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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背景 

草原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草原资源，在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所能承养牲畜的能力，可表述为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的适宜牲畜数量，也可

使用草原承载力压力指数来表征。草原资源承载力的概念是以载畜量的形式应用

于草原资源利用管理、草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等领域，是实施以草定畜、草畜平

衡等制度的重要依据。 

我国草原资源丰富，但是草原经营管理水平较发达国家相对落后，加上气候

和人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草原资源退化形势严峻。草畜平衡是草原资源承

载力监测与评估的核心内容。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我国学术界就提出过“以草定

畜、草畜平衡”的概念，但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并没用得到认同和重视。随着草

原生态问题日益加剧，国家开始重视草畜平衡问题，发布相关文件、制定法律条

文、规范草畜平衡监测方法，进而制定了草畜平衡制度。在草畜平衡制度实施方

面，内蒙古自治区是起步最早、进展最快的省份，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草畜

平衡制度的推广与实施。2000 年自治区政府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暂

行规定》和《关于开展草畜平衡试点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字〔2000〕160 号文件)，

组织制定了《草畜平衡试点工作方案》，2015 年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禁牧和草

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从 2000 年开始，甘肃省出台了《关于在全县推行以草定

畜、草畜平衡的意见》，启动了草畜平衡试点工作，2012 年发布了《甘肃省草畜

平衡办法》和《甘肃省草原禁牧办法》。面对我国草原退化沙化的严峻态势，2010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

民增收》的决定，从 2011 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 134 亿元，在内蒙古、

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 8 个主要草原省（区），全面建立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包括实施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落实对牧民的

生产性补贴政策、安排奖励资金等举措。这是国家高度重视草原保护建设和牧区

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的战略措施。 

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探索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

警机制，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接近或超过承载能力的地区，及时采取区域限批

等限制性措施。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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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研究制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建立资源环境监测预警数据库和信息技术平台，定期编制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报告，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超过或接近承载能力的

地区，实行预警提醒和限制性措施。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建立

手段完备、数据共享、实时高效、管控有力、多方协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

预警长效机制，切实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实施土地资

源管控措施。对草原资源超载地区，研究实施禁牧休牧制度，禁止草原非农非牧

使用；对临界超载地区，严格限制草原非农非牧使用；对不超载地区，实施草畜

平衡制度。 

2015 年 9~10 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中科院及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的《牧区地

区专项评价——试评价》，选取典型牧区青海省泽库县、典型半牧区河北省丰宁

县，测算草原承载力压力指数，评估两县的草原承载状况。11 月，对河北省丰

宁、围场、沽源、康保、尚义和张北等坝上 6 个半农半牧县开展试评价。根据

2016 年 2 月 23 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的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专

题研讨会会议精神，继续在京津冀地区开展试评价工作。2016 年 3~4 月，开展

了《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京津冀地区试评价》。2016 年《关于建

立草原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试评价工作的通知》（农牧草便函〔2016〕56

号）提出，在京津冀地区开展陆域牧区专项评价，范围覆盖河北省丰宁、围场、

沽源、康保、尚义和张北等坝上 6 个半农半牧县。依据（发改规划〔2016〕2043）

文件精神，在对京津冀地区试评价基础上，研究形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

警技术方法（试行）》，并印发执行，提出“基于产草量、实际载畜量和理论载畜

量的单项指标评价确定草原承载力压力指数”的牧业地区专项评价方法。按照《发

改办规划〔2016〕2610 号》文件要求，2017 年针对长江经济带也开展了牧区专

项评价工作。 

从草原资源承载力相关研究来看，我国率先应用草原承载力理论开展相关研

究，始于 1996 年的内蒙古、福建等地。而早在 1966 年，德国就以非洲肯尼亚为

研究区域开展草原承载力研究。国外对草原承载力的研究较中国发展早了近 30

年。从研究内容看，草原承载力研究大致可分为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监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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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范等方面，其中理论研究占比较大，约一半左右，其次是技术方法类和应

用示范，而监测评价等方面的内容占比较少。随着社会对生态文明重视程度不断

加大，研究者对草原承载力的研究也在不断加深，监测技术随之日渐成熟，草原

资源承载力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牧业地区虽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就我国草原而言，具有面

