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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掌握和记载湿地生态特征是维持和保护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价值的核心内

容。作为湿地公约的一部分，缔约方须管理好每块国际重要湿地、以维系其生态

特征，及时掌握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的变化，并将有关变化情况尽早通知湿地

公约秘书处(湿地公约, 1987, 3.2 条；缔约方8.8号决议, 2002；湿地公约, 2005, 

决议9.1附录B)。 

    生态特征是指在特定时间点（指定国际重要湿地时—译者注）由湿地生态系

统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综合体现出来的特征(湿地公约 2005年，决议

9.1，附录 A)。湿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开发，改变了湿地外在生态特征，

湿地自然生态过程的退化，最终导致湿地生态、生物与水文功能丧失(湿地公约, 

1996，决议 4.1)。 

    澳大利亚政府正与州和地区政府合作，共同建立一个较为系统和战略性的方

法来管理澳洲的国际重要湿地。这将确保澳大利亚政府履行湿地公约职责的有效

性和高效性，特别是维持和改善澳大利亚境内的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 

    生态特征描述为某一特定时间点湿地的描述提供了标准，可用来评估这些区

域湿地生态特征的变化。生态特征描述应作为现有国际重要湿地和所有拟指定国

际重要湿地提交湿地公约秘书处前的必备文件。 

    本文件的目的是设计一套描述澳大利亚湿地生态特征的标准技术方法，帮助

湿地管理者、顾问和有关研究人员，以此来描述他们的湿地生态特征。文件框架

得益于 2006 年 5 月在堪培拉举行的全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框架培训

会”研讨成果(DSE，2005)，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理事会(NRMMC)下的湿地和水禽专

业委员会，包括澳大利亚国家、州和地区政府机构的代表的后续支持。 

    该框架提供了生态特征描述背景、指导信息等有关解释条款，以及生态特征

描述的基本要素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的步骤。文件中生态特征描述步骤是湿地生

态特征描述准备的重要过程，但步骤的顺序可以适当调整，以适应具体湿地的要

求。如果过程发生改变，或采用另一种替代方法来进行生态特征描述，其方法应

该在附录中加以说明。 

    不管采用何种方法，任何湿地生态特征描述都应包含一定的基本要素。这些

要素包括执行概要，致谢，目录，湿地（描述地）信息、描述目的、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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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概念模型、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可接受的改变限度，

潜在威胁，知识空缺，生态特征变化，重点监测需求，术语，描述方法，以及动

植物名录。 

在生态特征描述编写过程中，澳大利亚环境，水，遗产和艺术（DEWHA）等

政府部门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湿地生态特征描述一旦完成，并符合湿地管理者和有关管辖区的要求，应送

交生态特征描述审查机构，以确保其符合框架的最低要求。生态特征描述应附在

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后一并提交给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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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这份文件概述了用于描述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的国家认可的框

架。这些湿地通常被认为在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湖沼学或水文学方面具有

重要国际意义。了解和记载生态特征是维持和保护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

价值的核心。 

湿地管理人员，顾问和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这个框架，对所研究湿地进行生态

特征描述。该框架提供了一个湿地生态特征描述的分步骤指南，并概述了生态特

征描述所应包含的基本要素（见附录一）。 

    在此框架内，生态特征描述将被用于： 

 提供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的标准； 

 评估管理计划对国际重要湿地的影响； 

 指导湿地管理计划的编制； 

 评估湿地生态监测结果。 

    应用于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框架应根据需要每 5年更新一次。 

1.1 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伊朗拉姆萨尔，1971

年 2月 2日；www.ramsar.org)，又称《湿地公约》，其主要目标是遏制、并在可

能情况下，扭转全球湿地的丧失，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保护现存湿地。

澳大利亚是《湿地公约》缔约方。 

湿地公约的使命(湿地公约，2002b，决议八.25)是： 

    通过地方、区域和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湿地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

利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这意味着确保任何对湿地可能产生影响的活动，不得导致湿地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或者削弱湿地的生态、水文、文化或社会价值。 

    《湿地公约》缔约方必须指定一个或多个在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湖沼

学或水文学方面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 (湿地公约 1987 年，第 2.2 条) 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编制并实施其规划，以促进湿地的保护，并尽可能在其区域内实

现资源的合理利用(湿地公约 1987年，第 3.1)。 

    2005 年，对湿地合理利用的定义进行了更新，被定义为“在可持续发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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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通过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维系湿地生态特征”(湿地公约，2005a，决议

IX.1，附录 A)。 

    《湿地公约》缔约方必须管理好国际重要湿地以维系每块湿地的生态特征

(湿地公约，2005b，决议 IX.1，附录 B)。 

    《湿地公约》将生态特征定义为在特定时间点1湿地生态系统的组成，生态

过程，生态服务功能综合体现的特征(湿地公约，2005a，决议 IX.1，附录 A)。

这一定义承认湿地是复杂的系统，并强调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以及它们相

互作用所显现的生态服务功能之间的关联性。 

    《湿地公约》缔约方须及时掌握其领土内和所列名单上的国际重要湿地生态

特征的任何变化，并尽早将湿地生态特征已经改变或可能改变的有关情况通告湿

地公约秘书处(湿地公约，1987年，第 3.2 条，2002年决议 VIII.8)2 

    生态特征变化定义为由人类引起的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或生态效益或

生态服务功能的不利改变(湿地公约，2005a，决议 IX.1，附录 A)。 

    外在的自然变化可能是湿地生态特征变化的信号，表明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

用对湿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并可能导致湿地自然过程的退化，最终导致湿地生

态，生物和水文功能丧失 (湿地公约，1996 年，决议 VI.1)。 

    1.2 框架编写背景 

    在指定国际重要湿地时准备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RIS)，对其湿地状况进行

描述(湿地公约 1996 年)。为增强所提供信息的价值，RIS 格式已进行了多次修

改。然而，科学和技术审查小组向缔约方第七次会议的报告表明，现有的 RIS

没有提供为了“生态特征”描述而必须的足够详细和严格的信息。他们敦促各方

对 RIS补充一些适当的高精度的基准数据。但是，当时对如何补充数据没有给出

具体的指导。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已被证实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尤

其是有关变量的量化和可接受变化限度的确定。 

在澳大利亚，Storey 等(1997年) 曾向西澳和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建议，开展

                                                        
1
 特定时间这一词组来源于决议 VI.1，2.1。指的是缔约方描述湿地生态特征以指定国际重

要湿地，并填写信息表时的时间(IV. 7通过). 
2
 缔约双方每六年需对其提供的有关国际重要湿地的资料进行核实(例如缔约方大会的边

会)，并向秘书处提供必要的最新数据表。在此期间，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变化的紧急信

息须通过现有机制，如定期通报，日常接触和三年期国家报告，向秘书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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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国际重要湿地监测项目，对其生态特征是否已变化、正在变化或可能发生

的变化等进行评估。但并没有定义“生态特征”，仅建议在特定湿地监测和评估

方案制定过程中考虑生态特征概念。 

    Phillips 等(2002年) 制定了描述“生物、物理和化学成分”的湿地系统的综

合办法。提出了基于系统组分的生态特征描述，但未考虑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

程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相互关联。 

    维多利亚可持续发展环境部(DSE)在澳大利亚政府自然遗产信托(DSE, 

2005a)公司的资助下，开发出一种用于描述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的方法。DSE

框架已用于全国各地的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描述工作，包括巴马哈森林（Barmah 

Forest，DSE, 2005），Hattah - Kulkyne湖(Cooling, 2005)，Wilgara 湿地(Macquarie

沼泽的私有部分，Taylor-Wood 和 Jaensch，2005)，阿什莫尔礁国家自然保护区

（Ashmore Ree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Phillips and Hale, 2005），以及伊丽莎

白和米德尔顿礁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Elizabeth and Middleton Reefs Marin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Phillips et al., 2006）。 

    2006 年，澳大利亚政府环境、水利、遗产和艺术部(DEWHA)委托对维多利

亚可持续发展环境局（DSE）的生态特征描述实际应用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审查

(Davis and Sim, 2006; Sorrell, 2006; McGrath, 2006) 发现，该框架在一些区

域得到严格执行，在一些地方却采用其他的生态特征描述方法(Phillips et al., 

2005)。审查者建议对 DSE 框架进行多种改进和完善。 

    随后，于 2006 年 5 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办了全国性的国际重要湿地生态

特征描述研讨会，旨在推进制定一项全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的国

家纲要。 

培训会后，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修改 DSE 框架，形成一个对国际重要湿地

生态特征描述的全国统一框架。基于培训会研讨成果，以及 DSE 框架(2005年) 

和 NRMMC 湿地及水禽工作委员会（Waterbirds Taskforce）等代表着来自国家、各

州和地区政府机构的后续投入，DEWHA 形成了生态特征描述的国家统一框架。 

1.3 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政策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 DEWHA，直接负责澳大利亚全国重要湿地的管理。DEWHA

管理影响全国湿地保护的环境项目。在与各级政府、企业、区域自然资源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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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社区成员各个层面的合作下，DEWHA 促进了全国湿地的生态保护、修复和

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工作。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湿地政策》(1997)的目的是确保澳大利亚政府所采取的

行动须和《湿地公约》预期一致，尤其是，通过“合理利用”原则以促进国际重

要湿地的有效管理 (澳大利亚环境部, 1997)。该政策的目标是有效地保护，修

复和管理湿地。 

澳大利亚通过以下法律法规加强国际重要湿地的保护： 

 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1999 (EPBC 法)； 

 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2000； 

 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政府的湿地政策； 

 国家、地区和当地政府的，有助于湿地的保护立法(如规划立法和保护方

面的立法)； 

 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政府自然资源管理(NRM)计划。 

    澳大利亚区域自然资源管理机构，提出和调整以流域管理为基础的战略，以

增强对国际重要湿地重要性的认识，并确定提出的战略有助于维持其生态特征。 

EPBC 法旨在对将会或者可能会对任何国家环境产生显著影响的活动进行

规范，包括对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的影响(EPBC 法第 16条(1), 1999)。将会

或可能会对国际重要湿地产生显著影响的活动，都须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并在

EPBC 法批准下进行。这里所指的活动包括工程、开发、实施计划，可以是一个

活动或者是一系列的活动3。 

    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管理政策(EPBC, 1999)列进了 2000年环境保护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条例，EPBC 法通过这个政策确立了国际重要湿地管理的框架。这

些政策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促进澳大利亚全国国际重要湿地管理、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EIA)、社区参与和监测的标准化，以能切实履约。条例还包括管理计划

准备，环境影响评估活动等可能影响到项目地和社区协商过程等的有关内容
4
。 

1.3.1 国际重要湿地的管理 

    按照《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的有效管理包括描述、维持湿地生态特征

                                                        
3
 http://www.environment.gov.au/epbc/index.html 

4
  http://www.environment.gov.au/epbc/matters/ramsar.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epbc/index.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epbc/matters/ramsar.html


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框架与指南 

 

 7 

和促进湿地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实施过程等几个方面。每块国际重要湿地管理要

求大纲见附录 2。 

 

 

 

 

 

 

 

 

 

 

 

 

图 1 湿地生态特性描述和其他文件的相互关系(资料来源：Lambert 和 Elix 

2006) 

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是湿地管理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的基本工具，应

成为管理计划和行动的基准或准则，包括实地监测以发现不利影响。图 1给出了

澳大利亚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同其他规划和管理过程及管理文件的联系。 

湿地生态特征描述为某一特定时间点描述湿地提供了可以用来评估这些湿

地生态特征变化的基础，并为以下活动提供了参考： 

 形成和实施一个维持湿地生态特征管理计划的设计； 

 设计监测生态特征变化的方案； 

 定期评估监测项目的结果，以支持实时管理； 

 根据 EPBC 法的要求，评估对拟开展活动可能产生对生态特征的影响，包

括环境影响评价； 

 向澳大利亚政府和湿地公约秘书处报告任何生态特征变化的情况。 

指定国际重要湿地所需文件中的主要资料是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RIS)，它

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 

生态特征描述 

(ECD) 

 

 

管理计划 

ECD 的框架和指导 

自然资源管理和规划 

其他土地利用规划 

(如地方政府) 

状况报告 

交流和提高意识 

研究 

监测 

环境影响评价 

EPBC 法的调节作用（如

EPBC 法的规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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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生态特征描述的细节。RIS 必须在拟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时准备，如果需

要、每六年还需对 RIS 进行更新(湿地公约，1996，决议六.1，段落 2.3)。生态

特征描述提供了 RIS 更新时的详细补充信息，应在更新时同时提交。 

生态特征描述一旦完成，有关文件(如 RIS 和图件) 应及时向相关国家或地

区政府提交进行审查。DEWHA 核查后，将提交湿地公约秘书处、并列入国际重

要湿地信息数据库5(详见第 4节)。并且生态特征描述将通过政府网页公之于众6。 

作为改进的履约框架的一部分，对拟提名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澳

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湿地履约的行政机构)要求生态特征描述文件与 RIS 一并

提交澳大利亚环境部，审批后方可提交湿地公约秘书处。此前，澳大利亚没有附

上生态特征描述的湿地（并没有要求---译者注）也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1.4 国家重要湿地 

虽然该框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描述，但同样也适用以描

述澳大利亚的任何湿地的生态特征。澳大利亚的许多湿地独具特色，但不是所有

重要湿地都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许多重要湿地被确定为国家重要湿地，已列入《澳大利亚重要湿地名录

(DIWA)》(澳大利亚环境部，2001)。迄今为止，已有 904块湿地被列入该名录。

这些通常被称为“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要被确认为国家重要湿地，必须至

少满足以下国家认同的六个标准之一： 

 具有生物地理代表性； 

 具有重要的生态或水文功能； 

 在脆弱或不利的条件下持续提供栖息地； 

 支持超过全国任何物种数量的 1%； 

 支持濒危生物或群落； 

 具有历史或文化价值。 

附录 6是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标准的清单。 

进行生态特征描述，如该框架概述的一样，可以增强对这些湿地的认识和管

                                                        
5
 http://www.ramsar.org/index_list.htm 
6
 生态特征描述将是公开的，公众可以通过网络了解详细情况，这就意味着在生态特征描述

中的任何信息，包括公布在网站上的联系信息，全世界的网络使用者都可以经过诸如姓名的

身份识别获取。只要个人信息在网站上公布，政府部门无法控制其随后的使用和泄露。 

http://www.ramsar.org/index_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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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些章节附加了指南，以帮助管理人员针对这些湿地应用这一框架。 

1.5 生态特征 

专业词汇表提供的与生态特征定义相关的术语有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组成、

生态系统过程、生态服务功能等。这些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2005

年，缔约方在第九届会议上试图减少有关湿地生态系统定义和相关术语的数量。

对一些描述生态系统术语的比较列于表 1。 

表 1 描述湿地生态系统术语的比较 

用于国际重要湿地指南和其他公约的千年生

态系统评估用语

国际重要湿地以前使用的各种指南中和其他

文件中的术语

生态系统组成  

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生境，物种，基因) 

“组成”，“形态”，“属性”，“特征” 

生态系统内与生态系统间的生态过程 “过程”，“相互作用”，“特征”，“功能” 

生态服务  

供给，调节，文化，支持 

“服务”，“效益”，“价值”，“功能”，

“产品”，“商品” 

资料来源：湿地公约，2005. 

