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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自然教育实施方（供给方）规范、有效地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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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NFGA/TC3）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有林场和种苗管理司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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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自然教育的总则和操作流程，明确了资源、对象、目标、主题、内

容、设施、人员和监测评估的原则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场、重点国有林区、集体林区以及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等管理机构的实施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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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讨是否可使

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GB/T 1000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556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GB/T 32844  科普资源分类与代码 

LY/T 2251    林业科普基地评选规范 

LY/T 2788   森林体验基地质量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教育 Nature Education 

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依托自然资源，通过提供设施和人员服务引导公众亲近自

然、认知自然、保护自然的主题性教育过程。 

3.2  

自然教育主题 Nature Education Theme 

     自然教育过程中强调的中心思想，通常是指高度凝练的自然情感化和抽象性的观

点、意义或价值，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5DDA8BA206B918DEE05397BE0A0A95A7
http://www.std.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5DDA8BA2E01B18DEE05397BE0A0A95A7
http://www.std.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5DDA8BA2E01B18DEE05397BE0A0A9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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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开展条件 

    ——生态环境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周边存在可利用的其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

源丰富。 

    ——有专门为自然教育开设的室内活动场所设施、户外活动区域设施，有满足公

众需求的解说牌示、主题步道、教育场馆、多媒体、出版物展台等设施。 

    ——有不少于 2 人的自然教育专职人员，岗位分工明确，能确保各项设施正常运

转和活动有效开展。 

    ——有完善的安全制度，有应对突发事件、极端天气和重大事故等的安全预案。

须配备急救包，急救员定期接受培训，有简单处理突发伤病的能力。 

4.2 总体原则 

自然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知识性原则。传播自然文化资源知识，满足公众对资源价值的求知欲和好奇

心。 

——趣味性原则。帮助公众获得轻松愉快的体验过程，达到寓教于乐的境界。 

——启发性原则。帮助公众对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产生探索和思考的兴趣。 

——体验性原则。调动公众五感（视、听、嗅、味、触）多方位地感知和接触自

然。 

——生态性原则。设施规划设计符合生态环保理念、就地取材，与周围环境相协

调。 

——公益性原则。增加社区经济收入，并为周边社区学校提供公益性活动。 

4.3 操作流程 

自然教育实施操作流程包含以下 7 个步骤： 

——调查资源。调查场地自然教育资源本底，确定核心教育资源。  

——分析对象。观察教育对象的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来源地等特征。 

——设立目标。与管理单位、社区居民、合作机构等沟通，设定目标及预期效

果。  

——总结主题。结合“资源+对象”的情况，确定自然教育主题，应包括总体主题

和专项主题。 

——布局设施和人员。规划、设计、建设恰当的自然教育设施，安排适应特征需

求的自然教育人员。 

——实施过程。在所在场域范围内，实施以上设施建设方案、提供人员服务。  

——监测评估。评估自然教育是否达到预期结果和目标，提出优化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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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然教育资源 

5.1 资源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应按照 GB/T 32844 科普资源分类与代码的规定。 

5.2 资源调查步骤 

——资料收集。包括但不限于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专项调查报告、地方志、学术

论文、宣传视频、纪录片、宣传册等。 

——实地调查。通过摄影、摄像、注记、标本采集等方法对资源本底进行信息采

集和校对。 

——整理归档。通过填写资源调查卡，建立电子文档等方式分类和归档所调查的

资源信息。 

——多方式展示。用图件、视音频文件等多种方式对资源各类属性特征进行记录

展示。 

5.3 确定核心教育资源 

确定具有保护和教育价值的核心教育资源，可包括（但不限于）： 

——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生态系统。 

——世界/国家珍稀濒危和本地特有的动植物及其重要栖息地。 

——重大科学意义的地质构造、化石分布区、自然遗迹、气象天象和湿地景观。 

——具有重要意义或地方特有的遗址、建筑等人文景观。 

6 自然教育对象 

    根据年龄特征和教育需求，划分为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和 18周岁以上的成年

人。 

6.1 未成年人 

——亲子家庭。针对学龄前儿童、小学一到三年级学生。 

——研学群体。针对 10-18 岁青少年，对接教育部门研学旅行课程要求，结合学

段特点和地域特色，建立小学阶段以亲近自然、兴趣培养为主，初中阶段以了解自然、增

长知识为主，高中阶段以热爱自然、行为养成为主的课程体系。 

6.2 成年人 

——生态旅游者。 

——周边的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人员、社会团体、退休人员等。 

——其他对自然教育感兴趣的人员。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5DDA8BA206B918DEE05397BE0A0A9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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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然教育目标 