积广大、草原类型众多、禁牧休牧等草原管理措施多样等特点，目前我国天然草

原资源承载力到底有多大？空间上具有怎样的分布特征？天然草原资源能承载

多少牲畜？天然草原资源能提供多少牧草？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准确

监测与评价草原资源承载力对草原生态系统和畜牧业生产都具有积极地影响。本

标准主要介绍天然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技术规范。 

二、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关于签订 2019 年林业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

合同的通知》（林科标便字〔2016〕35），林业行业标准《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

评价技术规范》制定（项目计划编号 2019-LY-032），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承担，期限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2.2 协作单位 

标准编写的协作单位主要包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管理司，北京林业大学。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前期研究工作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结合标准起草组承担的 2005~2019 年草原遥感监

测的相关任务，依托大量草原地面样方和入户调查数据，针对草畜平衡宏观估算

精度低、时效性差等技术难点，在部分采纳农业行业标准《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

的计算》（NY/T 635-2015）的基础上，针对县域行政单元，在多次参数调试和地

面验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草原资源承载力指数模型和评价方法，通过在全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旗）的应用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标准起草组完成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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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旗）的监测成果被纳入 2005-2017 年、2019 年的《全国草

原监测报告》对外发布。 

2.3.2 补充研究工作 

前期研究工作的区域主要是针对全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旗，而对其他区域

的监测评价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标准起草组在 2015~2017 年还承担了

“牧区地区专项评价”工作，该工作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中科院及国家相关部

委参加的“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深化改革任务（中办〔2014〕

8 号）的其中一项内容。标准起草组在 2015 年选取典型牧区青海省泽库县、典

型半牧区河北省丰宁县，测算了两县的草原承载力压力指数，评估了两县的草原

承载状况；同年 11 月，对河北省丰宁、围场、沽源、康保、尚义和张北等坝上

6 个半农半牧县开展草原资源承载力试评价。2016 年对京津冀地区开展了牧区专

项评价。2017 年，针对非牧区半牧区典型地区的长江经济带也开展了牧区专项

评价工作。通过工作的开展，对“基于产草量、实际载畜量和理论载畜量的单项

指标评价确定草原承载力压力指数”的牧业地区专项评价方法进行了完善和应用。 

2.3.3 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组 

标准计划任务下达后，本标准承担单位和负责人成立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管理司、北京林业大学等不同

单位的十余个不同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组成的标准编制组，制定了相关工作计划，

明确了项目成员的分工。 

（2）收集相关文献和标准 

根据工作计划进度安排，标准编制组认真地进行了资料收集和前期调研工作。

广泛收集和调研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技术文献等资料。编制组针对资源承

载力的技术需求、概念及内涵、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等内容，收集了国内

外有关草原资源承载力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地面调查监

测技术等方面的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以及草原资源承载力的相关政策和相关文

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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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分析与标准撰写 

编制组对前期在 268 个牧区半牧区、以及在青海、河北、京津冀地区和长江

流域等地开展的草原资源承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按照标准编制的要

求，开展了《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 

2.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杨秀春、杨智、金云翔，纪宝明，董世魁、徐斌、苏德

荣 7 位研究人员，分别完成标准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表 1 起草小组成员及工作一览表 

姓名 职称/职务 专业 单位 主要工作 

杨秀春 研究员 草原遥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主持标准前期研究工

作，负责标准撰写 

杨  智 工程师/处长 生态学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管

理司 

总体设计，参与标准撰

写 

金云翔 副研究员 草原遥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负责标准前期研究工

作，组织标准撰写 

纪宝明 教授 草原学 北京林业大学 
技术指导 

参与标准撰写 

董世魁 教授 草原学 北京林业大学 
技术指导 

参与标准撰写 

徐  斌 研究员 草原遥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总体设计，技术指导 

参与标准撰写 

苏德荣 教授 草原学 北京林业大学 
技术指导 

参与标准撰写 

 

（4）征求意见、整理送审 

① 标准于 2020 年 6 月 9 日通过会议初审，专家建议在宏观尺度明确草原资

源承载力的内涵，侧重从天然草原的角度进行草原资源承载力的评价，去掉补充

饲料的相关内容等。会评专家主要有 10 位，具体名单如下： 

表 2 标准初审专家名单 

姓名 单位 

师尚礼 甘肃农业大学 

白永飞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白史且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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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江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韩天虎 甘肃省草原技术推广总站 

