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4
《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评估预警技术》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
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评估预警技术
二、提名意见
该项目立足国际热点问题和我国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实际需求，丰富和完善了区域生
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的基本理论框架，创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
区域特征的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监测、评估、预警、调控与生态
安全格局构建技术体系，创新性开展了不同主体功能区基于生态承
载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研究围绕我国重要生态功
能区、高寒生态脆弱区、矿产资源开发区及重大道路工程建设的生
态安全与生态风险管控，开展了一系列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与调控技
术创新研究与实践；围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
优化调控，科学构建了不同区域尺度和不同管控层级的生态安全空
间格局。该项目在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评估与调控等方面取
得了多个创新性成果，部分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依托项目研究
成果，发布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技术与政策文件，为实施主体功
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等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提名该项目参评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技术内容：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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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生态退化仍在加剧。究其原因，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自
然资源高强度开发的同时，未能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禀赋能力和空间
差异，尚未建立起基于生态承载力的区域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
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
局和生态安全格局。西藏自治区等地坚持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作为
发展经济、开发资源的先决条件和基本依据。本项目面向生态保护
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重大需求，历时 10 余年，通过大量野外调查、科
学分析评估、技术研发和典型示范，建立了系统的区域生态承载力
与生态安全理论框架体系和完整的评估技术方法，开展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区域生态承载力应用、生态安全调控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
究，创新性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基于生态承载力的产业结构与布局优
化措施、生态安全调控技术体系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技术体系，对
我国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构建科学
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和示范意义。
四、客观评价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西藏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成果丰富，具有独特性、前瞻性、创新性和很强的应用价值，总体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西藏高原生态监测与恢复技术研究与应
用”成果丰富，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应用性，总体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五、推广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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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研发的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评估预警技术应用于
国家、地方环境管理，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15 家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的
起止时间

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 高寒河谷沙尘治理技
2009-2013
司
术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 高寒河谷沙尘治理技
2008-2012
厅
术

应用单位
联系人/电话
房志
010-66556323
蒋素云
13989019290
刘敏

高寒河谷沙尘治理技
2008-2012
术

18089038566

西藏日喀则地区环保 高寒河谷沙尘治理技
2009-2012
局
术

18689023597

青藏高原生态退化遥
2003-2013
感监测与评估技术

010-66556430

西藏山南地区环保局

环境保护部环评司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 西藏高原生态状况遥
2008-2013
厅
感监测与恢复技术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 西藏高原生态监测与
2003-2013
评估中心
恢复技术

刘双宾

潘英姿

严官隅
13989916735

任景明 010-

潘英姿

道路工程生态影响预
2003-2013
测与评价技术

010-66556430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 西藏高原生态状况遥
2008-2013
厅
感监测与恢复技术

0891-6849042

西藏环境监测中心站

西藏高原生态监测与
2009-2013
恢复技术

0891-6838570

西藏那曲地区环保局

西藏高原生态状况遥
2010-2013
感监测与恢复技术

西藏山南地区林业局

西藏高原生态监测与
2009-2013
恢复技术

索朗顿珠
0893-7828777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

青藏高原生态监测与
2002-2012
恢复技术

任勇

环境保护部环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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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君

李林

13897118597

应用情况
为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与环境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与技术
支撑
对开展高寒河谷沙尘治理与生态恢
复，以及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
环境管理提供了科技支撑
广泛应用于山南地区生态监测站建
设、拉萨国际机场周边风沙化土地
生态恢复、交通要道周边风沙灾害
防治工作
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监测站，
以及重要空港和交通要道周边风沙
灾害防治提供了技术指导
为 2012 年完成的青藏铁路程环境
影响后评价审查提供了重要参考依
据
为开展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
加强藏北高原退化草地保护，以及
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提供
了急需的科技支撑
广泛应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
制和评审，极大地提升了遥感和
GIS 技术在我国道路工程建设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科学水平，产生
了显著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为 2012 年完成的青藏铁路程环境
影响后评价审查提供了重要参考依
据
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高原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的提升等
为开展草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 系
统、风沙危害区等的生态环境监测
提供了急需的技术支撑，对提升我
区环境监测能力起到了明显促进作
用，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
为加强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监
测、评估、保护与恢复治理提供了
急需的技术支撑，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和环境效益，同时促进了当地畜
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
益。
在贡嘎县等 15 万亩流动沙地进行
了生态恢复技术推广，植被盖度达
45%以上，产生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60 万/年经济收益
应用项目成果开展了重大道路工程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审查、退化高寒
草地生态恢复重建等重点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的
起止时间

青海省生态环境遥感 青藏高原生态监测与
2011-2013
监测中心
恢复技术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 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
2007-2009
厅
态安全评估预警技术

生态承载力与重点资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
源适度开发利用评估 2012-2013
厅
技术及成果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