生态特征描述的核心是对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以及相

互间关系在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时进行描述。湿地生态组成和过程被列入框架

标准，其影响和决定着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物种分布，反过来又对湿地生态服务

功能产生影响。 

气候与地貌在大尺度上决定了湿地的分布，也塑造和影响了湿地的生态特征

(国家研究理事会，1995；Mitsch 和 Gosselink， 2000；图 2)。通过降水、蒸发

和蒸腾，气候对湿地地表和地下水，水文和水文变化产生影响。地质影响地貌，

反过来对湿地水资源，湿地大小、形状和位置，湿地理化性质和土壤产生影响。 

考虑诸如气候和地貌等组成与过程如何影响湿地生态特征是有用的。流域内

土地利用可能影响到湿地的生态特征，考虑土地利用对生态特征的影响同样具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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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湿地主要特征和关键驱动力间关系的概念图示 

资料来源：国家研究理事会，1995；DSE，2005。再版与调整得到美国国家

科学出版社允许，1995年；国家科学院和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2005。 

生态系统组成、过程、生态服务功能的有关举例说明见附表 3, 4, 5. 

 

 

 

 

 

 

 

 

 

 

 

 

 

 

 

 



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框架与指南 

 

 11 

 

2、国家框架 

2.1 框架内所采用的方法 

理想地评估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变化，需要建立生态特征描述的量化标

准。管理人员也需要弄清生态系统组成、过程、生态服务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化

而不导致其生态特征的改变。这些信息可以被用来确定监测指标和管理目标，但

往往缺乏资源来开展有深度的研究和数据收集以全面系统描述生态特征。因此，

有时有必要采取策略，选择性地进行生态系统组成和过程的描述。 

湿地公约导则指出生态特征的评价应与国际重要湿地标准或在指定列入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时的标准相衔接。使用标准来表明湿地的某一生态服务功能可能

因生态特征改变而丧失(湿地公约，1996 年)。 

该指南同时还指出，在生态特征评价时，考虑湿地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同样

重要，因为“即使符合国际重要湿地标准，湿地的功能和价值可能同样会显著下

降”(湿地公约，1996 年)。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对于国际

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极其重要，但不应仅局限于此。 

该框架强调了描述和量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过程、服务功能以及这些要素之

间关系的重要性。当湿地生态特征变化或可能发生改变时，其有关信息需要在湿

地生态特征基准信息、或其可接受变化的最大限度中得以体现。 

2.2 框架应用 

框架中推荐的应用方法，是记录我们所了解的生态特征——重点是生态系统

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现有知识水平的确定和关键的信息差距。这种

生态特征描述可作为开始湿地监测的蓝本，并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2.1 用户和技能要求 

这个框架是专为国际重要湿地或其他湿地的管理人员、专家顾问，以及与他

们合作的研究人员或学生用以进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设计的。该框架适用于国际

重要湿地、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或其他湿地生态描述。该框架除特别指出的外，

阐述了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的一般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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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框架需要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知识，需要查阅国际重要湿地出版物和记

录信息资料，并咨询利益相关者和熟悉该湿地的专家。对于更为复杂的湿地系统，

拥有专家小组进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是有用的，但不一定可行。 

2.2.2 知识和数据的差距 

在澳大利亚，许多湿地可获得的知识信息存在差距。这些知识差距一直是生

态特征描述的难点，应在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加以辨明和概括。有关知识差距的

更多信息见 4.5。 

2.2.3 选择恰当的描述基准 

《湿地公约》指南表明，在申报国际重要湿地时，湿地所在国需要完成其生

态特征描述。在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后，需要基于其生态特征基准，对其变化

进行评价(湿地公约 1996年)。 

在某些情况下，缔约方决定恢复湿地，以重新恢复到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时

的生态特征。此时，需要提供新的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以重建评估未来生态特

征变化的新基准，同时，还应提供湿地恢复的目标信息(湿地公约，1996；附录

决议六.1)。 

对于新的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可以在申报时，基于现有的知识和数

据进行准备。虽然生态特征是对湿地某一个时间点的描述，由于湿地的生态组成

的自然变化，在申报国际重要湿地时，生态特征描述应记录这些组成典型自然变

异的范围。例如，生态特征描述可能涉及湿地多年的水文循环，包括诸如干旱和

洪水等极端水文情势。因此，在申报国际重要湿地时，生态特征描述应记录其可

接受的改变限度(更多信息参见 4.5）。 

在澳大利亚，许多国际重要湿地，尤其是在 2005 年之前列入名录的，几年

甚至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任何生态特征的描述。对于这些湿地，自列入名

录后，其生态特征可能已经改变。申报国际重要湿地时进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是

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是生态特征描述基准确定的最佳时间。过去有用的信息包括

遥感数据、专家知识、长期的研究数据、本地管理者和地方的研究等。更多的近

期湿地生态知识也有助于判断申报国际重要湿地时的生态特征。自申报以来湿地

生态系统稳定性信息，将有助于掌握使用最新信息用于生态特征描述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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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和准备生态特征描述的几年间，包含湿地的一些特征信

息以确定自此后的任何变化是非常有用的，4.7将对此进行讨论。 

若无法获得在申报时湿地的足够信息，以确定进行生态特征描述的基准，湿

地管理者需要选择与描述时尽可能接近的基准，并提供所选择基准的理由。 

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应在列入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

时进行。对于那些不属于国际重要湿地和澳大利亚国家重要名录的湿地，生态特

征描述的基准应为反映自然变化的前欧洲标准。其他情况下，生态特征描述基准

由编著者基于描述生态特征的目的加以确定。 

2.2.4 生态特征描述的更新 

生态特征描述是评估湿地变化的参考基准。因此，如果有证据表明湿地自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以来发生不利变化，以当前状态作为更新基准进行湿地特征

描述是不恰当的。这适用于所有湿地列入任何名录时的申报过程(如国际重要湿

地，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国家和地区名录)。湿地生态特征的更新，以下一

个或多个情况需要考虑： 

 进一步实测数据、知识或资料以改善原有的生态特征描述。在这种情况下，

其目的是扩大、澄清和完善原有的基准，而不是通过描述当前的、已改变

的生态状态来建立一个新的基准。 

 湿地的边界扩展、减少或调整。在这种情况下，RIS和生态特征描述应重

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更新。 

 湿地在生态恢复或生态修复项目实施下发生变化，或者由于自然进化过程

而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湿地生态特征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

新的基准需要建立，以评估所采取行动对湿地的影响，以及监测和评估湿

地未来的变化。例如，如果一个湿地是作蓄水用，其可接受的改变限度取

决于它作为水体储存的限度。如果决定这个湿地不再用于蓄水，并恢复到

一个“自然”的状态(比如，与自然流入有关)，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应该反

映出来。 

原有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应予以保留，并准备更新版本。 

对于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同时应对 RIS 进行更新。生态特征描述随

RIS一并提交湿地公约秘书处。当 RIS 更新时，生态特征描述应保持不变，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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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形之一发生的情况下，它应与 RIS 一同更新。 

 

3、生态特征描述的内容——基本要求 

该框架为生态特征描述过程提供了推荐参考。然而，正确的信息顺序可根据

描述地的需要适当调整。如果有充分理由使用其它过程或方法来进行生态特征描

述，这一方法应在生态特征描述的附录中加以说明。下面章节确定了生态特征描

述所需包括的最基本信息内容。附录 1 提供了准备生态特性描述清单。附录 3

列出了进行生态特征描述所需的资料。 

生态特征描述应至少包括下面所列出的内容。详细内容见第 4节。 

执行概要：执行概要是一份简明的、综合表述湿地生态特征的摘要，以确保

其潜在用户能读懂这个描述，而不仅仅是懂湿地专业知识的专家。执行概要应包

括生态特征描述背景，总结所收集到的数据，分析最重要的生态组成部分、生态

过程、生态服务功能和允许变化的幅度，包括描述地的概念模型，总结分析湿地

生态特征存在的威胁和风险，并且清晰描述该湿地自列入名录以来的生态特征变

化(如必要)。 

致谢：列出参与制定生态特征描述，或为编制生态特征描述做出贡献的个人

或组织，包括资助机构的名单。 

目录：列出内容明确的目录，以方便用户浏览生态特征描述内容。 

缩略语：总结说明生态特征描述中所使用的缩写。 

简介：简介部分应强调下列几点： 

 描述地详细信息。本部分应提供该湿地详细的介绍和生态特征描述细节

(比如，湿地的名称，所在区域，列入名录的时间，生态特征描述时间，

编著者姓名，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引用资料清单和管理计划，以及湿地管

理负责人的姓名)。 

 生态特征描述目的。明确说明预期的法律地位和生态特征的描述作用。这

将有利于生态特征描述制定者明确他们正努力实现的东西，以及让其他读

者清楚掌握这个描述。对于国际重要湿地，还应给出理由，指南见 4.1。 

 有关条约、法律或法规。本节应列出涉及描述地、或者出现在该湿地的

物种或群落的有关法律法规或条约。这可能包括国际协定或条约，国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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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区的法律法规，或地方政府条例。 

简介的更多详细内容见 4.1。 

描述地的详细说明。本节也应概述描述地，给出生态特征描述背景和内容，

包括国际重要湿地或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标准、湿地类型、图件(包括清楚显

示国际重要湿地位置和边界的地图)、影像图和照片、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他有

关该湿地的信息。细节见 4.2。 

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描述强烈影响或决定着该湿

地的生态特征。体现国际重要湿地或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标准的关键生态组

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应在生态特征描述时确定。有关描述生态组

成和过程的详细内容见 4.3。 

概念模型(或系列概念模型)提供了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

的相关信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概念模型的详细信息参见 4.4。 

湿地生态关键组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可接受变化幅度的数量描述。

幅度是指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不导致生态特征变化的可变范

围。凡资料不全面的地方都应尽可能填写清楚。任何知识空缺应在有关条文中标

明。可接受变幅的有关详细内容见 4.5。 

湿地存在或潜在的关键威胁：对湿地存在或潜在威胁进行分析总结，有助于

确定湿地生态特征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湿地管理。有关

潜在威胁描述的详细内容参阅 4.6。 

生态特征变化（如必要）：湿地当前生态特征信息，应包括自该湿地列入名

录以来是否发生改变的有关内容，这包括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和生态效益或

服务功能(包括是否超出可接受改变的范围)，它们是否不利，以及引起这些变化

的可能原因(如人为诱因)，以及按国际重要湿地提名要求，该湿地是否还满足其

标准。有关生态特征变化描述的细节参见 4.7。 

知识空缺：在进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对知识空缺应做一个简易的总

结。有关知识空缺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第 4.8。 

关键地点的监测需求：这部分无须建立专门的监测程序，但应提供对关键生

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进行监测的提示和指导。该湿地的重点监测需

求可从概念模型、生态改变幅度、威胁，或其他生态特征的描述中加以确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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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湿地的重要监测需求，有助于监测方案的制定，并确保该方案与湿地生态特征

描述的关联。有关重点监测需求的详细内容参见 4.9。 

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CEPA)信息：一个湿地的关键生态特征 (例如：关

键的生态功能，威胁、管理方案) 综合信息应予以宣传。这些信息可以作为制定

详细管理计划或 CEPA 行动计划指南。更多有关制定 CEPA 行动的信息见 4.10。 

术语：术语应包括在生态特征描述中使用的所有主要术语的定义及其来源。

国际重要湿地定义应尽可能使用，关于该框架的术语也可以用。根据描述的需要，

其他定义也可包括在内，但其它定义或文字使用时，其使用的原因应在术语中进

行说明。 

参考文献：这部分应包括一个标准的完整参考文献，以确保科学和技术研究

人员可以找到资料的原始来源。 

附录：附录提供生态特征描述的有关补充资料。附录应包括的信息如下： 

 阐述用来进行准备生态描述的方法(包括实地考察)，以及这些方法与该框

架方法的不同。 

 列出所有动植物名录（出现或未出现的动植物科、属、种名录，科、属、

种数，快速生物评估调查结果，使用澳大利亚河流评估系统(AUSRIVAS)

的无脊椎动物的调查采样等，对该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有用的信息），或者

其他相关资料 

 参与生态特征描述的每个专家一页纸的简历 

 对于国际重要湿地，在生态特征描述准备时、RIS和描述地地图应该同时

准备或更新。RIS 和地图应当作为生态特征描述的配套文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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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特征描述的步骤 

本节介绍湿地生态特征描述过程（推荐）的主要步骤(图 3)。如果用其他过程或方法

来准备生态特征描述，应该在附录中进行阐述。不管用何种方法，附录 1所列的内容必须

包括在内。 

生态特征的描述应包括执行概要、致谢、目录、缩略语、术语、参考文献，以及图 1

中与每个步骤成果产出有关的所有附录，但顺序可依据描述地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每一

步更详细的指导见 4.1—4.12，每个小节最后总结了步骤中预期的成果。 

一个对制定生态特征有用的资源列表于附录 3。 

当生态特征描述完成后，应转呈给湿地管理者及负责国际重要湿地事务的各州或各地

区政府机构，以及 DE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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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述介绍 

