黄麟，李愈哲，韩国栋，戎郁萍，王忠武，张海

燕，王穗子，李佳慧，李治国。主要起草人员均为长期从事草地生态学、草地资

源管理、生态系统监测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生态资产核定等研究工作

的科研人员，具有开展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的实践经验。以上人员均参与了本文件

的调研、文献资料收集整理、标准起草、编写、修改等工作。 

1.4 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编制主要工作过程包括：成立标准编制组，查阅文献资料并收集相关

标准，草原典型案例区实地调查，形成征求意见的标准初稿，典型草原区草原生

态价值试算，形成征求意见的标准二稿，标准二稿会审，形成标准三稿并函审，

草原征占用补偿估算案例研究，形成标准送审稿（四稿）并送函审，形成标准送

审稿（五稿），标委会组织统一审查，形成标准终审稿。 

1.4.1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19 年 7 月，组建了由草地生态学、草地资源管理、生态系统监测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生态资产核定等不同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组成的标准编制

组，编制组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签订了“林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合同书”（项

目编号：2019-LY-028），制定了工作计划及进度，明确了编制人员任务分工。 

1.4.2 查阅文献资料并收集相关标准 

在承担本文件制定工作之前，编制组主要研究人员曾参与或主持了许多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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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务物质量和价值量相关的研究和估算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进展，

积累了众多研究数据和研究经验，为本文件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编制组主要成员发表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价值方面的论文 40 余篇，形

成系列相关技术方法、技术流程、模型、算法、软件系统和基础数据，取得了许

多有关草地生态价值评估的经验和理论及技术积累，为本文件的制定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2019 年 7-8 月，根据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标准编制组开展了文献资料查阅、

相关标准收集等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广泛收集调研与本文件相关的其他标准、规

范、文献、报告等资料，以及对收集资料的汇总、分析、对比、归纳与评价，确

定了本文件的基本方向。相关文献涉及草原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估算、生态资产核算等方面。 

查阅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相关标准包括： 

 草地气象监测评价方法（GB/T 34814-2017） 

 草原健康状况评价（GB/T 21439-2008）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 

 土地生态服务评估原则与要求（GB/T 31118-2014） 

 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GB/T 28058-201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评估技术规程（LY/T 2649-2016）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LY/T 1814-2009） 

 自然资源（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 2735-2016）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观测技术规范（LY/T 2586-2016） 

 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计算（NY/T635-2015） 

 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NY/T 1233） 

 北方草地监测要素与方法（QX/T 212-2013）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 

 中性、石灰性土壤铵态氮、有效磷、速效钾的测定联合浸提-比色法

（NY/T184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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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价技术规范（DB11/T 659-2018）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生态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63/T 1342-2015） 

1.4.3 草原典型案例区实地调查 

2019 年 8-9 月，标准编制组先后组织标准起草人员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青

海三江源等典型草原区开展了实地调研，了解牧户、牧业合作社、地方管理部门、

行业专业人员等对于草原生态价值、草原生态系统服务、草原资源资产等方面的

认知和建议，结合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确定了本文件编制的主要指标和方法。 

1.4.4 形成征求意见的标准初稿 

2019 年 10 月，标准编制组在掌握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利

益相关者认知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就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指标的估

算方法、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等展开了研讨，明确了标准编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

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初稿。 

1.4.5 典型草原区草原生态价值试算 

2019 年 11 月，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为典型草原区，依据标准征求意见初稿，

利用规划编制组在该区域长期积累的基础数据，开展了草原生态价值的试算，评

估了呼伦贝尔市草原生态价值，据此征求了行业专家和典型草原区地方部门对于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的意见，形成了标准初稿修改建议。 

1.4.6 形成征求意见的标准二稿 

2019 年 12 月，为了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指数规范的指标科学合理，总结分析

了标准初稿及试算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专家意见和建议，对初稿中存在争议的技

术指标和核算方法，利用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总结与验证，进行了标准初

稿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二稿。 

1.4.7 标准二稿会审 

2020年 6 月 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标准委员会组织在兰州召开了 2019

年草原标准初审会议，包括南志标院士在内的 10 余位专家对本文件二稿进行了

深入研讨，并提出了多项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特别地提出，根据草原征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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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业务需要，建议在本文件中增加“草原征占用补偿”方面的内容，并提出