侯扶江 兰州大学 

韩国栋 内蒙古农业大学 

刘爱军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勘察规划院 

周  俗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 

 

② 2020 年 8 月 18 至 10 月 7 日为标准征求意见阶段，收到《征求意见稿》

反馈意见的单位数为 7 个，提出意见专家数量为 8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反馈

意见数量为 46 个；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 11 个，部分采

纳 27 个，未采纳 8 个。 

表 3 标准征求意见专家名单 

姓名 单位 

樊江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韩国栋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青丰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向林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梁天刚 兰州大学 

师尚礼 甘肃农业大学 

唐川江 四川省草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唐海萍 北京师范大学 

 

③ 2020年 10 月 8日至 2020年 11月 30日，送审稿征求意见阶段，标委会

共有 24 位专家提出了修改意见，包括师尚礼、白永飞、刘爱军、李向林、王德

利、卢琦、张泽华、孙宝宇、张英俊、邓波、韩国栋、侯扶江、陈曦、高文渊、

韩天虎、王林、李卫军、刘桂香、周俗等专家，针对专家建议，标准稿规范了 8

个术语的定义和部分英文；修改了规范性文件行标的引用，保留密切相关其引用

的 2 个；标准格式按照 GB/T 1.1--2020 标准起草格式要求做了修改。 

④ 2020 年 12 月 8 日为标准审定阶段，审定会议专家为 9 人，专家组一致

通过标准审查，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 

表 4 标准审定会议专家名单 

姓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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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军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勘察规划院 

白史且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张英俊 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德利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李向林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玉  柱 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 

徐有学 青海省草原总站 

邓  波 中国草学会 

孙  涛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监测中心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 

3.1 编制目的 

编制《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规定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

评价的术语与定义、监测与评价的内容，规范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技术

方法。 

3.2 编制原则 

3.2.1 科学性和先进性原则 

积极借鉴和利用草原资源承载力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依据草畜平衡制度，

参照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理论载畜量核定等技术标准与规范，规定草原资源承

载力所涉及的术语与定义，制定指标测算方法，构建草原资源承载力技术标准体

系，该体系应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3.2.2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针对草原资源这一核心研究对象，确定承载力涉及的指标和技术方法，确保

所制定的指标和技术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为草原资源承载力准确监测

与评价提供技术规范。 

3.2.3 可比性和稳定性原则 

根据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承载力涉及的指标和技术方法应

呈现标准化的特点，承载力计算的过程和结果应具有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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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术依据 

目前国内外尚无关于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方面的技术标准及规范。国

内和其他行业涉及承载力相关的标准有： 

表 5 相关标准规范 

标准号 标准名称 

NY/T 635-2015 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的计算 

NY/T 1176-2006 休牧和禁牧技术规程 

NY/T 1233-2006 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NY/T 1343-2007 草原划区轮牧技术规程 

NY/T 2998-2016 草原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GB/T 21439-2008 草原健康状况评价 

NY/T 635-2002 天然草地理论载畜量的计算 

3.4 技术路线 

通过广泛的文献和资料查询，对国内外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相关法

律法规及其标准的研究与制定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详细的综合调研，确定草

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业务需求与主要内容，参考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根

据我国相关政策和法规，制订《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具体标

准规范制定的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3.5 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在编写《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标准的过程中，广泛分析和

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和资料、相关行业的标准和规范。以实际应用为出发点，

在保持与相关行业标准一致的基础上，本标准注重了科学性和先进性、适用性和

可操作性、可比性和稳定性的原则。 

根据草原资源的基本特征，考虑有关部门对草原资源保护的职能需求，以现

有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研究基础，提出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技

术体系。采用文献检索、专家咨询和验证分析等方法，从草原生态健康和草原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以承载力为核心，筛选和确定了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

与评价的框架结构，以及指标和技术方法。 

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技术方法将地面监测、遥感监测和调查统计相

结合。地面监测充分考虑样地布设的原则，以及样地样方信息采集的数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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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指标等，获取草原生物量地面信息；遥感监测是将地面生物量和遥感植被