水电开发适度规模调
2012-2013
控技术

水电开发适度规模优
西藏自治区农村水电
化调控和生态补偿方 2012-2013
管理局
案

应用单位
联系人/电话

任勇
13897118597

严官隅
13989916735

蒋素云
13989019290

巩同梁
13908902602

巩同梁
13908902602

刘敏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 生态承载力与重点资
2012-2013
环境保护局
源适度开发利用评估

18089038566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 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
2012-2013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展模式研究

希洛
13989031886

基于生态承载力的水
西藏自治区水利水电
电开发适度规模调控 2012-2013
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技术

巩同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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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8902602

应用情况
应用项目成果加强了重要生态功能
保护区、高寒风沙区、道路工程影
响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以及重点
区域生态保护成效评估、重点工程
环评与验收的生态调查工作等，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对于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开展高
寒江河源头区的水源涵养功能保
护、区域生态安全保障、退化草地
生态系统调控等管理工作具有重要
指导作用。
为西藏地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
与建设、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生态
红线划定，以及矿产、水电等重大
开发建设区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等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水电开发生态适宜性评价为指导水
电开发生态适宜性选址提供重要依
据；适度规模优化调控和生态补偿
方案为本区制定流域水电发展规划
等提供了重要支持。研究成果在我
区“一江两河”重点流域生态保护
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与
生态效益。
为我区编制中小河流水能资源开发
规划和研究今后生态保护与补偿方
案提供了重要支持，对落实我区科
学发展、建设水生态文明、深化水
利改革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对我
区推进“民生水电、平安水电、绿
色水电、和谐水电”四个水电建设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山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
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以及
矿产、水电等重大开发建设区域、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工作提供
了重要依据
为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
划、区域规划、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规划编制，矿产、水电等重大工
程项目建设与管理，可持续发展战
略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实施
和监测评估等工作提供了重要依
据。
该技术在我区“一江两河”重点流
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建设中
得到广泛应用；并提出了水电开发
适度规模优化及生态补偿方案，实
现了对水电开发全过程的优化调控
与生态保护，也为本院编制中小河
流水能资源开发规划提供了重要支
持。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

知识产权具体

国家

权类别

名称

（地区）

授权号

授权

证书编

日期

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
有效状态

1 发明专
利
2 发明专
利
3 发明专
利
4 发明专
利
5 发明专
利
6 发明专
利
7 发明专
利
8 发明专
利
9 计算机
软件著
作权
10 计 算
机软件
著作权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全面负责“区域生态承载力研究”
、
“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评价预警
技术研究”、
“高寒河谷沙尘治理技术试验研究”
、
“典型矿山生态恢复技术
评估与环境管理研究”、
“青藏高原生态退化及环境管理研究”
、
“西藏地区

沈渭寿

1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西部地区内陆河流域生态承载力与

科学研究所

生态安全”等项目技术方案的制定、组织实施和成果总结与应用。丰富、
完善了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理论框架体系，创建了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
全评估、预警、调控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技术体系，提出了不同类型区生
态承载力约束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规模及生态环境保护恢复措施。

赵卫

2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作为技术骨干，提出了基于生态承载力约束的重要经济区社会经济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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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排名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科学研究所

式、规模及生态环境保护恢复措施，建立了生态安全调控和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技术方法。配合第一完成人完成项目“西藏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
发展模式研究”技术方案的制定、组织实施、成果总结与应用，主笔完成
了专著《西藏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作为项目技术骨干，配合主持人完成“高寒河谷沙尘治理技术试验研究”

李海东

3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项目技术方案制定和实施、成果总结与应用；负责完成雅鲁藏布江源区、
中部流域及重要空港周边风沙化土地动态监测与评估，提出了山坡流动沙
地是造成河谷风沙灾害的二次风沙源的新观点；开展了植被恢复试验与生
境因子观测，研发提出了系列高寒风沙化土地植被恢复关键技术。
作为项目技术骨干，以长江三角洲等为典型区域，研究了复合生态系统生
态承载力评价模型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空间布局模式；以矿区生态安全为目
标，研究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和矿山环境经济政策，并制

燕守广

4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定了相关技术导则与标准；
基于区自然环境本底、生态保护需求和产业布局合理性，划定了江苏省生
态红线，确定了生态安全格局及调控方案。研究成果有《江苏省生态红线
区域保护规划》
（苏政发〔2013〕113 号）、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方案编制导则》等。
首次将景观视觉影响引入到环境影响评价中，提升了遥感和 GIS 技术在我

张慧

5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国道路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科学水平；以藏北高原为研究区，

科学研究所

建立了野外光谱信息与土壤含水量的数学模型，为环境卫星定量反演土壤
含水量起到了奠定了基础。
作为技术骨干，负责完成了西藏地区水能资源适度开发利用研究，提出了

徐琳瑜

6

北京师范大学

生态适宜性约束的水能资源适度开发评估方法，辨识了西藏地区水能资源
开发的适宜分区，系统评估了西藏重点流域水能资源开发的合理强度。
承担藏北高原湖泊时空变化与成因研究，建立了湖泊动态变化状况遥感监