从目前我国草原征占用估价的实际操作情况考虑，建议通过草原生态价值进行草

原征占用估价。标准编制组接受了上述建议，并对本文件二稿作了进一步修改。 

1.4.8 形成标准三稿并函审 

在标准二稿会审之后，2020 年 7-8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

议，认真修改了标准二稿，形成了标准三稿，通过函评方式邀请 8 位相关领域的

专家对标准三稿进行再次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针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

修改。 

1.4.9 草原征占用补偿估算案例研究 

2020 年 8 月，以青海省天俊县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区，通过核定草原生态价

值，并以此为依据，估算了木里矿区开发征占用草原的生态补偿费用。 

1.4.10 形成标准送审稿（四稿）并送函审 

2020 年 9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三稿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认真修

改了标准文本，形成了标准送审稿（四稿），由草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统一函审，

征求了 25 位草标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1.4.11 形成标准送审稿（五稿） 

2020 年 11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 25 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再次认真修

改了标准送审稿（四稿），形成了标准送审稿（五稿）。 

1.4.12 标委会组织统一审查 

2020 年 12 月 7-8 日，草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了 2019 年度立项标

准审查会议暨草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通过分组 10 位专家审查和全体标委

会委员投票等过程，形成了对标准送审稿（五稿）的修改建议。 

1.4.13 形成标准终审稿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3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审查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认真修改了标准文本，形成了标准终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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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论据 

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的新旧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情况。 

2.1 标准编制原则 

按照 GB/T1.1-2020 给出的规则，结合草原相关政策法规、技术规范与标准，

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编制起草本文件。 

科学性原则。在深入研究草原生态价值的基础上，科学确定草原生态价值评

估的指标体系，给出了分项核算方法与草原生态价值指数评估方法，并列举了核

算参数及其来源，确保评估结果的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 

可行性原则。草原各项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及所需参数等可直接通过生态监

测、地面调查或遥感提取得到，评估内容明确，评估方法简单可操作，便于推广

应用。 

针对性原则。针对草原生态系统可实现价值化的产品与可提供量化的服务价

值开展核算和评估，同时针对行政管理部门、学术研究机构或产业企业等具有价

值评估的单位确定分项评估方法。 

2.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

估指标体系、评估数据来源、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所需各类参数信息。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如下： 

2.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的数据来源、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等，适用

于草原生态价值、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草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草原生态产

品价值化、草原占用补偿等的核算与评估。 

2.2.2 术语和定义的依据 

为便于理解文件的技术内容，本文件列出了 16 个与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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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术语及其定义。 

1）草原生态价值。结合以自然价值论为核心的罗尔斯顿生态价值理论，基

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层面生态价值论（李承宗，2008），以及关于

生态系统价值的主要观点（Constanza et al., 1997），参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生

态系统服务概念框架（图 1）与 GB/T 31118-2014，本文件将草原生态价值定义

为主要由草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决定的可向人类提供的各种服务及惠益的价

值化形式，包括支持服务价值、供给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等主要类别。 

 

图 1.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框架 

2）草原生态价值评估。从自然资源学与宏观生态学角度来看，草原是一种

自然资本，具有商品价值、公益价值、服务价值（谢高地等，2001；梁存柱等，

2002）。因此，本文件将草原生态价值评估定义为利用草原生态系统长期连续定

位观测、草原资源调查、多源遥感监测、生态模型模拟及社会公共资源采集等

方式获得的数据，核算草原生态价值量，并评价其价值高低与变化状况。 

3）草原支持服务价值。参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生态系统支持功能的定义

（MEA，2003），本文件将草原支持服务价值定义为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供给、

调节、文化等其他服务价值的产生必不可少的价值化形式，包括土壤保育、养

分输入等价值。 

4）草原供给服务价值。参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生态系统供给功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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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2003），本文件将草原供给价值定义为草原提供给人类所需各种物质和

能量的价值化形式，包括牧草、其他生产原材料和种质资源等价值。 

5）草原调节服务价值。参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生态系统调节功能的定义

（MEA，2003），本文件将草原调节价值定义为草原生态系统在对水、土、气

的调节过程中可向人类提供的各种惠益的价值化形式，比如气候变化减缓、

微气候调节、空气质量调节和水量水质调节等价值。 

6）草原文化服务价值。参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生态系统文化功能的定义

（MEA，2003），本文件将草原文化价值定义为人类从草原生态系统获得的风景

游憩、美学灵感、故土情结和文化遗产等非物质惠益的价值化形式。 

7）草原土壤保育价值。参考草原通过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减少养分流失的

特性，结合草原生态化学计量的影响因素，本文件将土壤保育价值定义为草原植

被通过降低土壤水蚀和风蚀模数，以达到保持土壤、防风固沙与减少土壤肥力

损失作用的价值化形式。 

8）草原养分输入价值。在对草原营养元素形成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件将养分输入价值定义为草原植被在大气、土壤和降水中吸收 N、P、