指数时空同步，利用遥感方法反演地上生物量的现存量；采用调查统计方法得到

实际牲畜数量和完全放牧天数，测算家畜采食牧草总量和天然草原能提供的生物

量，为天然草原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提供数据信息。 

 

图 1 技术路线图 

 

本标准技术内容主要包括：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和草原资源承载力评价。 

3.5.1 适用范围确定的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的内容和技术方法，其目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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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草原资源承载力，应用统一的技术规范进行监测与评价，若草原资源承载力

超出草畜平衡范围则进行预警和采取限制性措施，有助于加强草原生态系统健康

和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 

本标准使用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标准适用于天然草原资源承载力的监测与评价。根据牲畜饲养的方式

和放牧的特点，在维持牲畜正常生长、发育的饲料全部来自于天然草原时，此时

天然草原提供了牲畜已经采食的生物量，以及现存的还可供饲养牲畜的生物量。

由此，本标准明确规定了天然草原资源承载力的监测与评价的技术方法体系。 

二、本标准还适用于与天然草原资源承载力相关的生物量和家畜采食牧草总

量等数据的测算。本标准采用地面监测、遥感监测和调查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获取

指标数据，给出了地上现存生物量和家畜采食牧草总量等的技术方法。因此，本

标准适用于生物量、家畜采食牧草总量等的测算。 

三、本标准不适用于野生动物的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 

3.5.2 术语和定义确定的依据 

本标准列出了 8 个术语，包括草原、草原资源、草原资源承载力、理论载畜

量、实际载畜量、草畜平衡指数、地上生物量、家畜采食牧草总量。 

（1）草原 

生长草本植物或兼有灌木和稀疏乔木，可以为家畜和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和生

产场所，并可为人类提供优良生活环境及生物产品，是多功能的土地—生物资源

和草业生产基地。 

（2）草原资源 

草原资源是指草原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总称，具有数量、质量、空间结

构特征，有一定分布面积，具有生产、生态等多种功能的一种自然资源。该定义

引自于《中国草地资源》。本规范主要指天然草原资源。 

（3）草原资源承载力 

本技术规范所指的草原资源承载力的定义，是根据任继周先生（1961 年和

1973 年）载畜量的定义“以一定的草原面积，在放牧为基本利用方式，在放牧

适度原则下能够使家畜良好生长及正常繁殖的放牧时间以及放牧头数”。还进一

步参照了 1989 年美国《草原管理名词术语汇编》，载畜量是指在一定的面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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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利用饲草资源的总量可能饲养的家畜头数。并参照了沈渭寿等著的《区域

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研究》中对资源承载力的定义。本规范主要指“在一定区

域和时间内，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持草原生态良性发展为条件，草原资源

对放牧家畜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 

（4）理论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 

本技术规范所指的理论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参照 NY/T 635-2015 天然草

原理论载畜量的计算，以及任继周先生主编的《草业大辞典》，将理论载畜量定

义为在适度放牧利用并保障草原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满足家畜正常生长、繁

殖的需求，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草原面积上所能承载的最多家畜数量；实际载畜

量定义为在一定放牧时期内，在一定面积草原上实际承养的家畜数量。 

（5）草畜平衡指数 

本技术规范所指的草畜平衡指数是一定区域和时间内，通过天然草原提供的

饲草饲料量与所饲养的牲畜所需的饲草饲料量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即由实际载

畜量和理论载畜量通过数学运算构建的指数，是衡量草原承载力被利用程度的一

个指标。该引自于徐斌等著的《草原植被遥感监测》。 

（6）草原地上现存生物量 

生物量的定义引自于任继周先生主编的《草业大辞典》，本规范主要指在单

位时间内、单位面积上，草原地上植物部分实存生活的有机物质的数量。 

（7）家畜采食牧草总量 

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内，放牧家畜实际采食牧草的总生物量，是根据实际放牧

牲畜数量和放牧天数来计算的。 

3.5.3 地面监测方法选择的依据 

草原地上现存生物量指标是通过地面监测和遥感监测来测算的，地面监测是

生物量信息获取的一个重要来源。本规范参照 NY/T 2998-2016 草原资源调查技

术规程执行，并结合长期地面监测实践，在已有标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样地监测指标主要包括：草原类型、土壤质地、地表特征、利用方式等。样