描述地详细介绍，描述的目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2. 描述地介绍 

位置，气候，地图和影像，使用权，湿地标准和类型 

3. 确定并描述关键生态组成、过程和功能 

3.1 鉴别所有可能的生态组成、过程和功能 

3.2 确定所有与湿地生态特征有关的生态组成、过程和功能 

3.3 描述关键的生态组成、过程和功能 

4. 构建湿地概念模型 
描绘湿地关键的生态组成和过程(例如水文、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生物区系和植被，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5. 设定可接受的变化范围 

决定可接受变幅的关键生态组成、过程和功能 

6. 确定描述地生态特征的主要威胁 

应用 3-5 步的信息确定湿地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威胁 

7. 生态特征变化的描述 

描述自列入名录以来生态特征的所有变化，包括湿地当前状态信息 

8. 分析知识空缺 

应用 3-7 步的信息确定知识空缺 

9. 确定湿地监测需求 

应用 3-8 步的信息确定湿地监测需求 

10. 确定宣传与教育信息 

确定描述过程中所有宣传和教育信息并突出这些信息 

12. 准备或更新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 

提交生态特征描述附件 

生
态
特
征
描

述
 

11. 汇编生态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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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态特征描述的关键步骤 

4.1 描述介绍 

目的：提供生态特征描述的背景，以及所要进行生态特征描述的湿地概括信息。 

任务：对描述地进行介绍，包括湿地的位置、描述的目的、所有涉及该湿地、物种和

群落有关的法律法规。  

4.1.1 描述地的详细资料 

提供有关本湿地和生态特征描述准备的基本资料，包括湿地公约秘书处和澳大利亚国

际重要湿地行政管理局规定的湿地位置信息。有关举例说明见表 2。 

表 2. 生态特征描述所包含的有关描述地详细信息举例 

地点描述 应包含的信息

名称
名称用指定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其他名填写在正式名字后的括号内；比如

Gwydir 湿地：Gingham 和 Lower Gwydir (又称 Big Leather)河 

地理坐标 提供描述湿地近中心或界限范围的位置坐标(包含度、分的经纬度) 

位置 简要说明所在地区、所处国家的位置和最近城镇的位置 

面积 提供的面积以公顷为单位.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时间 仅对国际重要湿地 

满足国际重要湿地 国家重

要湿地标准
列出符合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例如国际重要湿地标准的 1，2，3 或者 4) 

管理部门

列出对湿地进行管理的部门或土地所有者及其联系信息细节 

注：作者需了解《隐私法》1988 (Cwlth)，应与管理者联系并得到他们的许可，在文

件中使用并将公开的联系信息 

生态特征描述时间 注明生态特征描述时间，如果与列入目录时间不符，予以更正 

描述时状态
说明这是否是第一次描述或者是更新，.如果是更新，简要介绍更新的原因

(比如，有用的附加信息) 

编写时间 描述时间按年月格式(比如: 2006 年，6 月---译者注为中国格式 

编者姓名

包括负责编写生态特征描述的主要编写者、组织者和顾问的姓名、联系地址 

注：生态特征描述可能通过网络公之于众，描述中的任何信息，包括联系信息，将面

对全球数百万用户。个人信息一旦在网上公布，该署无法对披露使用进行有效控制  

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 ）

的参考文献

仅针对国际重要湿地： 

 RIS 的参考文献 (例如：题目，时间，网站) 

 注明 RIS 准备或更新的日期 

管理计划的参考文献
管理计划完整的参考文献(例如：管理计划名称，日期和标题)，如果有的话，

也包括管理计划的网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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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声明的目的 

准备一份生态特征描述目的声明，说明进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的原因，并清楚地表述

生态特征描述预期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以帮助读者和描述编写者了解他们要到达的目标。 

对于国际重要湿地，在目的申明中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McGrath, 2006)： 

1. 为了帮助澳大利亚履行湿地公约，如 2000 年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Cwlth)条款 6 (国际重要湿地管理) 所述： 

a) 描述和保持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 

b) 制定和实施规划以促进： 

i) 保护湿地 

ii) 实现湿地资源合理的和可持续的利用，在保障人类利益的同时，维持生态系统的

自然属性 

2. 协助澳大利亚履行湿地公约义务，在最早时间内告知其领土内任何湿地，包括国

际重要湿地，由于技术的发展、污染或者其他人为干扰的作用，其生态特征已发生变化、

正在改变或有可能改变。 

3. 补充所有已提交的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中包含的生态特征描述内容，集中形成一

份生态特征描述的正式记录文件。 

4. 协助 EPBC 法的执行，特别是： 

a）确定活动是否已经、是否会或可能会违反 EPBC 法第 16和第 17B 条规定而对国际

重要湿地产生重大影响，或 

b）评估根据 EPBC 法第七条规定已经、将会或可能会对国际重要湿地产生影响的政

府关注的活动。 

5. 协助考虑任何采取的可能对国际重要湿地产生影响的活动是否提交部长根据 EPBC

法第 7条进行评估和审批。 

6. 使关注国际重要湿地的公众了解和认识湿地的价值。 

以及其他编制生态特征描述的理由。 

4.1.3 有关条约，法律和法规 

除了 EPBC 法，还需列出所有国际、国家、地区或地方政府有关该湿地、物种或群落

所使用的或存在的法律、条约和条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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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与日本政府关于濒危候鸟及其环境保护协议(JAMBA)7 

 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候鸟及其环境保护协议(CAMBA)8 

 澳大利亚和韩国关于候鸟及其环境保护协议(ROKAMBA)9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Bonn 公约)10 

 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如受威胁物种保护的立法，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 

附录 3列出了对有关法例和条约信息的来源。 

生态特征描述所包括的产出

本部分生态特征描述产出包括： 

 描述地详细情况 

 描述目的的申明 

 有关法律，条约或法规的相关信息 

4.2 湿地的一般描述 

目的：提供较为详细的描述地列入名录时的信息，说明其列入名录的原因、背景及列

入名录的来龙去脉。此信息对湿地管理过程也非常重要。 

任务：进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描述至少应包括湿地的位置、地图和照片、土地使用

权、国际重要湿地标准和湿地类型等信息。下面是这些方面更为详细的说明。 

4.2.1 描述地位置 

提供该湿地详细的位置、边界和任何相关的信息。例如排水区、流域、气候和生物地

理区等。 

4.2.2描述地地图、影像和照片 

地图、影像和照片有助于确定湿地位置关系和提供其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背景，提供比

一个简单描述更多的信息。更多关于国际重要湿地地图绘制的详细资料见《澳大利亚国际

重要湿地地图绘制规范》(湿地和水鸟工作委员会, 2008)。 

给出国际重要湿地地图、卫星图像和航拍照片，显示该湿地的区域和背景，清晰描绘

湿地边界，还包括显示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照片(McGrath, 2006)，确保地图符合《澳大

利亚国际重要湿地地图绘制规范》要求。它们应包括边界、方向标（指北）、图例、题目

                                                        
7 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dfat/treaties/1981/6.html  
8
 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dfat/treaties/1988/22.html 

9
 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dfat/nia/2007/5.html 

10
 http://www.cms.int/ 

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dfat/treaties/19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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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例尺，以及关键特征、城镇或者其他标记，以利在较广范围内把握湿地基本情况。 

任何照片或图像均应附上一段描述、拍摄日期、拍摄地点(如说明、GPS 坐标和方向)、

拍摄人或拥有影像图的组织名称 (McGrath，2006)。卫片或航片也须标注湿地边界。 

如果地图或照片众多，可放在描述的有关章节，或在附录中加以说明。 

4.2.3 土地使用权 

湿地土地使用权影响谁负责该湿地的管理。国有土地上的湿地一般由澳大利亚、州或

地区政府机构负责管理，而私有土地上的湿地由土地拥有者、本土管理者、社区信托或产

业界等私人进行管理。有些湿地可能涉及不同土地所有权，由土地所有者和政府机构共同

负责对保护区和野生生物进行管理。本部分应包括湿地土地使用权的描述。 

4.2.4 国际重要湿地标准 

本部分有助于确保生态特征描述与国际重要湿地的联系以及符合列入名录时的标准，

至少有一项标准符合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要求(附录 4; 湿地公约, 1999 a; 湿地公约, 

2005 b)。公约于 1974年首次采用了该标准，并于 1990年、1996年、1999 年和 2005年先

后对标准进行了修订。附录 5对 1999年前的和目前的标准进行了比较。 

生态特征评估： 

应与国际重要湿地标准或该湿地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时执行的标准相关联。所使用的

标准表明湿地的生态效益与价值可能会由于湿地生态特征变化而丧失(湿地公约, 1996)。 

还应考虑生态系统其他的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因为在未违背任何国际重要湿地标

准的情况下，湿地功能和价值可能会显著下降”（湿地公约 1996年）。 

RIS 明确了单个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然而，对于某些湿地，可能在列入名

录时使用另一些标准。因此，在湿地描述中，应列出国际重要湿地标准，同时附上任何有

关新的认可标准。描述湿地明确的特征以符合国际重要湿地标准，并附上新标准，同样适

用于 RIS更新。 

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其标准为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及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

录的标准，这些标准是自然资源政策和计划委员会 2006 年达成，在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

地名录(澳大利亚环境部，2001) 第三版中使用(附录 6)。 

一般来讲，国际重要湿地也在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中，因此，一些湿地可能符

合一个以上的提名标准。许多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标准与国际重要湿地标准相类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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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和国际重要湿地两个标准均可用于一块湿地的生态特征描述。但

是，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与国际重要湿地的边界可能不匹配，因此，谨慎对待任何澳大

利亚国家重要湿地标准在国际重要湿地中应用时的边界适用性。 

4.2.5 湿地类型 

列出湿地类型并绘制湿地类型图，包括湿地面积估算，如果可能，提供湿地功能的重

要背景资料。不同湿地类型的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不同，因此，确

定湿地类型及其区域十分重要。对于复杂湿地，其拥有完全不同的湿地类型，对生态特征

描述进行细分，有利于突出这些不同类型的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

能。 

绘制不同湿地类型的分布图、提供该湿地各类型的百分比或面积估算11。 

各州和各个地区湿地管理机构可能有自己的湿地分类、湿地制图系统(如栖息地或植

被制图)，如果需要，应把它们包含进来。 

生态特征描述所包括的产出

本部分生态特征描述包括： 

 描述地位置 

 湿地地图，影像和照片 

 描述湿地的土地所有权 

 列出相关标准 

 列出和绘制湿地的类型 

4.3 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与服务功能的识别与描述 

目的：识别与描述对于描述湿地生态特征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生态

效益和服务功能。 

任务：识别和描述那些强烈地决定着当前生态特征或者列入湿地名录时生态特征的湿

地生态系统组成和子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 

1、识别尽可能多的湿地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与服务功能，使用表 3

至表 5(见下)，可获得湿地专家知识和任何相关的信息。由此产生的清单可能会很长，有

一些特征重复和相互关联，但它可以在下一步骤中精简。 

2、识别并总结最强烈影响或决定该湿地生态特征的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生态

                                                        
11
 对于国际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见 http://www.ramsar.org/ris/key_ris.htm#type；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重要

湿地，湿地类型见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ml 

http://www.ramsar.org/ris/key_ris.htm#type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ml


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框架与指南 

 

 24 

效益和服务功能。湿地生态系统的所有方面都很重要，湿地三要素(水文、物理化学和生

物)对每个湿地来说至关重要。然而，一些子组成或过程可能是决定该湿地生态特征的基

础，应提供选择关键要素的理由。 

选择分析和描述这些组成、子组成、过程、效益与服务功能的最低要求包括： 

 描述地独特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 

 符合国际重要湿地或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要求，支撑其列入名录的标准 

 其中的变化有可能发生在短期或中尺度时间内(<100年) 

 如果变化发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 

3、提供各关键要素更详细的说明和定量信息 

从数量上确定各关键要素，并提供信息来源。包括时空信息，以便对湿地的自然变异

性进行评价。如果相关，给出地图或照片显示湿地季节性变化或其他环境条件(如干旱)，

要特别注意湿地土地所有者和当地土著群体的要求。 

 

4.3.1 生态系统组成 

湿地生态系统组成成分由物理、化学部分和生物部分构成，可从大尺度到极小尺度(比

如栖息地、物种和基因)(湿地公约, 2005a)。表 3是生态系统组成和子组成的举例。有些

组成可看作是过程，因此，识别这些是生态系统组成还是过程，对于该湿地生态特征的描

述极其重要。 

表 3  湿地生态组成 

组成 举例说明

物理形态 湿地面积 

湿地外形 (如深度，形状及水深（水深研究）） 

湿地土壤 地点和土壤剖面特性(例如使用澳大利亚土壤和土地调查范围手册，McDonald 

et al. 1990)  

土壤剖面分类(例如使用 Isbell 2002)—多数情况下将其分类为溶胶土纲和亚纲

或更高类别是有效的 

土壤物理特性(例如结构，质地，粘度和性状) 

土壤化学特性 (如有机质，养分，硫化物，酸中和能力，盐度与 pH) 

土壤生物特性 (如土壤有机体，包括细菌和真菌，无脊椎动物—贝类，螨类和

蠕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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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举例说明

水体理化特性 营养元素 (如氮和磷) 

电导率 

阳离子和阴离子 

浊度 

温度 

溶解氧 

pH 值 

营养循环 

光衰减 

生物 湿地植物  

脊椎动物 (如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水禽，哺乳动物) 

浮游生物，包括硅藻类 

水生大型底栖动物 

来源：DSE, 2005 b 

4.3.2 生态系统过程 

生态系统过程是生态系统内部的驱动力，包括生物间、生物内部以及种群和群落间的

所有过程，以及其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现有生态系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

变化(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 2002)，它们可能是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过程(湿地公约, 

1996；决议六第 1号，附录 A)。生态系统过程的举例见表 4。有些过程也可考虑作为组成

或再分为子组成(如水文，可考虑淹水频率和持续时间子组成)，因此，应根据湿地生态特

征确定哪些重要，以及它们属组成还是过程。 

表 4  生态过程 

过程类型 举例说明

气候 a 降水 

温度 

蒸发 

风 

地形 a 地形/地貌 

地表水连接 

水资源 

土壤 

沉积物 

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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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类型 举例说明

水文 a 水平衡 (水输入, 水输出) 

地下水渗入与渗出 

地表-地下水相互作用 

潮汐规律 

淹水规律 (水量，频率，历时，水位高度和淹水季节（淹水时间）) 