K 等营养元素贮存在体内，通过凋落物、根系周转、根系分泌物输入土壤的价

值化形式。 

9）草原牧草供给价值。在广泛参考关于草原产草量的定义相关文献的基础

上，本文件将牧草供给价值定义为草原生态系统提供用于饲养家畜和野生食草动

物食用的草本植物及木本植物当年生嫩枝叶的价值化形式。 

10）草原生产原材料价值。本文件将生产原材料价值定义为由草原生态系

统提供用于生产过程起点的植物原材料的价值化形式。 

11）草原种质资源保育价值。参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2003），

本文件将草原种质资源保育价值定义为草原为生物的繁育、基因以及遗传信息

等起到保育作用的价值化形式。 

12）草原水源涵养价值。本文件将草原水源涵养价值定义为草原生态系统

通过对降水的截留、吸收和贮存，将地表水转为地表径流、土壤水或地下水，

并达到稳定蓄水量，改善、净化水质进而为人类提供可用水资源的价值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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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草原气候变化减缓价值。参考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傅伯杰等，

2017）与草原碳汇相关文献，本文件将气候变化减缓价值定义为草原通过吸收

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形成碳汇从而

达到减缓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价值化形式。 

14）草原微气候调节价值。考虑草原的小气候调节功能，本文件将微气候调

节价值定义为草原植被通过蒸腾作用、光合作用等生物化学过程和辐射能量传

输等生物物理过程改变草原和大气间水分和能量交换，将植物体内水分转变为

水蒸气散失到周边大气，从而达到降低局地温度、增加空气相对湿度的价值化

形式。 

15）草原空气质量调节价值。考虑草原植被的空气质量调节功能，本文件将

草原空气质量调节价值定义为草原植被通过释放氧气和负氧离子，以及阻挡、

过滤、吸附、滞留空气中悬浮颗粒物，从而达到优化空气质量的价值化形式。 

16）草原生态价值指数。本文件将草原生态价值指数定义为反映评估区域

草原生态系统价值高低的比值。 

2.2.3 评估指标体系及其依据 

参考《土地生态服务评估 原则与要求》（GB/T 31118-2014）、《草原健康状

况评价》（GB/T 21439-2008）、《北方草地监测要素与方法》（QX/T 212-2013）、《草

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NY/T 1233）、《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生态效果评

估技术规范》（DB63/T 1342-2015）等评估指标体系，《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2003）以及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傅伯杰等，2017），考虑到草原生态系

统的结构、功能及服务的特性和特征，本文件制定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包括支持服务价值、供给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等 4 个一级生

态价值评估指标、10 个二级生态价值评估指标和 16 个三级生态价值评估指标。 

2.2.4 分项量化核算方法及其依据 

一般通过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影子

工程法、机会成本法、条件价值法等方法量化生态价值。 

1）草原土壤保育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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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物固土/固沙工程成本换算法、有机肥市场价格法核算土壤保育价值。 

土壤保育通过计算土壤保持量、防风固沙量、养分固持量评估草原生态系统

固土固沙固养分的能力。参考土壤保持服务、防风固沙服务评估方法，利用草原

土壤水力、风力侵蚀量与裸地侵蚀量的差值表征草原生态系统的侵蚀调节能力，

侵蚀量估算参考“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可根据土壤水蚀模

数计算方法（实测径流泥沙资料统计分析、野外及室内人工模拟降雨测定、野外

沟道侵蚀量或冲淤量的量测、小水库、塘坝、淤地坝淤积量的量测、水文站泥沙

输移比推算、铯 137 含量测定、RULSE、CSLE 等土壤侵蚀模型）、土壤风蚀模

数计算方法（飞沙量的定点观测、野外调查、风洞模拟试验测定、多类风蚀数学

模型）得到。经分析，推荐了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LSE）和中国土壤流

失方程（CSLE）计算土壤水蚀模数；推荐了修正风蚀方程（RWEQ）、风蚀预报

系统（WEPP）、中国土壤风蚀模型计算土壤风蚀模数。养分固持量参考“中性、

石灰性土壤铵态氮、有效磷、速效钾的测定联合浸提-比色法”（NY/T1848-2010），

可通过土壤养分含量采样测定或径流 N、P、K 流失率测定得到。2）草原养分输

入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有机肥市场价格法核算养分输入价值。 

参考“中性、石灰性土壤铵态氮、有效磷、速效钾的测定联合浸提-比色法”