地监测主要采用外业调查方法，在野外观测样地指标的特征，客观描述并记录信

息。 

样方调查指标主要包括：样方经纬度、地上生物量、植被覆盖度、草群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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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主要植物种名称等信息。样方监测采用定位设备获取样方空间位置信息，

采用刈割法测定草原地上生物量，使用目估法、针刺法、样线法或植被盖度仪等

方法测定样方的植被覆盖度，并利用卷尺等工具测量叶层的平均自然高度，记录

样方内 2~3 种主要植物种的名称。 

3.5.4 遥感监测方法选择的依据 

依据遥感植被指数与草原植被生物量具有良好相关关系的特点，使用地面样

地和样方调查数据，结合时空同步的遥感植被指数数据，构建地面和遥感关系模

型，遥感反演草原地上现存生物量。本部分内容主要参照了徐斌等著的《草原植

被遥感监测》，以及草原生物量相关研究成果。 

（1）遥感数据的准备 

根据生物量遥感监测的需求和目标，选择包含可见光三波段和近红外波段、

云量低于 10%、7 月至 8 月份草原植被生长盛期的遥感影像数据，南方草地参见

NY/T 635-2015 中的第 4.1.2 条执行。获取的遥感数据一般包括 MODIS 数据，

Landsat、Sentinel 2A/2B 和国产高分等卫星影像数据。首先，下载草原植被生长

旺期的遥感数据，然后，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几何校正等预处理，最后，

利用遥感数据不同波段的反射率计算植被指数。 

（2）构建地面和遥感时空同步的数据库 

对地面样地数据与遥感植被指数进行时空匹配，构建地面和遥感时空同步的

数据库，为草原分区分类建模提供数据源。 

（3）分区分类构建生物量遥感监测模型 

根据生态地理单元空间分异、草原功能主导性、县级行政边界完整性等原则，

综合考虑地形地貌、草原类型的特征和空间分布等因素，形成草原分区分类方案，

叠加基础地理信息底图，划分出若干个用于生物量遥感测算的均质区。根据构建

的地面和遥感时空同步数据库，采用统计回归、机器学习等多种方法建立分区生

物量遥感监测模型。 

（4）模型精度检验与评价 

利用预留的样地数据对模型进行精度检验，并对模型预测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当不符合精度要求时对各测算单元数学模型进行优化和调整，基于误差最小原则

筛选出各分区最优的草原生物量遥感监测模型。 

（5）生物量反演与结果分析 

根据获取的遥感数据，利用优选的生物量遥感监测模型反演草原生物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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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生物量的数量及空间分布，通过统计分析应用于草原资源承载力的计算。参照

NY/T 635-2015 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的计算，将生物量鲜重转换为生物量干重。 

若有其他数据来源，根据数据获取情况，也可采用遥感机理模型等进行生物

量估算。 

3.5.5 调查统计法选择的依据 

通过调查内容和指标设计，制作调查统计表格，发放到牧户、企业和相关单

位，获取牲畜存栏数和完全放牧天数等调查统计数据。本部分内容主要参照了徐

斌等著的《草原植被遥感监测》，NY/T 635-2015 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的计算，

以及草畜平衡和承载力相关研究成果。 

（1）草食家畜数量获取 

草食家畜数量为天然草原实际放牧的牲畜数。按统计部门的上年末牲畜存栏

数，需要剔除补饲、舍饲的牲畜数。还可由各地填报县级调查和入户调查的统计

表获取。 

（2）家畜放牧情况调查 

主要通过县级调查和入户调查的方式获取，调查指标包括各地完全放牧天数。 

3.5.6 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依据 

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的计算步骤包括：可利用生物量计算、实际载畜量计算、

家畜采食牧草总量计算、理论载畜量计算、草原资源承载力指数计算。 

（1）可利用生物量的计算 

可利用生物量是在生物量鲜重遥感测算后，通过草原标准干草折算系数、放

牧利用率和可利用草原面积比例等系数进行的折算。可利用生物量的计算公式如

下： 

𝑌𝑢 = 𝑌𝑔 ×𝑅×𝐻 × 𝑈                     （1） 

式中： 

Yu——可利用生物量，kg； 

Yg——地上现存生物量鲜重，kg； 

R——不同草原类型的干鲜比； 

H——标准干草折算系数；按照 NY/T 635-2015 标准中的表 3 执行； 

U——放牧利用率，%；按照 NY/T 635-2015 标准中的表 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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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载畜量的计算 