物质和能量流动 初级生产 

营养循环 (氮、磷) 

碳循环 

分解 

氧化还原 

维护动植物种群的

过程 

繁殖 

更新 

扩散 

迁移 

授粉 

种间关系 竞争 

捕食 

演替 

食草的 

疾病和病原体 

物理过程 成层作用 

混合 

沉积 

侵蚀 

蒸发 

渗透 

a对一些湿地，这些过程可被视为组成或分开作为它们的组成 

来源：DSE，2005 

4.3.3 生态系统效益和服务功能 

湿地公约中的生态效益与服务功能，按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定义“效益是人们从生

态系统中获得的好处”来定义(湿地公约，2005 a；决议九第 1号，附录 A)。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的定义，强调人们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好

处12。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好处(经济、社会和文化)依赖于生态

                                                        
1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综合报告中生态系统和人类一节把湿地和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定义为[“人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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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和生态过程基础。这些组成和过程对生态服务功能的提供非常重要，即使它们不

直接对人类带来益处。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 a, b) 确定了四类主要的生态效益和生态服务功能： 

1. 供应服务功能—从生态系统获得的产品，诸如粮食，燃料和淡水 

2. 调节服务功能—从生态过程中获得的调节服务，诸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和自然

灾害调控 

3. 文化服务功能—人们从精神享受，娱乐，教育和审美中获取的收益 

4. 支持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持效益，如水循环、养分循环和生物栖息

地等，这些服务功能通常对人类产生间接的效益，或在一个较长时间产生直接收益。 

全面考虑生态系统效益和服务功能(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其目的是用作提示，

见表 5。附录 7提供了更全面的湿地生态系统效益和服务功能的清单，附录 8可作为确定

以国际重要湿地为标准的生态系统效益和服务功能的指南。 

表 5 湿地生态系统的效益和服务 

湿地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功能 举例说明 

供应服务—从生态系统获得的产品，诸如粮食，燃料和淡水 

食物 人类的食物 (如鱼) 

淡水 人类的饮用水 

家畜饮用水 

农业灌溉水 

工业用水 

湿地产品 木材 

燃料 

泥炭 

家畜饲料 

商业捕鱼 

生物化学产品 提取生物材料 

遗传物质 药物 

环境耐受基因 (如盐耐受) 

植物病原菌抗性基因 

观赏物种 

                                                                                                                                                                                  

生态系统获得的利益。包括供应服务如食物和水；调节服务如调节洪水、干旱、土地退化和疾病；支

持服务功能如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文化服务功能如娱乐、精神、宗教和其它精神上的享受”这一术

语相当于湿地公约所用的“产品、功能和属性”（如生态特征定义所述）。水作为供应服务功能而不是

调节服务功能受到质疑，但这不影响其在这份报告中的含义] (MA 2005b:v; also MA 2005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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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功能 举例说明 

调节服务—从生态过程中获得的调节服务，诸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和自然灾害调控 

水文维持 地下水的补给与释放 

工农业用水系统的储水和输送 

防止侵蚀 保持土壤 

防止海岸侵蚀和坍塌等物理变化 

污染控制和解毒 泥沙淤积和保持 

保持，恢复和去除多余营养物和污染物 

气候调节 调节温室气体, 气温, 降水和其他气候过程 

病虫害生物防治 保护农业害虫天敌 (如蝗虫天敌朱鹮) 

自然灾害调控 控制洪水 

稳固海岸线、河堤和防止风暴 

文化服务—人们从精神享受，娱乐，教育和审美中获取的收益 

娱乐和旅游 娱乐性垂钓和打猎 

水上运动和活动 

野餐，郊游，旅行 

自然观光 

生态旅游 

精神和神灵 神灵 

文化遗产 (历史遗迹和古遗迹) 

精神和宗教意义 

地方意识 

存在价值 

自然形态崇拜 

科学和教育 教育活动和机会 

科学研究参照区或地点 

长期观测地 

主要的科学研究地 

现存类型和地区的分类单元 

支持服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撑效益，如水循环、养分循环和生物栖息地等，这些服务通常对人

类产生间接的效益，或在一个较长时间产生直接收益 

生物多样性 支持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基因和生态系统 

土壤的形成 促淤 

有机物的积累 

营养循环 营养物的储存，循环，营养过程和获取 

碳沉积 

确定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应综合所有可用的信息和专家

意见。一种湿地水文组成的示例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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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巴曼森林（Barmah Forest）支持水鸟成功筑巢繁殖的水淹变化特征 (水文的关键子

组成) 描述 

关键生态组成, 

过程或子组成 

表象 (水淹

变化特征) 

必要条件 

淹水特征 季节性 九月或十月(或很少，11 月) 诱导繁殖的水文波动 

在逐渐衰退水文波动后，保持两个月的高稳定水位 

水深 诱导繁育需提供完全淹没的筑巢地#. 

应避免淹水的快速退去。在巢位或在觅食区 0.3 米下，淹水深度的突然

改变可能会导致其放弃繁殖 

幅度 水必须淹没巢穴和觅食区. 

白鹭成功繁殖需要比朱鹮更大的水流量 

至少 20 000 毫升/天的洪水是诱导水鸟筑巢繁殖必需的。然而，在巴曼，

在没有洪水大范围泛滥的特殊区域 (Boals Deadwoods)，朱鹮成功进行

了繁殖，这是通过调节筑巢区水流量小于 11 000 毫升/天实现的 

淹水历时 产卵后需要长达 3.5 个月的淹水，在此之前，鸟类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行

为、激素和营养上的准备。巢位与觅食区需至少 5 个月被淹没 

频率 淹水频率诱导成功繁殖反映了这一事件的自然条件，成功的繁殖机会必

须出现在一个物种的生命周期内(一些物种 20-25 年，野生物种平均生存

8-10 年) 

来源：DSE，2005  

对某些湿地，生态过程的定量信息可能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小组可对此做出估

计。当数据或估计存在不确定性时，其不确定程度应当予以说明。如果生态组成或过程不

能定量描述，应该被认定为知识空缺（信息缺失）。 

生态特征描述所包含的产出

这一部分的生态特征描述应包括: 

 湿地生态关键组成和子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汇总表 

 选择这些生态组成，子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的理由 

 关键生态组成，子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描述量化信息 (文字或表格形式) 

4.4 湿地概念模型的建立 

目标：建立湿地概念模型。该模型可用以了解和表述决定生态特征最为重要的各生态

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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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构建湿地概念模型或系列概念模型的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

务功能(如需要)。表 3-5 给出了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的说明。帮助

构建湿地概念模型的资源见附录 3。 

下列构建湿地概念模型的说明仅供参考，所提供的三个例子是：简单流程图类型概念

模型(图 4)，较为详细的 Paroo 湿地概念模型(图 5)，以及一个更加复杂和详细的、旱季时

的一般湖泊湿地概念模型(图 6)。应根据湿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所构建概念模型的类型。 

概念模型一旦完成，可用以帮助确定： 

 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如可能也包括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和依存性 

 对湿地重要价值的威胁因子 

 任何湿地自身的改变或其相互关系如何或以何种方式影响湿地功能 

在下列概念模型中，包含更多有关湿地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

能之间关系的信息和描述是有益的。 

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在湿地生态特征描述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它们可有效掌握系统过程和动

态，确定过程间的联系，并确定系统边界和范围(Gross, 2003)。概念模型通常为用符号/

或图画表述生态系统/或系统组成间或过程之间联系的可视图形。 

它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易于理解的工具，便于组织和交流知识，帮助确定知识空缺、

辅助决策和规划，并促进更广泛的社区参与。一些概念模型可帮助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

预测何种变化可能对湿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Gross (2003) 描述了两类常用生态系统概念模型。第一类是控制模型，描述系统主要

组成、驱动力和系统的反馈。其目的是准确地表述一个特定聚集层面上的系统。第二个是

压力模型，是一个特定系统或部分系统中压力、生态系统响应、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指标

之间联系为重点的抽象。该压力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相关系统的组成，反馈或相互作用。 

概念模型可用以表示湿地生态系统化学、物理和生物组成间，以及其生态过程、生态

效益和服务功能之间的联系。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可能过于复杂而难以构建和理解。这种情

况下，可用许多概念模型分别强调湿地的不同部分、组成或过程。 

湿地类型的丰富多样，很难开发一个通用概念模型。通用概念模型应仅视为构建一个

更适合于特定湿地生态系统模型的基础。有必要征求专家意见，并查询湿地原有的管理报

告或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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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昆士兰湿地项目的一部分，针对不同湿地类型、开发了一系列的概念模型(Maher 

et., 2006)，包括不同沼泽和湖泊湿地的概念模型，这为特定湿地的概念模型开发奠定了

基础，图 6是这些众多模式之一，其他湿地类型的概念模型可在 Maher 等人的报告中查询。

期望这些模型将可从昆士兰州环境保护局网站(http://www.epa.qld.gov.au/)查阅。 

沿海的 CRC 开发的众多描述重要湿地生态过程 (如疏浚、填充、养分循环，物理过

程，沉积和营养结构) 的概念模型转载于附录 9。 

生态特征描述所包含的产出

本部分生态特征描述应包括一个或多个概念模型，用以描述湿地关键生态组成和过程。在某些情况下，

可用来确定湿地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一些湿地如应用不同湿地类型和功能单元的概念模型，则更容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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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表述湿地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简单概念模型 

带有*号标记的，可视为生态系统组成或过程，也可视为生态效益或服务功能 

湿地生态系统 

气候 

降雨 

温度 

蒸发 

风 

地形 

地势 

水资源 

水文 (C/P) 

潮汐/水流特征 (淹水，幅度，频

率，持续时间，水深，流速等)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P) 
营养循环 

碳循环 

动植物 (C) 

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爬

行类，鱼类，无脊椎动物，

硅藻等 

 
植物：红树林，水生植物，

海藻，莎草，盐沼等 

服务与效益 (S) 

盐产品 

放牧 

洪水控制 

自然考察 

初级生产* 

生物多样性保护* (如灰红树林种群、独特湿地类

型和水禽繁育) 

水质(C) 

盐度 

营养物 

浊度 

C = 组成 

P = 过程 

S = 服务 

物理形态 

侵蚀 (P) 

沉积 (P) 

土壤类型 (C) 

形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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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帕鲁河湿地生态特征概念模型草图 

一个简化的帕鲁河（Paroo River）湿地生态系统概念模型，显示了主要生态组成部分、生态过程和生态效益或服务功能，以及它们之

间的相互联系(Gray, 2006; Philips et al., 2005) 

侵蚀调控 

洪水调控 

沉积物调控 

调节 

支持 

地下水补给 

碳沉积 

独特性,自然性 

一定范围半干旱漫滩湿地 

大型水鸟种群 

地方,珍稀和受威胁的动植物 

干旱避难所 

生物多样习惯 

气候 

降雨 

温度 

水文 

生物地化过程 

地表水流特征(高变异, 偶发

式) 

流量, 比例, 淹水 (周期

性, 幅度, 历时, 频率, 间

隔) 

水质 (盐度, pH, 

氮, 磷, 浊度) 

营养循环 

碳循环 

地下水特征 

过程 

 
 
 
 
 
 
 
 
 
 
 
 
 
 
 
 
 
 
 
 
 
 
 
 
 
 
 
 
 
 
 
 
 
 
 
 
 
 
 
 
 
 
 
 
 
 
 
 
 
 
 
 
 
 
 
 
 
 
 
 
 

地形 

地形/ 地貌 

侵蚀 

沉积物形状和大小 

沉积物 

蒸发 

土壤类型和结构 

组成 

栖息地 

间歇性河流, 河道, 水孔
(N) 

Mound 泉(Y, Zg?)) 

黑盒子沼泽 (Tp?) 

利格纳姆沼泽(W) 

荸荠和硝石黎沼泽
(W) 

Clay pans (Ts) 

季节性/间歇性淡水湖泊 

(P) 

迁徙水鸟和留鸟 

自流mound泉生态群

落(Salt Pipeworth, 

etc) 

关键植物 (Yapunya, 

Starfruit, Aponogeton 
queenslandicus, 

Goodenia sp, etc) 

鱼(黄金鲈鱼, 等) 

无脊椎动物(仙女虾

等) 

动植物 

两栖动物(蛙) 

鸟类 

爬行动物(条纹小

蜥蜴, 无耳龙, 等) 

水藻(轮藻类) 

哺乳动物 

服务/效益 

娱乐: 野餐, 郊游, 旅行 

自然观察，科学研究 

当地传统、文化价值 

美学和灵感价值 

放牧 

供给 

文化 

狩猎野生有害动物(猪和山羊) 

养蜂 

娱乐性的垂钓和狩猎 

土著文化遗产 

土著精神价值与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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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季节性/间歇性/弯曲河流/溪流/小溪；P =季节性/间歇性淡水湖泊(> 8 ha)——包括洪泛湖泊；Tp = 永久淡水沼泽/水库——池塘 (< 8 ha)，无机土壤

基底的沼泽——拥有挺水植物并在生长季长时间积水；Ts =季节性/间歇性淡水湖泊/无机土壤基底池塘—包括泥潭，凹坑，季节性洪泛草甸，莎草沼泽；W = 

灌丛湿地；灌丛沼泽，灌丛淡水沼泽，Carr灌丛, 无机土壤基底的桤木灌丛；Y = 淡水泉，绿洲；Zg = 地热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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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旱季一般湖泊湿地概念模型举例(来源: Maher et al. (2007)  

4.5 可接受的湿地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变幅限制 

目的：掌握湿地生态系统组成和过程的自然变化范围，设置其可接受的变幅

限制。由于技术发展、污染或其他人为干扰，变幅限制的设置对生态特征什么时

候已经改变或何时可能发生改变的确定更为容易。 

这对于有较大自然变化幅度的澳大利亚湿地尤其重要。当湿地生态系统关键

参数变化超出其正常范围时，湿地生态特征发生改变 (湿地公约，1996. 决议附

录六第 1号)。 

旱季时的一般湖泊 

干扰较小的大面积自然湿地 

水质下降导
致鱼类死亡，
藻类爆发 

水质参数 

温度、电导率、浊度、

溶解氧、透明度 

① 沉积和营养输入减少 

② 蒸发、蒸腾量大于入湖水量 

③ 浑浊使透明度下降 

④ 风混合湖泊水体 

⑤ 蒸发加强增加电导率，敏感物种消失 

⑥ 水温增加，溶解氧下降，湖泊变浅 

⑦ 湖底藻类和大型植物生产率改变，方向取决于湖泊水深 

⑧ 藻类在湖滨生长（澡盆效应） 

⑨ 陆生动物从湖中饮水，表明其为区域中主要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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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信息可以帮助湿地管理者决定限制对湿地干扰的活动、实地监测，并采