（NY/T1848-2010），可通过 植物养分持留量采样测定、枯落物分解养分采样测

定、降水中 N、P、K 元素测定等方法核算养分输入价值。 

3）草原牧草供给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同类饲草料市场价格法核算牧草供给价值。 

牧草供给量核算方法主要有样方测定法、多因子权重回归产草量模型、NDVI

线性回归方程、生态模型模拟法等。经分析，推荐了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模型或经

验模型。 

4）草原生产原材料供给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植物性生产原材料市场价格法核算植物性生产原材料供给价值。 

植物生产原材料供给价值核算的核心是评估区域草原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

的植物原材料等的价值，核算基础是产品产量数据与产品市场价格。依据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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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普适性和可获取性，本文件推荐了油料、药用、纤维等草原植物原材料等供

选择。 

5）草原种质资源保育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单位面积草原种质资源保育价值法核算种质资源保育价值。 

参考《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评估技术规程》（LY/T 2649-2016）、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LY/T 1814-2009），可通过直接观测或查阅

法获取物种丰富度、生态系统类型、动植物物种数量等，推荐利用生物多样性综

合保护价值指数与种质资源保护价值指数量化种质资源保育价值。 

6）草原水源涵养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水库单位库容成本法、污水处理价格法核算水源涵养价值。 

水源涵养价值以水量调节和水质净化为主，水量调节核算方法主要有土壤蓄

水能力法、综合蓄水能力法、林冠截留剩余量法、水量平衡法、降水储存量法、

年径流量法、地下径流增长法、多因子回归法等（张彪，2009）。对于草原生态

系统，水量平衡法被认为是计算水源涵养量最完美的方法，降水储存量法简便易

行、可操作性强（吴丹，2016）。因此，本文件推荐水量平衡法和降水储存量法，

依据评估区域草原特点选择使用。 

水质净化核算方法基于一个假设，即降水经过草原生态系统转化径流，水质

皆有所提升（徐芳，2016），因此水质净化的水量即为水量调节量。参考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本文件选

择以污水处理代价作为衡量草原水质净化价值的依据，以草原水量调节量为水质

净化量。 

7）草原气候变化减缓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碳税替代价格法核算气候变化减缓价值。 

气候变化减缓价值以碳固定为主，草原生态系统碳固定核算方法主要有通量

观测法、生物量转换法、生产力转换法等，基于不同时空尺度的数据易获取性，

本文件推荐了 NPP 转换法、模型模拟法。 

8）草原微气候调节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空调制冷效率、加湿器工作效率、电费单价法核算微气候调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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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气候调节价值量化为通过蒸腾降温、增湿，草原具有降温增湿效应（王修

信，2006），参考《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价技术规范》（DB11/T 659-2018），本文

件利用草原降温吸热量、增湿量，结合空调制冷与加湿器的成本法，评估草原的

微气候调节价值。 

9）草原空气质量调节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医用氧气替代价格法、空气清新机运行费用法、削减灰尘成本法核算空

气质量调节价值。 

空气质量调节以释放氧气和负离子、滞尘为主要指标，参考《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观测技术规范》

（LY/T 2586-2016），本文件利用测定得到的不同草地类型的单位面积的释氧量、

释放负离子量和滞尘量估算评估区域的总量。 

10）草原文化价值核算方法及依据 

利用草原生态旅游收益法核算风景游憩价值。 

文化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分为直接市场法、旅游成本法、支付意愿调查法、条

件价值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由于主观性较强，在不同区域得到结果差

异较大，无法横向比较。参考《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价技术规范》（DB11/T 

659-2018），本文件推荐利用草原生态旅游收益核算草原生态系统风景游憩价值。 

2.2.5 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方案及依据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草原生态系统，在生物量、生产力、产草量等指标以

及牧草供给、碳固定、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等功能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本文件的评估区域以行政单元或自然地理单元为主，评估时间以年计。 

第二，根据评估区域草原生态系统特性，参考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确定纳入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的指标。 