𝑁𝑠 = ∑(𝑀𝑖 × 𝑅𝑖)                     （2） 

式中： 

Ns——实际载畜量，羊单位； 

i ——草食家畜种类； 

Mi——草食家畜数量，头，包括牛、羊、马、驴、骆驼等草食家畜； 

Ri——标准家畜单位的折算系数，羊单位/头；按照 NY/T 635-2015 标准中的

表 4 执行。 

（3）家畜采食牧草总量的计算 

家畜采食牧草总量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宏观估算中，可以进行简化，以

完全放牧天数进行粗略的估算，可用在某段时间完全放牧的情况下被牲畜采食的

草产量来估算。牧区和半牧区县（旗）的牲畜数据主要来自于上年度末畜牧业填

报的调查统计数据。参见 NY/T 635-2015 中的表 4。家畜采食牧草总量的计算公

式如下： 

𝑌𝑒 = 𝑁𝑠 × 𝐷 × 𝐼                         （3） 

式中： 

Ye——家畜采食牧草总量，kg； 

Ns——实际载畜量，羊单位； 

D——完全放牧天数，d； 

I——羊单位日食量，kg/（d羊单位）。 

（4）理论载畜量的计算 

𝑁𝑐 =
𝑌𝑢+𝑌𝑒

𝐼×365
                             （4） 

 

式中： 

Nc——理论载畜量，羊单位； 

Yu——可利用生物量，kg； 

Ye——家畜采食牧草总量，kg； 

I——羊单位日食量，kg/（d羊单位）。 

羊单位日食量参照《中国草地资源》、NY/T 635-2015，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5）草畜平衡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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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𝐿𝐵𝐼 =
𝑁𝑠−𝑁𝑐

𝑁𝑐
× 100%                     （5） 

式中： 

𝑃𝐿𝐵𝐼——草畜平衡指数，%； 

Ns——实际载畜量，羊单位； 

Nc——理论载畜量，羊单位。 

3.5.7 草原资源承载力评价 

根据草畜平衡指数的计算结果划分草原资源承载力等级，开展分级评价，划

分等级主要根据我国大量的放牧试验结果、有关专家的建议和多年应用实践而确

定的。根据草畜平衡指数，将承载状态划分为不超载、草畜平衡、超载、严重超

载等 4 级。 

 

表 6 草原资源承载力评价标准 

承载状态 指标范围（%） 

严重超载 PLBI > 50 

超载 10 < PLBI ≤ 50 

草畜平衡 0 < PLBI ≤ 10 

不超载 PLBI ≤ 0 

 

四、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结

论，预期的经济效益 

4.1 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根据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和评价的技术方法体系，结合 2019 年全国草原资

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任务，相关监测结果如下：牧区、半牧区县旗监测个数总计

为 268 个，草地面积 253.2 万 km2。理论载畜量共计为 26783 万羊单位，而实际

载畜量为 29715 万羊单位，载畜平衡指标为 10.95%。载畜不足和载畜平衡的县

（旗）总计有 143 个（表 7）。 

载畜不足和载畜平衡县（旗）的草原面积占牧区半牧区草原总面积的 68.81%；

超载以上的草原面积占其总面积的 31.19%。 



16 

表 7 全国牧区、半牧区县（旗）草畜平衡总体情况 

承载状态 旗县个数 
理论载畜量 

（万羊单位） 

实际载畜量 

（万羊单位） 

草畜平衡指数

（%） 

载畜不足 53 7811 4839 -38.04 

草畜平衡 90 9086 9363 3.04 

超载 93 7629 10971 43.81 

严重超载 32 2257 4542 101.26 

超载 268 26783 29715 10.95 

 

牧区、半牧区县（旗）中，载畜不足的有 53 个，占牧区半牧区草原总面积

的 33.59%。理论载畜量为 7811 万羊单位，实际载畜量为 4839 万羊单位，载畜

不足的县（旗）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四川、青海等省区。 

载畜平衡的县（旗）有 90 个，占牧区半牧区草原总面积的 31.28%。实际载

畜量为 9363 万羊单位，实际载畜量略大于理论载畜量，但仍处于载畜平衡状态。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区。 