7.1 设立要求 

设立自然教育目标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结合所在场域的使命宗旨、总体任务、保护对象、主体功能等。 

——应是具体化、阶段性、可监测的效果描述，可作为评估依据。 

7.2 具体目标 

    设立自然教育目标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认知学习目标，包括在（在何阶段）增进（百分比）公众对（具体哪些方

面）的知识认知。 

    ——能力提升目标，包括（在何阶段）教授（百分比）公众掌握（具体哪些方

面）的科学方法和技能。 

    ——行为引导目标，包括（在何阶段）提升（百分比）公众（具体哪些方面）的

意愿，并鼓励做出实际性的保护行为。 

8 自然教育主题 

8.1 总主题 

总主题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清晰展现核心资源的重要性，宜包括“最”、“唯一的”、“独特的”、

“著名的”等元素，并且有相应的证据支撑。 

——应包含具有感情色彩的抽象性观点，体现当地、本区域、国家和全球的重要

意义和保护价值。 

8.2 分主题 

分主题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每个分主题来源于一种核心教育资源，所有专项主题可涵盖全部核心教育资

源。 

——分主题应是一个通俗易懂的完整句，不应只强调重要性，应包含有形资源、

无形资源和表达感情的词语。 

9 自然教育内容 

针对两类自然教育对象的特征和需求，自然教育目标和内容应有所区别，执行附

录 A。 

9.1 认知学习内容  

包括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三个部分内容，执行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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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生态空间 

——植物宜包括物种鉴别、器官功能、药用及食用价值等内容。 

——动物宜包括分类特征、踪迹观察、栖息地特征、生活习性、繁殖方式、濒危

性、进化史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独特角色等内容。 

——微生物宜包括细菌、真菌、原生生物及病毒，主要特征及在人类生产生活的

作用，真菌主要针对形态结构、营养方式、繁殖方式等内容。 

——生物多样性宜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知识，与景

观多样性的关系、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威胁，加强保护的重要意义、主要措施等内

容。 

——生态系统宜包括全球及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结构的知识，介绍食物链

的内涵，生态平衡的意义等内容。 

——地质宜包括地层、地质构造、古生物化石、地壳演化等内容。 

——地貌宜包括高原、山地、平原、盆地、丘陵、地貌演化等内容。 

——水文宜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海洋、湖泊、湿地、水循环等内容。 

——土壤宜包括地带性土壤、非地带性土壤等内容。 

——气象气候宜包括温度、降水、湿度、极端天气、气象灾害等内容。 

9.1.2  生产空间 

宜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农牧渔文化、生产活动场所等内容。 

9.1.3  生活空间 

宜包括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场景及空间等内容。 

9.2 能力提升内容 

包括自然观察、自然体验、自然创作三个部分内容，执行附录 C。 

9.2.1  自然观察 

——植物观察宜包括通过顺序法、比较法、想象法、提纲法、绘画法等手段开

展。 

——动物观察宜包括通过使用望远镜、红外相机、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等手段

开展。 

——夜间观察宜包括可见物种、观察技巧、时间掌握、自然现象等内容。 

——环境监测宜包括环境质量检测（空气与水）、污染源监测（噪音等）等内

容。 

9.2.2  自然体验 

——感知体验宜包括调动视、听、嗅、味、触体验等内容。 

    ——巡护体验宜包括护林员、技术员等日常巡护、工作记录等内容。 

——生活体验宜包括林农、渔民生活体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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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体验宜包括登山、徒步、自行车、马拉松、露营、冰雪运动、水上运