取行动以维持生态特征。 

菲利普斯(Phillips， 2006 年) 将湿地生态特征可接受的变化限制幅度定义

为： 

 可变幅度是湿地生态特征的一个特定尺度或特征。可包括人口数量、特

殊湿地类型分布面积、某些水质参数变化范围等。如果特定尺度或参数

超过了‘允许变化限度’，表明湿地生态特征发生改变，降低或失去了

国际重要湿地的价值 (图 7)。在多数情况下，改变被认为是负面影响导

致的结果，降低了所列名录湿地的价值。 

 

图 7. 自然变异和生态变化限制的举例(Phillips, 2006) 

任务：描述湿地自然变化和湿地关键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

服务功能等允许变化的限制幅度。 

量化湿地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的变异幅度，以及

其允许变化的限度。超过湿地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过程或生态服务功能规定的限

度，将导致湿地条件的改变。 

如可能，进一步描述超出可变化限制幅度可能对这些和其他生态系统组成、

生态过程，或者生态效益或服务功能的影响。 

可接受的变幅可能与自然变化相符，或可根据其它价值设置其变幅限度，并

给出设置这些限制幅度的理由。 

可变限度 自然变异 

参数变化 (如 盐度, 种群) 

时间 

列入名录时间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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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湿地，其系统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而发生自然变化的趋势，因此，

评判生态系统随时间变化的幅度极其重要，这可以确保其变化仍然反映系统的自

然变化。但是，应确保这些变化反映了自然变化或系统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人为

影响而发生的改变。 

如可能，湿地生态系统可变化限制幅度应根据湿地有关的监测方案、科研论

文、技术报告或其他出版物和文件信息进行确定。湿地专家、地方领导和口述历

史也可提供相关信息，这对设定可变限度非常有用。在某些情况下，数据可能不

够理想，虽然他们可能包含足够的信息来设置临时可变化限制幅度和确定下一步

所需的数据。 

对于某些生态组成、生态过程或湿地，可获得的资料可能非常少，现有资料

不够全面、难以设定明确的可接受限制幅度或可变范围的临时限制幅度，这种信

息的缺乏应被描述为知识空缺。如果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在可能的情况下，需要

确定设置限制需要的其他信息。 

可变限度可用文字描述或以表格的形式进行表述。湿地生态系统组成、生态

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的自然变化和生态变化限制的举例说明见表 7。 

表 7. 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或生态效益与服务功能可接受变化限制幅度的举

例说明 

关键生态组成

和过程 

基础条件 a
 和已知的自

然变化幅度 

暂时性可变限度 b 

(基于基础和自然变化) 

短期(1–2 年) 长期(5–20 年) 

重要物种和群落组成与过程 

每年现场记录的

水禽物种数量. 

多达 70 种水禽已被记录，

但变化很大，水禽对干扰的

响应程度已超越该区域 

湿地物种表现出明显的年际差

异，观察到的年际差异难以解

释，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可用 

观察, 估计, 推断或怀

疑水禽物种 10 年内减

少了 10%或更多 

每年/每半年调查

记录的水禽数量 

20 000–120 000 基于过去 24 个月数据，连续 2

年观测记录水禽数少于 15 000 

在 10 年内, 水禽数量

没有出现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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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生态组成

和过程 

基础条件 a
 和已知的自

然变化幅度 

暂时性可变限度 b 

(基于基础和自然变化) 

短期(1–2 年) 长期(5–20 年) 

观测到超过迁徙

种群数 1%的物

种(= 珍贵物种) 

矶鹞杓鹬 

条纹长脚鹬 

红腹滨鹬 

红帽千鸟 

红颈滨鹬 

红颈长脚鸟 

1987-2003，每种观测物种

平均变化范围： 

8000–41 606 (30 194) 

2042–53 098 (20 298) 

8–2566 (816) 

114–2110 (785) 

2350–8312 (6530) 

0–2401 (282) 

任何一年都没有记录到任何珍

贵物种 

必要的建议  

本地鱼类 本时段无足够数据. 本时段无足够数据 本地鱼类5年无净减少 

大型底栖动物 该区域昆虫数量少，主要由

air breathers 和 dipterans 组

成，可能有一些软体动物，

但耐盐的甲壳类动物有望

成为优势动物。预期物种数

范围在 10-20，浮游植物是

系统的驱动力-浮游生物可

能是水禽和鱼类的重要食

物。 

任何无脊椎动物两年以上的数

量变化不超过 20%。 

 

任何无脊椎动物物种

或类群数量 5 年以上

所 损 失 数 不 超 过

12％。 

灰红树林群落 面积：大约 22.5 公顷 

状况：通常较好, 但经 2000

年飓风后顶梢大量枯死 

趋势：2000 年飓风后更新成

功情况未知 

稳定气候条件下，死亡率不超过

4 % 

因洪灾或飓风损失达 90 % 

需要对造成大面积损

失原因的建议 

莎草和盐沼 面积：未知 

状况：未知 

趋势：未知 

一旦面积确定，死亡百分率就能

确定 

因洪灾或飓风损失达 90 % 

10 年内，群落面积变

化不超过 5%。需要对

造成大面积损失原因

的建议 

生物物理和水文的组成和过程 

潮汐输入，海水

释放  —通过排

放口的水头 

3–4 m 的水头. 需要建议 需要建议 

淡水输入 

 

除大量降雨外，面积仅局限

于海滨沼泽 

需要建议 需要对淡水输入时间，持续

时间，以及频率变化限制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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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生态组成

和过程 

基础条件 a
 和已知的自

然变化幅度 

暂时性可变限度 b 

(基于基础和自然变化) 

短期(1–2 年) 长期(5–20 年) 

pH pH 变化是直接和间接的生

态胁迫 (pH 影响有害物质

的活性)，pH 具有极高的自

然变异性，受藻类溶解 CO2

生长的影响，需要具体地点

的限制建议 

待确定 待确定 

沉积物 当前尚不知这个封闭系统

的自然沉积率 

待确定 待确定 

浊度 浊度随淡水输入、风和潮汐

的作用而不同： 

洪水前< 50 TU 

洪水后< 200 NTU 

ANZECC(2000) 触发值为

2-200NTU，一旦收集了足

够的数据，基于 80 年代中

百分位数的特定地点的触

发值可计算和采纳 

基于基线，平均浓度没有显

著变化 

盐度 高盐范围 = 40–100 g/L 

2000 年 10 月测定值 

38.4–49.5 ppt 

该时段无足够数据，盐度可

能随季节水体的循环而显

著变化  

依据具体地点和大量生物

的耐盐性的触发值 

基于基线，平均浓度没有显

著变化 

a用以估测管理是否有效地保持这一生态属性的定量方法。 

b表明‘生态特征’没有发生变化，在可接受变化的范围内。这一概念的使用，

需要具有对这些物种或种群的自然变化、消长周期良好知识。如果缺乏这些知识，

预警原则将被应用。 

来源：改编自 Phillips 等（2006年）。 

 

生态特征描述中所包括的产出

该部分的生态特征描述应包括: 

 每个关键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可接受变化的限度 

 信息来源 

 标注任何确定的知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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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生态特征威胁因子的辨识 

目的：确定存在的或可能对湿地生态特征产生影响的威胁，以及生态特征由

此受到的影响和变化。 

湿地威胁的确定可作为区域管理计划下重点领域的指示，也可作为评估

EPBC法下潜在开发申请对湿地可能造成影响的初步指导。 

任务：确定现存的或可能对湿地生态特征产生影响的威胁。这并不意味着是

一个详细的威胁评估，但至少应予以明确： 

 生态特征的可能威胁 

 威胁因子对生态特征可能的或潜在的影响 

 威胁的可能性和可能的时机（如有可能） 

确定威胁因子，应着眼于对湿地生态特征产生最为强烈影响的生态组成、生

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上。湿地管理者、概念模型、流域内的活动、EPBC

法下的湿地周边活动，守法和执法的任何行动，以及任何现有的管理或自然资源

管理计划或其他有关湿地的出版物，都可能会在湿地生态特征威胁的确定过程中

非常有用。 

生态特征威胁总结于表并随附更为详细的描述（表 8）。知识空缺的确定在

随后章节列出。概念模型的更新可能是有用的，应在适当情况下，阐述那些对湿

地存在的风险和威胁。 

在生态特征描述中，应指出任何对植物或动物物种存在的特别威胁，而可能

的威胁或风险应在湿地管理计划与监测计划中进一步明确。 

风险评估 

湿地风险评估框架是由 Van Dam 等（1999 年）制定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评

估湿地威胁或风险（湿地公约，1999c，决议 VII.10；Van Dam 等，1999）的框

架。该框架提供了如何预测和评估湿地生态特征变化，以及促进、特别是早期预

警系统使用的指南（湿地公约，1999c，决议 VII.10；Van Dam 等，1999）。详

细的风险评估应是湿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 

湿地风险评估框架确定了导致湿地生态特征不利变化的五种情况（湿地公

约，1999c，决议 VI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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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文情势的改变——如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利用或上游河流改道、干旱或

气候变化等所导致的洪水幅度、时间和频率的改变。 

2、水体污染——如集水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改变，城市面积的扩大和

城市排污的增加，导致水体混浊和泥沙含量增加，以及水体营养物质和其他污染

物的增加。 

3、物理破坏——如由于城市发展的占地或排水、火情变化以及薪材消耗等，

致使栖息生境丧失。 

4、生物产品的开发——如过度捕捞或过度放牧。 

5、外来物种的引进——比如引进外来动物（狐狸、山羊、猪和猫）可能导

致野生生物的掠夺捕食或牲畜的过度采食；杂草入侵可能造成适宜生境的丧失或

湿地群落的改变。 

这几种情况可能是确定威胁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的切入点，其变化类型可

被视为生物的、化学的或物理的变化（湿地公约，1999c，决议 VII.10；Van Dam

等，1999）。 

为制定一个更加系统的用以对环境威胁和管理行动进行编目的国际认同方

法，自然保护国际联盟（IUCN）和管理措施伙伴（CMP）开发了一种通常遇到

的环境威胁和保护/管理行动的规范的层次分类方法（IUCN—CMP
14，2006年）。 

利用自然保护联盟的威胁层次分类法，从 2007 年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着

手对国内 64 个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已有的生态特征描述、管理计划等逐一核

实。基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威胁层次分类法，核实了每一湿地记录的威胁并进

行了分类。这次核查后的湿地威胁分类清单见附录 10。 

表 8. 湿地面临威胁的举例说明表 

实际的或可能的

威胁或威胁活动 

对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的

潜在影响
可能性 威胁时间

上游水资源的提

取/分流导致： 

 水文改变 

 温度改变 

 改变水文情势—水流历时, 幅度和频率  

 改变水深 

 改变生境有效性（由于面积、淹水频率和洪

水的变化） 

 改变水温 

 对动植物的影响(如繁殖，植被分布) 

确定的

/高 

现时 

                                                        
14

 www.iucn.org/themes/ssc/sis/classification.htm 

http://www.iucn.org/themes/ssc/sis/classific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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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引进和/

或控制不力 

 减少栖息地(如大面积占据湿地，植被结构

改变) 

 与本地动植物竞争 

 本地物种丧失 

确定的 现时–中期 

(5 年) 

湿地周边的农业

活动，如： 

 清除本地植物 

 放牧 

 农作/园艺活

动 

 泥沙淤积，水体浊度增加 

 富营养化 

 盐碱化 

 水文变化 

 促进杂草生长 

 降低栖息地质量 

确定的 现时–中期 

(5 年) 

城市发展可导致

以下活动： 

 填土 

 挖沟排水 

 改变径流 

 酸性石膏土的

扰动 

 城市排水增加，导致淤积和污染加剧 

 浊度增加 

 光照和沉积物改变而影响动植物 

 湿地栖息地丧失 

 湿地水深改变 

 对动植物的扰动 

 水文改变 

 pH 改变 

中等 中期(5 年) 

气候变化可导致： 

 降水格局改变 

 温度和风改变 

 更加频繁和严

重的水灾 

 改变水文情势—水流的历时, 变幅和频率 

 降低水深 

 影响动植物 (如繁殖, 植被分布) 

 影响栖息地条件和有效性 

 增加侵蚀和破坏栖息地 

中等 中–--长期 

(5 年到

12 年) 

 

生态特征描述中所包括的产出

这部分生态特征描述产出应包括: 

 对湿地生态特征可能存在的威胁 

 威胁对生态特征可能和潜在的影响 

 如果可能，威胁可能出现的时间. 