第三，参考推荐使用的草原生态价值物质量计算方法，选择各类生态价值评

估指标的物质量计算方法。 

第四，获取物质量计算所需样地尺度数据，作为指标物质量计算的输入参数

和验证数据，利用选择的物质量计算方法，获取区域尺度各评估指标的物质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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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数据。 

第五，收集社会公共资源数据，依据草原生态价值分项核算方法计算分项生

态价值量，获取评估区域分项价值量空间分布数据。 

第六，利用空间统计方法汇总分项生态价值量，得到评估区域的草原生态总

价值，进一步利用草原生态价值变化量和草原生态价值指数进行区域草原生态价

值评估。 

2.2.6 草原生态价值评估方法及依据 

为了在同一水平比较草原生态价值高低，本文件推荐利用草原生态总价值、

单位面积草原生态价值、草原生态价值变化、草原生态价值指数（GEVI）评估

区域的草原生态价值。 

草原生态总价值是将分项草原生态价值汇总到得到评估区域的草原生态价

值，数据格式包括统计和栅格两种类型。 

单位面积草原生态价值即评估区域的单位面积草原生态价值量。 

利用评估时段（一年或多年平均）草原生态单项价值或总价值，与本底时段

（三年以上的年平均）草原生态单项价值或总价值的差值和变化率对草原生态价

值的变化状况进行评估。 

评估区域内，将评估年草原生态价值最高值作为对照，通过其他核算单元或

栅格像元的草原生态价值与该对照值的比值，计算草原生态价值指数（GEVI），

值域范围 0~1。利用 GEVI 评估区域的草原生态价值，GEVI 越大，草原生态价

值越高，反之则越低。 

2.2.7 草原征占用补偿核算方法及依据 

草原征占用导致其生态功能丧失，极大地削弱了其生态价值，因此，在核算

草原征占用的生态补偿费用时，首先核算评估区域草原的单位面积生态价值，根

据征占用草原面积、单位面积生态价值及草原征占用补偿调整系数，可初步估算

草原征占用的补偿费用。 

 

三、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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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

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无论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还是生态系统管理与利用，都需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需要实施生

态责任制度化，需要开展生态资源资产价值化、市场化、金融化，需要充分认识

生态产品价值属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如何计量并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是关键手段。

本文件对于准确核算并评估草原生态系统价值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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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国内没有关于草原生态价值评估的同类标准，本文件参考了我

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及生态资产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引用了国内外文献资料

中的相关方法，根据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状况而制定。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条款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编制组内部，编制人员对一些有争议的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进而

形成了共识。主要包括： 

1、关于广义或狭义生态价值概念及其内涵的确定 

对于“生态价值”概念的理解，广义概念认为生态价值是一种自然价值，即

自然物之间以及自然物对自然系统整体所具有的系统功能，包括三个方面的含

义：1）地球上任何一个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积极

的价值。2）地球上任何一个物种及其个体的存在，对于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稳

定和平衡都发挥着作用。3）自然界系统整体的稳定平衡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因而对人类的生存具有生态价值。狭义概念针对人类而言，即广义概念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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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含义，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繁衍生息的大地、清洁的水、由各种不同气体按一

定比例构成的空气、适当的温度、恰当的动植物多样性等等自然条件构成的人类

生存环境所具有的价值。 

参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生态资源资产核算等研究进展和标准规范，将

本文件制定的草原生态价值评估中生态价值定义为：由草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决定的可向人类提供的各种服务、产品及惠益的价值化形式，包括支持服务价值、

供给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等。 

2、基于草原生态价值核算的草原征占用补偿费核算 

2020 年 6 月 8 日，国家林草局草原标准编委会组织在兰州召开了 2019 年草

原标准初审会议，包括南志标院士在内的 10 余位专家领导对本文件二稿进行了

深入研讨，并提出了多项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专家建议根据草原征占用管理

的业务需要，在本文件中增加“草原征占用补偿”方面的内容，并提出从目前我

国草原征占用估价的实际操作情况考虑，建议草原征占用补偿通过草原生态价值

估算。基于本文件规定的草原生态价值核算方法计算得到评估区域的单位面积草

原生态价值，结合征占用草原面积及其调整系数，可估算得到草原征占用补偿费

用。2020 年 8 月，依据本文件，核定了青海省天俊县草原生态价值，并以此为

依据，核算了木里矿区开发征占用草原的补偿费用。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为公益类标准，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

全、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一，因此

建议作为推荐性林草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本文件对于草原生态价值核算与评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议尽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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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目前无相关标准，因此不存在代替或废止现行标准问题。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