动、等内容。 

——生态文化体验宜包括诗词、文字、书法、林业文化遗产等内容。 

9.2.3  自然创作 

——生态搭建宜包括林间步道、砌石手作、自然建筑、社区营造等内容。 

——绿色餐食宜包括食材采摘、烘焙烹制、试吃品尝等内容。 

——艺术创作宜包括森林手工、森林绘画、自然景观写生、摄影等内容。 

——戏剧创作宜包括角色扮演、场景剧目、生态游戏等内容。 

9.3 行为引导内容 

包括绿色生活、绿色发展两个部分内容，执行附录 D。 

9.3.1  绿色生活 

——绿化环境宜包括植树造林、修建社区花园等内容。 

——绿色消费宜包括绿色家电、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杜绝购买野生动物、

使用野生动物制品等内容。 

——绿色出行宜包括倡导共享交通工具、减少空座率、鼓励公共交通工具等内容。 

——光盘行动宜包括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带动大家光盘行动等内容。 

——节约资源宜包括使用节水、节电、节气、节地、节材、雨水收集净化装置，

实施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等内容。 

——垃圾分类宜包括垃圾减量与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厨余垃圾制作酵素或

堆肥等内容。 

——污水处理宜包括生活污水处理、化工污水处理等内容。 

9.3.2  绿色发展 

——绿色产业宜包括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绿色建筑业、环保产业，以及生

态旅游、康养、教育、文化、扶贫、绿色金融等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业等内容。 

——绿色生产宜包括低碳生产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等内容。 

——绿色传播宜包括易理解、受欢迎、印象深并适宜多渠道传播的绿色理念等内

容。 

10 自然教育设施 

包括全景解说、解说牌示、主题步道、教育场馆、多媒体、出版展台等自然教育

设施。 

10.1. 空间布局 

根据自然教育线路和范围有序展现总主题和分主题，合理布局应遵循以下要求： 

——符合分主题区域和线路的特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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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教育对象的使用习惯和体验兴趣。 

——有效控制点、线、面等空间节点的配置关系。 

——注重点线面设施布局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点布局针对解说牌示、出版展台

等，线布局针对主题步道等，面布局针对全景解说、教育场馆、多媒体等。 

10.2  时间安排 

    根据自然条件、文化特色和当地管理规定，合理安排自然教育活动前期、中期、

后期的时间，应遵循以下要求： 

——应根据天、季节、年度及重要节庆、景观变化等时间节点，预备适量的暂时

性设施，有序更新设施和内容。 

——应减少在防火期、地质灾害、野生动物迁徙和繁殖期等时间内开展自然教育

活动。 

——在活动前后宜使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媒体宣传推广。 

——在活动现场宜使用解说牌示、主题步道、教育场馆、多媒体、出版物展台等

设施。 

10.3  设施建设 

10.3.1  全景解说 

    全景解说设计应遵循以下要求： 

——固定式全景解说宜采用解说牌、全景沙盘、多媒体等媒介，向教育对象直观

形象地介绍核心资源概况、分布区域、演变历史等综合性信息。 

——便携式全景解说宜采用解说折页、导览手册、移动终端设备等媒介，便于教

育对象随时随地了解所在方位、周边场域、资源信息现状等。 

——虚拟漫游全景解说宜采用移动终端设备，实现全景导航和导览功能，便于教

育对象更深入直观了解方位、资源信息等。  

10.3.2  解说牌示  

10.2.2.1 解说牌示类型 

——说明性牌示宜包括自然景观、珍稀动植物等核心教育资源内容，以突出主要

特征的图文配合或微缩模型的形式，进行详细说明和艺术概括。 

——教育性牌示宜包括生态保护意义、文化保护价值等现象引发思考的内容，以

趣味性和形象化的图片形式，进行现象解说和启发教育。 

10.2.2.2 解说牌示图文 

图文内容应按照 GB/T 1000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B/T 15566 公共信息导

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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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3 解说牌示安置形式 

可采用单板式或多板式、亭式或厅式，宜单独安装或安置在栏杆或柱子上。 

——应清晰舒适地阅读牌面。 

——牌面颜色选择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 

——警告及管制标志使用统一醒目的黄底黑字。 

10.2.2.4 解说牌示材料 

应考虑人为因素、气候因素等综合因素，解说牌示材料选择应遵循以下要求： 

——鼓励使用当地环保材料，低矮化设计，注重与当地环境相互协调。 

——避免阳光暴晒和雨水聚集，牌面应与地面垂直或成某一角度。 

——极端气温地区可使用金属或特制塑料材料。 

10.2.2.5 解说牌示附属设施 

解说牌示附属设施应遵循以下要求： 

——应安置在道路旁的停车区或休息区。 

——附近宜设置长椅、饮水器、观景台等。 

——刮风或下雨天数较多区域，应使用厅式或亭式解说牌示。 

10.2.3  主题步道 

主题步道是依主题特色设计，使用徒步行走道路，通过沿线设置媒介（解说牌

示、手册、折页等）及设计，让教育对象认识了解自然教育内容，自行创造体验的道

路体系。主题步道的设计应遵循以下要求：  

——解说牌引导式步道宜在步道沿线设立说明性牌示和教育性牌示。 

——手册引导式步道宜使用解说手册（或折页）将步道景观点标记出来，结合说

明性牌示、教育性牌示完成体验。 

10.2.4  教育场馆 

10.2.4.1  场馆类型 

教育场馆室内包括标本展厅、陈列室、图书室、阅览室、视听室、自然教室、观景

台等类型，在室外可配合设置野外动植物等户外活动营地。教育场馆一般分为以下类型： 

——集中型布局宜设置在主入出区域，适合于面积广阔、地势平缓的场域。 

——散点型布局宜设置于场域关键节点，适合于景观集中、用地狭小的场域。 

10.2.4.2  场馆服务 

教育场馆服务的设计应遵循以下要求：  

——人员服务宜包括现场解说、主题演讲、生活剧场等。  

——非人员服务宜包括全景沙盘、视听器材、室内自然教室、户外活动营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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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多媒体 