4.7 当前生态条件的描述和生态特征变化的确定 

目的：确定湿地生态特征是否已发生了变化。 

任务：简要描述该湿地当前的生态特征，并确定自列入名录后的任何生态特

征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这部分无须对当前生态特征进行广泛的评估，但应包括该湿地关键生态组

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是否在任何数量或质量上发生变化，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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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否是在可接受的限度内或限度外，变化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以及该湿地是否

仍符合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时的标准。 

生态特征描述应包含这些变化信息，以便在湿地监测、管理和评价中能得到

关注。管理计划可以使用这些研究结果确定所采取的活动，以维护或恢复该湿地

生态特征，或者制定相关措施以防止任何进一步的不利变化。 

生态特征描述中所包括的产出

这部分生态特征描述文件应包括： 

 当前生态特征的简要描述 

 任何湿地生态关键组成、生态过程和/或生态效益/服务功能数量或质量变化的概述 

 这些变化是否超过季节(年内)或年际(年份间)的变化和/或超过了特定的环境可接受变化的

限度 

 这些变化是否是不利的和人类引起的 

 形成一份清晰、明确的报告，说明该湿地是否仍满足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时的标准 

 自列入湿地名录以来，该湿地是否满足国际重要湿地的所有标准 

4.8 总结知识空缺 

    目的：在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列出存在的知识空缺。 

    任务：使用步骤 4.3—4.6 和其他相关资料，总结分析知识空缺，以确定该

湿地的生态特征。 

    总结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明确的知识空缺。在适当情况下，描述有关数据的

有效性与实用性问题，以及其如何影响生态特征描述。知识空缺的确定可通过在

生态特征描述的多个阶段实现，例如，可在确定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

与服务功能，或者在描述生态特征可接受变化的限度时确定。这些信息可以描述

的方式或总结列表的形式列出，如表 9。 

明确知识空缺，有助于寻找资源解决这些关键知识空缺，并有助于湿地的管

理。 

表 9. 知识空缺举例说明以及应对空缺的监测或行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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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独特生态组成

子组成 或过程

已明确的知识空缺 推荐的监测活动或其他

活动以应对知识空缺

水文 水量和淹水历时 无湿地淹水记录数据 湿地不同时段的遥感图

像或航空照片 

测量信息 

地下水输入 无地下水贡献率量化数据 地下水位监测 

物理的/ 

化学的 

水质 无针对 X 和 Y 的水质基础数据 洪水期采样分析水质 

生物 植被 无植被分布图 植被类型和分布的遥感

图或航片以及地面实地

验证 

鱼 无鱼类多样性和丰富度数据 鱼类调查 

4.9 湿地监测需求确定 

    目的：明确湿地生态特征的哪些方面或哪些威胁因子应该监测，其目的不是

要制订一个监测方案，而是在湿地管理计划或监测计划中实施。 

    任务：总结分析与确定或维持生态特征相关的监测需求。 

这部分应包括： 

 建议的需要监测的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或威胁

因子 

 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或威胁因子监测的具体目

标（如填补知识空缺，确立可接受改变的限度，检定生态特征变化） 

 优先监测 

 建议可用指标或措施 

 建议监测频率 

    监测活动的举例说明列于表 10。 

生态特征描述中所包括的产出

这部分生态特征描述应包括： 

 一份已明确的知识空缺总结 

 解决未来潜在数据来源，管理措施或监测知识空缺的指针 

    确定重要监测需求有助于湿地管理和监测方案的制定，并确保这些方案与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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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特征的紧密联系。监测需求也能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有利于促进对湿地生

态特征的认识和描述。 

    本节应为湿地生态关键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或服务功能，或威胁因子

等需要的监测提供提示或指导。对于湿地生态特征监测，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理由。

例如，监测可用于建立基础信息资料、设置允许变化的范围、应对知识空缺，或

检定生态特征变化。监测也可构建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或服务功

能，以及威胁之间的关联，以便未来只需对其中之一进行监测。 

    一些监测需求可能会在湿地生态组成、生态过程、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等生

态特征描述后，或者生态特征变化可接受限度设置后，或者生态特征风险和威胁

确定后，或者是知识空缺确定后才得以明确。 

 

 

 

表 10. 生态特征描述中监测活动确定的举例说明 

首要的生态组

成、过程、效

益与服务功能

特定的生态组

成、过程、效益

与服务功能

监测目标 指标 措施 频率
优先

顺序

水文 水流流入幅度、

历时和频率 

确立可变限

度 

 水深测量 

 水量计 

每月 高 

生物 水鸟 建立基准和

变化限度 

 水禽种类的出现

/缺失 

 目标水禽种的出

现/缺失 

 繁殖对的数量 

 鸟巢数量 

双年度调查 

关键时期特

定物种信息

的每周调查 

高 

土著鱼类 建立基准和

变化限度 

 物种总丰富度 

 本地物种丰富度

比例 

 物种丰富度比例 

 总丰富度 

每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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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底栖动物 变化检定  科的存在/缺失 

 科的总数量 

 观测/期望值 (

如可获得) 

季度 中 

植被— 盐沼 建立基准和

变化限度 

 绘制主要植被类

型的分布图 

双年度调查 

 

中 

外来物种— 杂

草入侵 

变化检测—

对本地物种

的可能威胁 

 程度 

 在栖息地内外的

传播率 

双年度调查 中 

水质 物理化学参数

— 浊度, 营养, 

盐度 

发展条件  浊度 

 营养 

 盐度 

每月 中 

 

生态特征描述中所包括的产出

这部分生态特征描述建议应包括： 

 对湿地生态关键组成、过程、效益或服务功能的监测，最重要的是湿地生态特征的维持，这

包含解决生态特征可能存在威胁的监测 

 监测目标 

 监测指标或措施 

 监测频率 

 监测的优先顺序 

4.10 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的重要信息识别 

目的：突出湿地管理或任何湿地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CEPA）行动计划的重要

信息。 

任务：在编制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找出湿地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的重要信息。 

重要的信息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为何该湿地重要 

 该湿地符合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 

 该湿地存在的物种 

 该湿地存在的威胁 

 湿地的状态 

    本节的目的不是提供全面的列表信息或行动计划。然而，宣传和提高公众意

识的活动在湿地保护、合理利用和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据“湿地公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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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计划（2003-2008）》，以帮助提高人们对湿地价值

和功能的认识。该计划呼吁湿地教育、公众意识和沟通的国际和国家间合作。 

    为此，澳大利亚制订了湿地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CEPA）的国家行动计

划（2001-2005），该计划为全澳大利亚的合作行动提供了保障。这是一个不断发

展完善的计划，并为有效实现湿地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CEPA）活动的合作

提供指导。 

 

生态特征描述中所包括的产出

本节生态特征描述应包括列表或描述，主要是在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确定的宣传，教育或公

众意识活动的关键内容，并在湿地管理计划或 CEPA 行动计划中详细阐述。 

4.11 生态特征描述的编写 

    任务：使用步骤 4.1—4.10的信息和产出，编写湿地生态特征描述。为了减

少重复，有必要将步骤 4.3和 4.5的信息合并。对于一些复杂的湿地，基于主要

湿地类型或功能单元、将生态特征描述划分为不同章节是有用的。 

    除上述步骤的信息外，在生态特征描述中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执行概要 

 致谢 

 目录 

 缩写列表 

 术语 

 参考文献 

 附录 

    每一标题下所需包括内容的更详细信息见第 3节。 

编写生态特征描述

要编写生态特征描述 

 利用步骤 3.1–3.10 的成果进行生态特征描述编写 

 包括执行概要，致谢，目录，缩写说明，术语，参考文献和必要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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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湿地信息表的准备 

    目的：更新列入名录的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或准备要列入名录的国际重要湿

地信息表。 

    任务：在准备（或更新）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RIS）初稿和国际重要湿地

信息图件的同时，完成生态特征描述。生态特征描述应作为 RIS 初稿和图件的配

套文件一并提交。 

   “湿地公约”认同生态特征描述是 RIS 的补充。因此，生态特征描述被视为

RIS 的一个关键部分，需随表附上。 

    湿地在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时，必须准备 RIS，如果必要，每六年需更新

一次（“湿地公约”，1996；决议 VI.1条第 2.3段）。在进行生态特征描述的同

时，生态特征描述应为 RIS（或更新的 RIS）提供详细录入信息。 

    RIS 版本定期变化，因此，应及时查看湿地公约网站15，以确保使用的是 RIS

最新版本，填表的相关注解说明也会同时提供。 

    非国际重要湿地无需提供 RIS，其生态特征描述应单独进行。 

 

提交生态特征描述的产出 

对于新的国际重要湿地： 

 生态特征描述应同 RIS 一并提交 

对于已列入名录的国际重要湿地 

 生态特征描述应同更新的 RIS 一并提交 

5. 生态特征描述的提交 

    在进行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湿地管理者和管辖区应考虑咨询 DEWHA。 

    生态特征描述一旦完成，新的或修订的 RIS（列入目录的国际重要湿地）和

地图应提交州或地区政府进行评估和征求意见。州或地区政府一旦认同后，生态

特征描述将提交 DEWHA 审查，以确保其符合框架的最低要求。对于新的湿地，

DEWHA 将生态特征描述作为 RIS附件，提供给澳大利亚环境和水资源部，成为

指定国际重要湿地文件的组成部分。如获 DEWHA 批准，这份指定国际重要湿

地的文件将提交“湿地公约”秘书处。 

                                                        
15

 http://ramsar.org/ris/key_ris.htm 

http://ramsar.org/ris/key_r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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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已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DEWHA 将附上生态特征描述，同 RIS

一并呈交“湿地公约”秘书处。 

    这些信息受到秘书处重视，并复制到湿地国际、进入国际重要湿地数据库 15。



                                                        

15 http://www.ramsar.org/index_list.htm 

http://www.ramsar.org/index_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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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生态特征描述编制清单 

下表列出了作为生态特征描述所需的信息清单。生态特征描述信息清单完成后，提交

到澳大利亚政府环境和水资源部。 

 执行概要 

 致谢 

 目录 

 缩略语 

 简介 

   描述地详细信息 

   描述目的说明 

   有关条约、法律和法规 

 描述地的详细说明 

   地图, 影像和照片(包括清晰显示国际重要湿地位置和边界的地图)，地图应包括边界，方向，图例，标题和

比例尺，湿地边界应在地图和卫星影像图上画出。 

   土地所有权 

   列入名录的相关标准 (如国际重要湿地或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 

   描述地的湿地类型列表和图示 

 湿地生态系统关键组成，过程，效益和服务功能的概述 

 描述湿地的关键组成，过程，效益或服务功能，以及其相互关联；选取这些进行描述的理由 

 描述地的概念模型 

 湿地关键生态组成，过程，效益或服务功能可接受变化限度的定量描述 

 描述地湿地生态特征面临的可能威胁或风险；威胁生态特征的可能时间和影响或潜在影响 

 生态特征变化的识别 (如湿地生态组成，过程或效益或服务功能的任何变化)，如可能，阐述这些变化是否不利，

是否由人类引起，以及是否超出了正常的季节性变化或可接受改变的特定限制范围，这包括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时以及当前符合其标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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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空缺的总结 

 监测建议，包括监测频率，类型，优先次序 

 生态特征描述过程中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信息识别 

 参考文献和信息来源 

 术语 

 附录 

   编写描述的方法 

   描述地动植物名录 

   每个作者的简短履历 

与生态特征描述一同提交的材料 

 国际重要湿地更新表（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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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和其他要求 

本附录总结了与国际重要湿地有关的主要活动和要求，表明了生态特征描述内容与这

些活动的关联。下面列出了八个与国际重要湿地有关的主要活动，以及每项活动的产出。 

活动 产出

国际重要湿地列表 确认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 

利益相关者及管理协议支持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 

生态特征描述 

管理计划 咨询需求和计划 

湿地概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包括国际重要湿地标准) 和风险 

湿地风险评估 

管理目标和策略 

执行计划 

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生态特征和地图每 6 年（≤ 6 年）的更新 

监测计划 

管理计划的实施 年度工作计划 

环境影响评估 (EIA)a 批准行动的条件 

监测 结果和结论 

评估 生态特征状态 

管理计划更新建议 

减少行动对环境影响的条件有效性 

报告 各缔约方会议的国家报告 

缔约方向湿地公约秘书处通报生态特征的变化 

宣传, 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 宣传 

教育 

提高公众意识 

a依据澳大利亚联邦的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1999年)进行审批的限制性活动

（可能对湿地生态特征有重大影响的行动）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可能对湿地生态

特征产生重大影响的管理计划中的行动或预期行动。 

信息来源: 依据 DSE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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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有用资源 

以下部分推荐了一些在进行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时有用的资源及其链接。 

描述地的一般背景信息 

 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见澳大利亚湿地数据库，可拷贝，同样可用作国家重要湿地

描 述 信 息 表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atabase/ind

ex.html 

 澳 大 利 亚 重 要 湿 地 名 录 ， 第 3 版 ， 澳 大 利 亚 环 境 2001.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

ml
.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时间. http://ramsar.org/sitelist.pdf. 

 填写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RIS)的说明和指南 http://ramsar.org/ris/key_ris.htm 

 国际重要湿地标准 (附录 4) 或 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标准 (附录 6). 

 国际重要湿地类型. http://www.ramsar.org/ris/key_ris.htm#type. 

 澳大利亚国家重要湿地类型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

ml
.
 

 湿地出版物和文件资料 

 湿地管理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 

 口述历史 

 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图绘规范，概述划定国际重要湿地界限，数据采集和管理及

地图绘制的标准， 为国际重要湿地管理者和管理机构提供指导，这些人和机构在

国际重要湿地文档编制和审批中起着重要作用 

 州或地方政府环境、自然资源或规划部门或机构 

条约, 法律法规 

国际的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atabase/index.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atabase/index.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ml
http://ramsar.org/sitelist.pdf
http://ramsar.org/ris/key_ris.htm
http://www.ramsar.org/ris/key_ris.htm#type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wetlands/direc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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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公约信息. www.ramsar.org 

国家的 

 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1999) 和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2000). 

http://www.environment.gov.au/epbc/about/index.html 

州和地方政府的 

 澳大利亚法律信息研究所网站, 可用以查询每个州或地方政府的有关立法

http://www.austlii.edu.au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 

 新南威尔士 http://www.legislation.nsw.gov.au/ 

 北部地区 http://www.nt.gov.au/dcm/legislation/current.html. 

 昆士兰 http://www.legislation.qld.gov.au/OQPChome.htm. 

 塔斯马尼亚 http://www.thelaw.tas.gov.au/index.w3p. 

 维多利亚 http://www.dms.dpc.vic.gov.au/. 

 西澳大利亚 http://www.slp.wa.gov.au/statutes/swans.nsf. 