林乃峰

7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测与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估了藏北高原湖泊近 35 年的动态演变趋势及

科学研究所

其与气候变化的响应关系；参与了高寒风沙化土地植被恢复试验研究，开
展了大量野外调查与试验观测工作。
充分挖掘了国产卫星数据在西藏高原生态状况监测中的应用潜力,提取了

颜长珍

8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风力侵蚀、冻融侵蚀和水力侵蚀以及生态状况信息，从定性评估到定量反
演，全面评价了环境卫星数据在生态监测和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性能和潜
力，证实了国产环境卫星对摆脱依靠外国数据进行环境监测管理工作的有
力支撑作用。
作为项目技术骨干，提出了不同类型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安全评估与预警

邹长新

9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技术体系，建立了生态承载力约束的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区资源开发及生态
保护监管模式，研究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体系评估，编制
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
术规范(HJ 651-2013)》等技术和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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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组织开展了遥感地面试验，构建了规模最大数据、最为详实的高寒草地光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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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谱库，发展与优化了高寒草地覆盖度等地表参数遥感提取方法，完成了雅
鲁藏布江源区、藏北高原两个典型区生态状况遥感监测与综合评估，提出
了环境管理对策。

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及创新推广贡献
1、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作为项目主持单位，全面负责本项研究的组织、协调和技术管
理等工作，历经 10 余年的研究与探索，主持完成了区域生态承载力
与生态安全评估预警技术研究，主要贡献如下：
（1）建立了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基本理论框架，创建了
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区域特征的生态承载力与生态安全监测、评估、
预警、调控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技术体系，实现了区域生态承载力
与生态安全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2）创新性开展了不同主体功能区基于生态承载力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研究，提出了生态承载力约束的社会经济
发展方式、规模及生态环境保护恢复措施，提升了生态承载力在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的指导作用和应用水平，为国家主体功能区
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3）围绕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高寒生态脆弱区、矿产资源开
发区及重大道路工程建设的生态安全与生态风险管控，开展了一系
列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与调控技术创新研究与实践，大大提升了生态
安全研究的实践应用水平和经济社会保障作用，为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保护与建设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4）围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调控，
7

科学构建了不同区域尺度和不同管控层级的生态安全空间格局，为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供了重要技术
支撑。
2、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第二完成单位，参与制定了西藏地区生态承载力和可持续
发展研究的技术框架、组织实施和推广应用方案，负责完成了西藏
地区水能资源适度开发利用研究，主要贡献如下：
（1）提出了生态适宜性约束的水能资源适度开发评估方法，辨
识了西藏地区水能资源开发的适宜分区，系统评估了西藏重点流域
水能资源开发的合理强度；
（2）选择拉萨河流域作为典型区域，开展水能资源适度开发利
用及生态保护与调控技术体系的应用示范，为科学合理有序地开发
水能资源提供了科技支撑。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认为项目组建立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符合
西藏区生态环境特征，评价结果为指导西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适宜
性选址提供重要依据，适度规模优化调控和生态补偿方案也为西藏
地区制定流域水电发展规划和生态保护方案提供了重要支持。成果
在西藏自治区“一江两河”重点流域生态保护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对落实西藏地区科学发展、建设水生态文
明、深化水利改革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有力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
3、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作为主要合作单位，充分挖掘了国产卫星数据在西藏高原生态
状况监测中的应用潜力。利用 HJ-1 卫星数据反演草地净第一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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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地表参量，提取了风力侵蚀、冻融侵蚀和水力侵蚀以及生态状
况信息，从定性评估到定量反演，全面评价了环境卫星数据在生态
监测和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性能和潜力，证实了国产环境卫星对摆脱
依靠外国数据进行环境监测管理工作的有力支撑作用，为国产环境
卫星在我国生态状况监测中发挥更大服务价值提供了示范效应和指
导意义。
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参与制定了西藏地区生态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技术框
架、组织实施和推广应用方案，负责完成了西藏地区农田生态系统
支持能力研究，主要贡献如下：
（1）提出了基于适宜耕作土地的农田生态系统支持能力评价技
术体系，在我国高寒地区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
（2）分析和甄别了西藏地区种植业发展适宜区域，为西藏地区
调整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
格局等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3）分析评价了农田生态系统的耕地后备资源及其支持能力，
明确了土地资源开发强度的控制阈值，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高寒地区
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监管制度。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沈渭寿、赵卫、李海东等合作完成本项目的所有理论研究和技
术研发，具体证明材料详见“鉴定证书”
、“获奖证书”等。
沈渭寿、赵卫、李海东、燕守广、张慧、徐琳瑜、林乃峰、颜
长珍、邹长新、刘波均是本项目的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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