10.2.5.1 电子显示屏与触摸屏 

电子显示屏与触摸屏的设计应遵循以下要求： 

——宜设置在重要入口、教育场馆内、重要服务设施附近或内部。 

——应保持信息显示清晰，避免阳光直射和出现视觉盲区。 

——在室外设置时，应安置完善的避雷设施或接避地雷网。 

10.2.5.2 便携式解说器 

    便携式解说器的设计应遵循以下要求： 

    ——手动按键式解说器宜适用于范围小、景观集中、路线少的场域。 

    ——自动触发式解说器宜适用于面积大、景观分散、路线多的场域。 

10.2.5.3 移动互联网终端 

互联网移动终端的设计应遵循以下要求： 

——网站提供概况信息、交通信息、专题服务等综合信息，及时更新。 

——微信公众号提供最新活动讯息。 

    ——与文化产业融合，开设“云解说”和“云课堂”。 

——可适当运用VR、AR、APP技术。 

10.2.6  出版物展台 

    出版物展台是用于陈列和展示书籍、刊物、地图以及解说折页等印刷物的辅助设施，

应遵循以下要求： 

——宜置于综合服务中心、教育场馆、步道起点等地点，由解说人员发放或访客自

行取用。 

——所陈列的出版物应具有吸引力的主题内容，宜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对象需求进行

设计，方便随身携带并具有一定的收藏纪念价值。 

11 自然教育人员 

自然教育人员包括提供管理、设计、解说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11.1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应具备以下专业素质： 

——应能指导并落实全方位的自然教育方案。 

——应能有效评估自然教育方案实施成效，并提出改进意见。 

——应能执行与自然教育相关的研究课题。 

——应能指导和管理自然教育人员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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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广泛发展伙伴关系，包括学者专家、咨询顾问、国际组织、教育机构、

传播媒体等伙伴。 

11.2  设计人员 

设计人员应具备以下专业素质： 

——应能规划设计突出场域特色的自然教育方案。 

——应能阶段性地开展自我评估，提出并落实改进意见。 

——应能针对未成年人，与学校教师合作设计出满足综合实践、研学实践、劳动教

育等相关要求的自然教育课程。 

——应能针对成年人，设计有意义且体验感强的各类自然教育活动和设施。 

——应能撰写并更新解说牌示、主题步道、出版物等设施及线上的自然教育内

容。 

11.3  解说人员 

解说人员应具备以下专业素质： 

——应经过资源知识、解说技巧等专业培训，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

核。  

——应主动了解教育对象前来的动机与目的，掌握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需求、期

望及特征。 

——应能熟练运用解说技巧，与教育对象顺利沟通与交流，有序组织自然教育活

动。 

——应能积极影响教育对象在知识、情感、态度和行为意向等方面的变化。 

——应具备在突发状况时随机应变与危机处理的能力。 

11.4  志愿者 

宜招募当地社区居民、大学生等群体作为志愿者临时人员，集中技能培训，印发

志愿者徽章，可根据工作表现给予表彰和奖励。 

12 监测评估 

12.1 评估指标 

结合自然教育目标（目标性）和总体原则中知识性、趣味性、启发性、体验性、

生态性、公益性的 7 个方面，执行附录 E。 

12.2 评估方法 

开展监测评估可通过以下方法： 

——专家评估法，专家对自然教育设施和人员服务进行专业评估。  

——对象评价法，自然教育对象的态度和反馈，对设施和服务的评价。 

——直接交流法，与管理人员、设计人员、解说人员交流沟通的总结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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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法，通过固定意见箱等渠道，收集反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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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自然教育对象、目标和内容检索表 

          自然教育对象 目标和内容 

未成年人 

 

亲子家庭 认知学习目标：生活空间 

研学群体 认知学习目标：生态空间 

能力提升目标：自然观察、自然体验、自然创作 

行为引导目标：绿色生活 

成年人 生态旅游者 认知学习目标：生态空间 

能力提升目标：观察自然、体验自然、自然创作 

社区居民、退休人员 认知学习目标：生活空间 

行为引导目标：绿色生活 

企事业单位人员 认知学习目标：生产空间 

行为引导目标：绿色发展 

社会团体 

 