受威胁, 濒危和迁徙物种 

 受威胁的物种和生态群落信息 

http://www.environment.gov.au/biodiversity/threatened/index.html 

 自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生效以来，受威胁物种、群落和威胁过程信息列表： 

http://www.environment.gov.au/cgi-bin/sprat/public/publiclistchanges.pl 

 迁徙物种信息： 

http://www.environment.gov.au/biodiversity/migratory/index.html 

 1996 年发布的东亚-澳大利亚滨鸟(或涉禽)保护网络信息，现为亚太迁徙水鸟保护

战略(2001-2005)的组成部分，这个战略旨在建立一个沿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

上，涉禽利用的最为重要的湿地网络，这条迁徙路线包括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经东

南亚、中国和日本的非繁殖场所，到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主要繁殖场所： 

http://www.ramsar.org/
http://www.environment.gov.au/epbc/about/index.html
http://www.austlii.edu.au/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
http://www.legislation.nsw.gov.au/
http://www.nt.gov.au/dcm/legislation/current.html
http://www.legislation.qld.gov.au/OQPChome.htm
http://www.thelaw.tas.gov.au/index.w3p
http://www.dms.dpc.vic.gov.au/
http://www.slp.wa.gov.au/statutes/swans.nsf
http://www.environment.gov.au/biodiversity/threatened/index.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cgi-bin/sprat/public/publiclistchanges.p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biodiversity/migrato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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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vironment.gov.au/biodiversity/migratory/waterbirds/2001–2005/inde

x.html 

 州和地方政府网站可能拥有其特定的受威胁的物种或群落信息 

更为详细的描述地信息 

以下信息可能对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有用： 

 相关监测项目结果(如水质，鸟类调查，藻类研究，植被图) 

 国家或州文件指南提供了一系列水质参数的标准(如 ANZECC 和 ARMCANZ (2000a)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淡水和海水质量标准 文件 4)。如果未设置水体特定的水质目

标，查询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quality/nwqms/index.html 

 湿地出版物和文件资料 

 湿地管理者，湿地专家和有丰富知识的利益相关者 

 口述历史资料 

 描述地的概念模型 

 表 3–5 

 湿地流域内的活动和土地利用情况 

 现有的管理计划 

 区域的自然资源管理计划 

构建概念模型 

有关概念模型构建的信息可从下面找到： 

 昆士兰湿地计划的湿地指标范围界定研究项目。作为昆士兰湿地计划的一部分，构

建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湿地类型的概念模型 (Maher et al. 2007)，包括各种沼泽和

湖泊湿地模型，这些模型是构建特定湿地概念模型的基础。 

 Oz 海岸，CRC海岸建立的概念模型。这为构建滨海湿地简单概念模型提供指导，也

为河口型以及特定的澳大利亚河口湿地简单概念模型构建提供模板 

 http://www.ozcoasts.org.au/conceptual_mods/cm_build.jsp 

http://www.environment.gov.au/biodiversity/migratory/waterbirds/2001-2005/index.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biodiversity/migratory/waterbirds/2001-2005/index.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quality/nwqms/index.html
http://www.coastal.crc.org.au/ozcoast/infopages/models.html
http://www.coastal.crc.org.au/ozcoast/infopages/mode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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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zestuaries 网站已构建了澳大利亚河口和沿海航道的七种地貌概念模型

http://www.ozcoasts.org.au/conceptual_mods/cm_build.jsp#0  

 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的综合与应用网络。该网站包括了超过 1500 定制矢量符

号，超过 100 个自定义色板，生态系统景观和交互多媒体教程，并可免费下载

http://ian.umces.edu/symbols/. 

 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的概念图—科学工具，综合与应用网络，该网站提供了发

展概念模型的背景材料，并提供链接和资源开发概念模型 

http://ian.umces.edu/conceptualdiagrams_page.php. 

 昆士兰大学海洋研究中心海洋植物实验室的概念图。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些概念模型

的实例, 如海底藻类概念模型 

http://www.marine.uq.edu.au/marbot/marineplants/benticmicroalgae.htm 

 澳大利亚自然资源图集。河口过程研究，环境，水，遗产和艺术部的澳大利亚自然

资源地图集：该网站包括一些通用的三维概念模型，表达波浪和潮汐主导的河口和

三角洲一般特征，以及泥沙输送和氮循环的方式 

 

http://audit.deh.gov.au/ANRA/coasts/coasts_frame.cfm?region_type = AUS&region_co

de = AUS&info = process.  

该网站也包括适用于不同河口及其河口生态影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模型，每一图解

比较了河口优劣管理实践的实例

http://audit.deh.gov.au/ANRA/coasts/coasts_frame.cfm?region_type    

= AUS&region_code = AUS&info = condition 

 Ryan DA, Heap AD, Radke L and Heggie DT (2003)，澳大利亚河口和海岸航道的

概念模型：海岸资源管理应用，澳大利亚地球科学，2003 年 09 月，136 页 (澳大

利 亚 地 球 科

学)http://dbforms.ga.gov.au/pls/www/npm.ozest.show_mm?pBlobno = 10277. 

 制定监测方案的概念模型 (Gross, 2003) ，为概念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特别

是为湿地监测计划的制定提供了指导 

http://science.nature.nps.gov/im/monitor/docs/Conceptual_Modelling.pdf. 

http://www.ozcoasts.org.au/conceptual_mods/cm_build.jsp#0
http://ian.umces.edu/symbols/
http://ian.umces.edu/conceptualdiagrams_page.php
http://www.marine.uq.edu.au/marbot/marineplants/benticmicroalgae.htm
http://audit.deh.gov.au/ANRA/coasts/coasts_frame.cfm?region_type=AUS&region_code=AUS&info=process
http://audit.deh.gov.au/ANRA/coasts/coasts_frame.cfm?region_type=AUS&region_code=AUS&info=process
http://audit.deh.gov.au/ANRA/coasts/coasts_frame.cfm?region_type %20%20=%20AUS&region_code = AUS&info = condition
http://audit.deh.gov.au/ANRA/coasts/coasts_frame.cfm?region_type %20%20=%20AUS&region_code = AUS&info = condition
http://dbforms.ga.gov.au/pls/www/npm.ozest.show_mm?pBlobno=10277
http://science.nature.nps.gov/im/monitor/docs/Conceptual_Modell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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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约手册和指南 

 湿地公约秘书处制定了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手册，(拉姆萨尔，伊朗，1971)，第四版 

(湿地公约，2006)，一份提供了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及其历程信息的湿地公约指南

http://www.ramsar.org/lib/lib_manual2006e.htm 

 湿地公约秘书处也编制了一系列手册，内容涵盖了许多方面，如湿地保护与合理利

用，宣传与教育，湿地管理，湿地调查及其他主题。这些手册如下： 

湿地合理利用 

1. 手册 1 湿地合理利用的概念框架 

湿地政策和立法 

2. 手册 2 国家湿地政策。国家湿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3. 手册 3 法律和制度。法律和制度回顾，以增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 

湿地和人类 

4. 手册 4 湿地的 CEPA。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公约项目 (CEPA) 2003–2008 

5. 手册 5 参与技能。建立和增强当地社区和土著民参与湿地管理的技能 

湿地和水 

6. 手册 6 关于水的指南。公约中关于水的指南综合框架 

7. 手册 7流域管理。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流域综合管理 

8. 手册 8 水资源分配与管理。维持湿地生态功能的水资源分配与管理指南 

9. 手册 9 地下水管理。管理地下水以维持生态特征 

湿地与空间规划 

10. 手册 10 海岸管理。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湿地问题 

湿地调查, 评价和监测 

11. 手册 11 调查，评价和监测。湿地调查，评级和监测的综合框架 

12. 手册 12 湿地调查。湿地调查框架 

http://www.ramsar.org/lib/lib_manual2006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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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手册 13 影响评价。将生物多样性有关问题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立法和/或进程以

及战略环境评价指南 

国际重要湿地 

14. 手册 14 国际重要湿地的指定。国际重要湿地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指南 

15. 手册 15 生态特征变化论述 

湿地管理 

16. 手册 16 湿地管理。国际重要湿地和其他湿地管理框架 

国际合作 

17. 手册 17 国际合作。基于湿地公约的湿地国际合作指南 

手册均可在湿地公约网站下载：http://www.ramsar.org/lib/lib_handbooks2006_e.htm 

其他信息资源 

 环境分配和水资源需求信息可在维持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环境水需求中获得

(Davis et al.2001).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rivers/nrhp/wetlands.h

tml 

 澳大利亚水质监测报告指南 (ANZECC 和 ARMCANZ 2000b)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quality/index.html#nwqmsguidelines 

 洪泛湿地监测推荐方法 (Baldwin et al. 2005). 

http://publications.mdbc.gov.au/ 

这个文件包括监测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沉积物，鸟类，鱼类，蛙类，大型底栖

动物，植被和浮游生物方法的信息和参考文献 

 自然资源管理标准和目标的国家框架，国家自然资源管理监测和评价框架，为自然

资源管理目标设定，监测，评价报告提供信息 

http://www.nrm.gov.au/publications/frameworks/standards-targets-framework.html 

       http://www.nrm.gov.au/publications/frameworks/me-framework.html 

 

http://www.ramsar.org/lib/lib_handbooks2006_e.htm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rivers/nrhp/wetlands.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rivers/nrhp/wetlands.html
http://www.environment.gov.au/water/publications/quality/index.html#nwqmsguidelines
http://publications.mdbc.gov.au/
http://www.nrm.gov.au/publications/frameworks/standards-targets-framework.html
http://www.nrm.gov.au/publications/frameworks/me-framewo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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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国际重要湿地认定标准 

 

A 组标准：含有代表的，稀有的或独特的湿地类型的湿地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包含适当生物地理区内一个自然或近自然湿地类型的一处具代表性的，稀

有的，或独特的范例，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B 组标准：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重要性  

基于物种和生态群落

的标准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支持着易危、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或受威胁的生态群落，就应被认为具有

国际重要意义。 

标准  如果一处湿地支持着对维护一个特定生物地理区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植物和/或

动物种群，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在生命周期的某一关键阶段支持植物和/或动物物种或在不利条件下对其

提供庇护场所，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基于水禽的具体标准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栖息有 20,000 只或更多的水禽，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个体数的 1%，就应被认为具有

国际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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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鱼类的具体标准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栖息着绝大部分本地鱼类亚种、种或科，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种间或

种群间的关系对湿地效益或价值具有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应被认为具

有国际重要意义。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是鱼类的一个重要食物基地、是湿地内或其它地方鱼群依赖的产卵场、育

幼场或洄游路线，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基于其他分类单元的

具体标准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栖息依赖于湿地的非水禽物种或亚种种群数量个体 1%的，就应被认

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湿地公约 (1999a)；湿地公约 (2005b) 

 

 

 

 

 

 

 

 

 

 

 

 

 

 

 

附录 5: 目前和 1999 年前的国际重要湿地认定标准比较 

目前标准 年前标准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包含适当生物地理区内一个自然或

近自然湿地类型的一处具有代表的、稀有的或独特的范例，

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1(a) 一个自然或近自然湿地、具有适当生物地理区特征的

特别好的代表范例。 

1(b) 自然或近自然湿地、具有一个以上生物地理区共同特

征的湿地的特别好的代表范例。 

1(c) 主要流域或海岸系统，特别是位于跨区域的湿地，具

有重要水文、生物或生态功能的特别好的范例。 

1(d) 生物地理区内特殊的、稀有的或独特的湿地类型代表

范例。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支持着易危、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

或受威胁的生态群落，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2(a) 支持着稀有的、易危的或濒危的动植物物种或亚种，

或任何一个或多个数量可观的种群个体。 

标准  如果一处湿地支持着对维护一个特定生物地理区

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植物和/或动物种群，就应被认

定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2(b) 因拥有独具特色的动植物区系，对维护一个地区遗传

和生态多样性具有特殊价值。 

2(d) 对保护一种或多种特有植物或动物种类或群落具有特

殊价值。 

3(b) 定期支持着相当数量的特定水禽，体现着湿地价值，

生产力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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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在生命周期的某一关键阶段支持植

物和/或动物物种或在不利条件下对其提供庇护场所，就应

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2(c) 具有在植物或动物生命周期关键阶段提供栖息生境的

特殊价值。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栖息有 20,000 只或更多的水

禽，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3(a) 定期栖息有 20,000 只水禽。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

一种群个体数的 1%，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3(c) 已有的种群数表明湿地定期栖息有水禽一个种或亚种

的 1%个体数。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栖息着绝大部分本地鱼类亚种、种

或科，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种间或种群间的关系对湿

地效益或价值具有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4(a) 栖息着绝大部分本地鱼类亚种、种或科， 其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种间或种群间的关系对湿地效益或价值具有代

表性，从而有利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是鱼类的一个重要食物基地、是湿

地内或其它地方鱼群依赖的产卵场、育幼场和/或洄游路

线，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4(b) 是鱼类的一个重要食物基地、是湿地内或其它地方鱼

群依赖的产卵场、育幼场和/或洄游路线。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栖息依赖于湿地的非水禽物种

或亚种种群数量个体 1%的，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

义。 

无. 

资料来源：DSE (2005a) 

 

 

 

附录 6: 国家重要湿地认定标准 

2006年，澳大利亚国家自然资源政策和计划委员会批准了国家重要湿地认定标准，列

在第三版的澳大利亚重要湿地名录中(澳大利亚环境 2001)。 

如果能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该湿地可被认定为国家重要湿地： 

1. 澳大利亚生物地理区内较好的湿地类型范例。 

2. 在主要湿地系统/复合体自然功能作用中，具有重要的生态或水文作用。 

3. 动物类群生命周期脆弱阶段的重要栖息地，或在干旱等不利条件下提供庇护场所。 

4. 栖息有全国任何本地 1%或以上的植物或动物种类的湿地。 

5. 支持了国家级濒危或易危的本地植物或动物或群落的湿地。 

6. 具有显著的历史或文化价值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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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湿地名录中的许多湿地满足一个以上的标准。标准应用于单个湿地时，存在一定

程度的主观性，不仅不同的调查者对湿地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解释，而且资料的缺乏常常使

得湿地是否符合特定标准的判断较为困难。 

可把澳新界作为应用标准 1的框架，以判断其湿地是否具有澳大利亚生物地理区内的

独特性或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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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典型湿地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功能 

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功

能类别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或效益

描述

供给服务

人类利用和对人类直接

有益 

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直接

物质产品，包括食物、淡

水、纤维和燃料、生化药

剂，以及遗传物质 (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 2005b:2)。 

水供给 生态系统水资源供给的储存、保持、净化和释放作用。 

饮用水 适合天然饮用水供给。只需对供水作最小处理—例如，

过滤和/或消毒。 

家庭农场用水供给 适合家庭农场供水而不适合做饮用水— 例如，供给适合

洗衣和生产需求的水质和水量。. 