超载的县（旗）有 93 个，占牧区半牧区草原总面积的 23.05%。实际载畜量

为 10971 万羊单位，而理论载畜量为 7629 万羊单位，平均超载指标为 43.81%。

超载的县（旗）主要分布在四川、西藏、新疆等省区。 

严重超载的县（旗）有 32 个，占牧区半牧区草原总面积的 8.14%。理论载

畜量为 2257 万羊单位，而实际载畜量达到了 4542 万羊单位，超出了 2285 万羊

单位。严重超载的县（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 

4.2 预期的经济效益 

我国已全面推行草原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实施了退牧还草、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等草原重大生态工程，准确监测与评价草原资源承载力是该制

度成功实施的关键，也是草原工程实施成效的保障，以及保持草原生态系统健康

和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本技术规范提出的，采用地面监测、遥感监测和调查统计等方法相结合的草

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体系，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

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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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用的国际标准 

本标准根据草原资源承载力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没有引用国际标准，只是参

考美国、加拿大的草地健康评价指南文献资料。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无冲突，并保证了对该标准最新版本的引用。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主要侧重以县级为最小行政单元来评价草原资源承载力，主要研究天

然草原提供的饲草饲料量和天然草原实际放牧家畜之间的承载关系。而同批的

《草畜平衡评价标准》侧重从群落特征和不同草地类型放牧家畜角度评价草畜平

衡。两个标准侧重不同尺度、不同视角，满足不同评价目标的需求，两个标准并

不矛盾。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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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其它标准。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目前国内无相关标准，因此不存在代替或废止现行标准问题。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18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 2002. NY/ T635-2002. 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的计算（NY/ 

T635-2002）.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 2006. NY/ T635-2006. 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的计算（NY/ 

T635-2006）.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3. 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全国畜牧兽医总站. 1995. 中国草地资源.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 

4. 徐斌，杨秀春，金云翔. 2016. 草原植被遥感监测. 北京：科学出版社. 

5. 徐斌，杨秀春，金云翔，等. 2012. 中国草原牧区和半牧区草畜平衡状况监测与评价. 地

理研究，31（11）：1998-2006. 

6. 徐斌，杨秀春. 2009. 东北草原区产草量和载畜平衡的遥感估算. 地理研究，28（2）：

402-408. 

7. 汪诗平. 2006. 天然草原持续利用理论和实践的困惑. 草原学报，14（2）：188-192. 

8. 李青丰. 2011a. 草畜平衡管理系列研究（1）——现行草畜平衡管理制度刍议. 草业科学，

28（10）: 1869-1872. 

9. 李青丰. 2011b. 草畜平衡管理系列研究（2）——对现行草原载畜量计算方法的剖析和

评价. 草业科学，28（11）：2042-2045. 

10. 李青丰. 2012. 草畜平衡管理系列研究（4）——草畜平衡计算软件开发. 草业科学，29

（01）：117-120. 

11. 韩国栋，卫智军，许志信. 2001. 短花针茅草原划区轮牧实验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9）：60-67. 

12. 侯向阳，尹燕亭，运向军，等. 2013. 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模式转移研

究. 草原学报，35（1）：1-11. 

13. 黄富祥，高琼，赵世勇. 2000. 生态学视角下的草原载畜量概念. 草业学报，9（3）：48-57 

14. 贾幼陵. 2005. 关于草畜平衡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草原学报，14（4）：29-34. 

15. 李刚，王道龙，辛晓平，等. 2009. 锡林浩特市草原载畜量及草畜平衡分析. 草业科学， 

26（1）：87-93. 

16. 李洪泉，兰阳，刘刚，等. 2009. 草畜优化条件下草原生态载畜量测算方法新探. 草业学

报，18（5）：262-265. 

17. 李文娟，九次力，谭忠厚，等. 2012. 青海省草原生产力及草畜平衡状况研究. 资源科学，

34（2）：367-372. 

18. 杨理，侯向阳. 2005. 以草定畜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中国农学通报，21（3）：346-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