其他对自然教育感

兴趣的人员 

认知学习目标：生态空间 

能力提升目标：自然观察、自然体验、自然创作 

依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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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针对认知学习目标的自然教育内容检索表 

认知学习目标 自然教育内容 

生态空间 植物 物种鉴别、器官功能、药用及食用价值 

动物 动物分类、踪迹观察、栖息地特征、繁殖习性、

濒危性、进化史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独特角

色 

微生物 细菌、真菌、原生生物及病毒，主要特征及在人

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真菌主要针对形态结构、营

养方式、繁殖方式 

生物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物种丰富程度、濒危

野生动植物、外来物种入侵等）、生态系统多样

性（森林、湿地、沙漠、城市、草原等保护区

域）、与景观多样性的关系、生物多样性面临的

威胁原因、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和主

要措施等 

生态系统 全球及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结构的知识，

介绍食物链的内涵，生态平衡的意义等 

 地质景观      地层、地质构造、古生物化石、地壳演化 

地貌景观 高原、山地、平原、盆地、丘陵、地貌演化 

水文景观 地表水、地下水、海洋、湖泊湿地、水循环 

土壤景观 

气候气象 

地带性土壤、非地带性土壤 

温度、降水、湿度、极端天气、气象灾害 

生产空间 

 

生产场所 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农牧渔文化 

生活空间 生活场景     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场景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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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针对能力提升目标的自然教育内容检索表 

能力提升目标 自然教育内容 

自然观察 植物观察 顺序法、比较法、想象法、提纲法、绘画法等 

动物观察 望远镜、红外相机、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等 

夜间观察 可见物种、观察技巧、时间掌握等 

环境监测 环境质量检测（空气）、污染源监测（噪音等） 

自然体验 感知体验 

巡护体验 

调动五感（视、听、嗅、味、触）体验自然 

林员、技术人员等日常巡护、工作记录 

生活体验 

运动体验 

林农、渔民等生活体验 

登山、徒步、自行车、马拉松、露营、冰雪运

动、水上运动 

文化体验 诗词、文字、书法、林业文化遗产 

自然创作 生态搭建 

绿色餐食 

林间步道、砌石手作、自然建筑 

食材挑选、烘焙烹制、试吃品尝 

艺术创作 森林手工、森林绘画、自然景观写生、摄影 

戏剧创作 角色扮演、场景剧目、生态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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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针对行为引导目标的自然教育内容检索表 

行为引导目标 自然教育内容 

绿色生活 绿化环境 植树造林、 修建社区花园（铺路、草皮、种植

等） 

绿色消费 绿色家电、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 

杜绝购买野生动物、使用野生动物制品 

绿色出行 倡导共享交通工具、减少空座率、鼓励公共交通

工具 

光盘行动 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带动大家光盘行

动 

节约资源 节水、节电、节气、节地、节材、雨水收集净化

装置，实施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 

垃圾分类 垃圾减量与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厨余垃圾

制作酵素或堆肥 

污水处理 生活污水处理、化工污水处理 

绿色发展 绿色产业 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绿色建筑业、环保产

业，以及生态旅游、康养、教育、文化、扶贫、

绿色金融等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业 

绿色发展 鼓励低碳生产，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

高效率 

绿色传播 易理解、受欢迎、印象深并适宜多渠道传播的绿

色理念 

 

  

http://www.unjs.com/Special/wozuixihuandexiaodong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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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自然教育监测评估指标检索表 

原则 指标内容 

等 级 

优     良    中    差 
100-91  90-81  80-71  ≤70 

目标性 认知学习目标：（在何阶段）增进（百分比）

公众对（具体哪些方面）的知识认知 
    

能力提升目标：（在何阶段）教授（百分比）

公众掌握（具体哪些方面）的科学方法和技能 
    

行为引导目标：（在何阶段）提升（百分比）

公众（具体哪些方面）的意愿，并鼓励做出实

际性的保护行为 

    

知识性 能传播自然文化资源知识 
    

能满足公众对资源价值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趣味性 能帮助公众获得轻松愉快的体验过程 
    

能达到寓教于乐、以乐促学的境界 
    

启发性 能唤起公众对自然生态产生探索的兴趣 
    

能唤起公众对历史文化产生思考的兴趣 
    

体验性 能调动公众五感（视、听、嗅、味、触）多方

位地感知和接触自然 
    

能提供体验互动设施，并符合大多数公众的实

际需求 
    

生态性 设施能符合生态环保理念，尽量就地取材 
    

设施能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 
    

公益性 能帮助社区增加经济收入     

能为周边社区学校提供公益性活动 
    

总分  

评估结论  

改进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