牲畜用水 提供适合健康牲畜生产的水质和水量。 

灌溉 适合灌溉的水源供给。例如，农作物、牧草地、公园、 花

园和娱乐场地的灌溉。 

工业利用 适合工业用途的供水—例如，食物、饮料、造纸、采矿

和水电，通常依据其工业需求对供水进行处理。 

水产养殖 适合水产品健康养殖和人类消费食品培育 (如鱼类, 软

体动物类和甲壳类) 的水资源供给。 

为人类提供水产品 湿地确保人类健康消费水产品—如鱼类，甲壳类，贝类

和海藻类产品的适宜性。 

湿地产品，如动植物产品 供给人类直接或间接利用的动植物产品和其他资源，比

如，湿地可提供鱼类、水产养殖、盐、家畜饲料(如放牧)、

木材、薪柴、泥炭或其他产品。 

生物化学产品 提供具潜在用途的化学物质如药用或工业用的物种或非

生物成分。 

遗传资源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提供遗传资源的功能支持着种群扩

散，有助于就地维持物种多样性，并提供诸如选育研究

和开发应用。包括了抵抗病原体的遗传资源的供给，或

对环境条件的耐受，以及新药物的开发。 

观赏物种 提供用于观赏的物种或非生物资源，如观赏鱼类和植物。 

调节服务

人类利用效益 

从调节湿地生态系统过

程，包括气候调节、地表

水和地下水调节、水质净

化和污水处理、减少水土

流失，减轻自然灾害和传

播授粉中获得的物质效益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5b：2)，包括湿地提供

给人类的物质和非物质利

益。 

维持和调节水文周期 湿地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调节功能，包括保留和滞延水流，

通过涵养和释放维护地下水-地表水平衡，为依赖于湿地

的物种提供栖息地和庇护场所。 

维持和调节空气质量 湿地空气质量调节功能，例如，从大气中吸附化学物质

和尘埃颗粒。 

维持和调节气候 调节温室气体、温度、降水和其他气候过程、降低温室

效应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功能，例如, 从大气中吸收和储藏

二氧化碳。 

维持和调节区域气候 对当地气候产生影响，例如，通过水份蒸发，形成露、

雾和降雨，降低当地温度。 

稳固海岸线和抵御风暴 由于湿地及其生物的物理结构，拥有降低沿海灾害和维

护海岸生态过程的作用，例如， 稳定陆地和提供庇护所，

避免风、波浪和海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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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功

能类别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或效益

描述

稳固河岸和防止侵蚀 稳固河岸、陆地和保持土壤，防止土壤侵蚀和坍塌。 

生物防治害虫害，维护农

业害虫天敌 

为动物提供栖息地控制病虫害，例如，生活在湿地中的

蛙类和鱼类，通过捕食蚊子和其幼虫，可降低传病媒介

的丰富度，一些湿地为食肉动物提供栖息地以控制农业

害虫，如朱鹭捕食蝗虫。 

通过污染物的吸收、储存

和/或污染治理，防治污

染和降解有毒物质 

湿地在降低水流速度，阻挡和吸附沉积物，降解营养物

质和其他污染物，以及在水文过程中缓冲污染物输送量

具有重要作用。污染物可能因自然或人类的影响而增加，

污染物的扩散包括城市或农地的暴雨径流，灌溉区，退

化地或城市雨水管理系统等传播途径，点源污染包括污

水处理厂或工厂的排放。 

减轻自然灾害 降低洪水影响的作用 (例如，降低洪峰和流速)，防护暴

风雨，稳固海岸和河岸，以及降低火灾强度和频率。 

文化服务

人类利用效益 

人类通过心灵和精神的享

受、娱乐、教育和美学体

验、包括娱乐、精神、宗

教和其他非物质利益所获

得的益处 年千年生

态系统评估 和 。那里

可能是具有人类学的，考

古学的，历史学的，科学

的，精神的，视觉的或社

会学的意义或价值，包括

原住民传统或 海峡

岛习俗的场所或对象。

娱乐 为人类提供从事娱乐和以自然为本的活动场地，这些活

动包括亲水性的涉水、游泳、独木舟、漂流、划船、赛

艇、帆船, 打猎和钓鱼等，也包括非亲水活动，如湿地边

的散步和野餐以及诸如观鸟等自然观光活动。 

旅游 提供人类从事旅游活动的场地，比如，生态旅游，野营，

以及利用湿地开展诸如钓鱼或旅游活动。 

科研和教育 具有教育和科学趣味的特征，比如，湿地认知。 

美学服务 (独特的或代

表性的陆地和水体景观) 

提供“标志性”的自然风光，例如，迷人的景观和环境，

人们可以参观、享受，或以其他方式欣赏，也可显示“典

型的”湿地风貌或特征，通常与湿地类型或类别有关，可

能是地貌，生态和水文湿地特征相组合的体现，也可能

是单个较高价值诸如特有鱼类群落特征的体现。具代表

性的例子可能常见或不常见，所以一些例子可能具稀有

价值。 

文化遗产和特征 湿地提供了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景观或物种。例如，湿

地可能包含曾使用湿地衍生产品，狩猎湿地生物工具的

历史建筑物或遗迹，也可能是具有精神意义的地点，如

墓葬遗址。 

心灵和精神 湿地可提供宗教和艺术的灵感来源，湿地可能代表了一

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如民间文学艺术、音乐、习俗和

传统知识，可能还包含文化和宗教意义的生物，也包含

了家庭和图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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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功

能类别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或效益

描述

支持服务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这些服务是所有其他生态

系统服务产出所必需的，

包括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包括了湿地生态系

统组成、过程、服务 效益

所固有的环境价值，这些

服务通常通过支持其他环

境服务或效益为人类提供

间接的利益 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

水文过程 湿地通过地表、地下和大气与其相连，并由此产生水及

其性质的时空分布差异，支持着水的循环运动。湿地水

文过程的差异可以影响湿地本身的许多生态特征，也影

响地球含水层和流域尺度水文循环的各个方面。例如，

湿地可使局部地区的地下水通过补给、蒸发，增加大气

湿度，引起水分的储存和交换。 

食物网 湿地支持了在湿地生活并相互依存的生物的食物链，食

物链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和传输能量和营养物质

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能量和营养物质从一个物种转

移到另一物种。 

物理栖息地 支持着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重要物理特征 (生物

和非生物)，包括提供湿地生物生命周期的某一阶段或多

个阶段 (如迁徙、补充食物、繁殖、越)的栖息生境。例

如，河岸带为水生无脊椎动物提供栖息地、沉积泥沙、

遮护水道、减少水土流失。有些涉禽需要特定的物理生

境取食，而有些鱼类需要特定的物理生境产卵。 

营养循环 化合物的吸收、转化、加工、储存、运输和再摄取，促

进生物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生长或发育。特定的营养元素，

通过一个或多个生物体，再次回到环境的重复途径，包

含了初级生产和碳、氮、磷的循环。 

初级生产力 (基于经济

的初级生产力见供给服

务部分) 

绿色植物和某些细菌能够利用太阳能或化学能将无机物

转化成生物质能，这是食物链中的第一个环节，因此，

被称为初级生产者(自养)，其他的生物取决于这些初级生

产者所固定的能量，湿地为初级生产提供了一个合适的

地点及资源，同时也支持了如水产养殖，放牧，渔业生

产等产业。 

吸附沉积物，稳固和土壤

形成 

沉积、促淤和积累有机物过程是湿地及其生物群落物理

功能特征，这些过程可以影响泥沙向下游地区的输送，

减少湿地自身及其周边可能的侵蚀。 

生物多样性 支持多种湿地物种，群落，栖息地，以及地貌特征。 

特殊的生态、物理特征或

地貌特征 

支持一般景观不常见的特殊生态特征，其产生于组合特

征如稀有物种、栖息地、地貌或生态功能 (包括在干旱时

作为庇护场所，支持其在生命周期的脆弱阶段或特定阶

段的物种及其高生产率)。 

显著的或独特的湿地物

种 

支持的物种可能是常见的，具有显著的或极其重要的保

护价值，如关键种或指示物种，可能还包括对群落尤其

重要的建群种，通常具有象征意义(如鸭嘴兽、海雕、澳

洲鹤、淡水鳕鱼、澳洲肺鱼等)。 



澳大利亚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框架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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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功

能类别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或效益

描述

受威胁的湿地物种、栖息

地和生态系统 

支持列入濒危名录的湿地物种，生态系统或栖息地，例

如，名录中的稀有或濒危湿地类型，或者濒危栖息地，

如一个濒临灭绝的区域生态系统或一个濒危的、受威胁

的或稀有的群落。 

优先的湿地物种和生态

系统 

支持确定为特殊管理的湿地物种，生态系统，栖息地，

或生态过程(如物种或物种恢复或管理计划，或澳大利亚

重要湿地名录中列出的，JAMBA , CAMBA，或

ROKMBA)。 

自然或近自然湿地生态

系统 

支持自然或近自然湿地。缺乏人类干扰的湿地生态完整

并具有弹性 (湿地生态系统维持群落有机体和栖息地，不

随时间推移而抵御各种自然干扰的能力)，人类干扰后的

湿地，其生态完整性通常低于自然湿地。 

生态连通性 支持其他湿地或湿地复合体、陆地生态系统、物种传输，

包括支持其他湿地的水文过程、提供种子传播途径或候

鸟栖息地的相互联通。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5a)。生态系统和人类—综合体，岛屿出版社，Washington，DC。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5b)。生态系统和人类：湿地和水—综合体，岛屿出版社, 

Washington，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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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确定国际重要湿地标准有关的生态系统效益或服务的指南 

标准 与标准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A 组标准; 含有代表的、稀有的或独特的湿地类型的湿地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包含

适当生物地理区内一个自然

或近自然湿地类型的一处具

代表的，稀有的，或独特的

范例，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

重要意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其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涉及以下几

个方面：  

 基于生物地理区内湿地类型(使用国际重要湿地类型的分类系统)的代

表性 

 国际重要湿地中稀有或独特的湿地类型 

 自然性使得国际重要湿地成为湿地一种类型或多种类型的较好范例 

 自然控制，减缓或防止洪水 

 湿地季节性水文保持或其他下游重要保护区域 

 蓄水层补给 

 为喀斯特的或地下水的或泉水系统的组成部分，支持地表湿地 

 为重要的自然洪泛系统 

 至少在区域气候调节或稳定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水文影响 (例如, 特

定区域的云雾林或热带雨林，在半干旱、干旱或沙漠地区的湿地或湿

地复合系统，或作为碳汇的冻土或泥炭系统等) 

 在维持良好水质标准中具有重要作用 

B 组标准. 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重要性 

基于物种和生态群落的标准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支持着

易危、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或受

威胁的生态群落，就应被认为具

有国际重要意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其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 

 支持受威胁的物种，包括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迁徙物种，或在迁

徙路线上，提供不利条件下的物种庇护所，以及分散占据特定生境类

型的居留型受威胁物种 

 通过保护相邻或其他邻近湿地，增加栖息地面积，增强受威胁物种种

群的生存能力 

 支持稀有的或受威胁的生态群落，尤其这些群落价值较高或在生物地

理区内特别典型 

标准 如果一处湿地支持

着对维护一个特定生物地理

区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的植物和/或动物种群，就应

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其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下列有关：  

 支持生物地理区域内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 

 支持数量众多的特有物种 

 支持出现在生物地理区内(包括栖息地类型)的生物多样性 

 支持显著比例的适应特殊环境条件的物种(如在半干旱或干旱区暂时

性湿地的物种) 

 支持在生物地理区域内具有稀有或显著特征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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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在生

命周期的某一关键阶段支持

植物和/或动物物种在不利

条件下对其提供庇护所，就

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

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其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  

 支持迁徙物种特别高比例的种群数量，其在在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

(例如取食，休息，换羽) 聚集于相对狭小的区域 

 在旱季支持非迁徙物种 

标准 与标准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

B 组标准. 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重要性 

基于水禽的具体标准 

标准 5: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

栖息有 20,000 只或更多的

水禽，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

重要意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湿地应定期栖息有 20 万只或更多的水

禽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

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

种群某一种群个体数的 1%，

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

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湿地应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

种群个体数的 1%，这个数量是基于该物种的全球种群估计数，湿地国际

每三年对其予以更新和公布(湿地国际 2002 年) 

基于鱼类的具体标准 

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栖息

着绝大部分本地鱼类亚种、

种或科，其生命周期的各个

阶段，种间或种群间关系对

湿地效益或价值具有代表

性，从而有利于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就应被认为具有

国际重要意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其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 

 支持与科属种数量、不同生活史阶段、物种间相互作用，以及种群和

外部环境间复杂关系等因素有关的鱼类和贝类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支持大量的(至少 10%)特有物种或同物种基因多样性，如地域种 

 支持一个显示了极高生物差异的生物群落(即大范围的形态和生殖风

格差异) 

标准 8: 如果一个湿地是鱼类

重要食物基地、是湿地内或其它

地方鱼类依赖的产卵场、育幼场

和/或洄游路线，就应被认为具

有国际重要意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其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  

 提供鱼类完成其生命周期至关重要的区域 

 支持鱼类种群基本生态过程，即使它们不一定是成鱼种群必须的庇护

场所 

 提供产卵生境 

基于其他分类单元的具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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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如果一个湿地定期

栖息依赖于湿地的非水禽类

物种或亚种种群数量个体

1%的，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

重要意义。  

如果国际重要湿地符合这个标准，湿地应定期栖息有依赖于湿地的动物的

一个物种或亚种种群个体数量的 1%，并应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种群的

生物地理范围超出了缔约方的领土范围，对于标准 9 所列的每个种群，

生物地理种群的名称，以及出现在该湿地通常的个体数量都应列出。 

在应用这个标准时，只重申这个标准是不够的。该湿地支持了> 1%的种

群数，但>1%的本地种群数量也不是一个列在名录中的种群数量的正确判

断，除非该种群是该国特有的。 

引自 2005年增加的湿地公约 (1999c)标准 9 

来源：DSE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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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概念模型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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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Coastal CRC 

http://www.coastal.crc.org.au/wetlands/conceptual.html. Symbols for diagrams courtesy of the 

http://www.coastal.crc.org.au/wetlands/conceptu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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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Network (ian.umces.edu/symbol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附录 10: 湿地的一般威胁 

需制定一个更为系统的国际层面上编目环境威胁和管理行动的方法，自然保护国际联

盟(IUCN)和保护联盟伙伴(CMP)建立了常见环境威胁和保护/管理行动的标准化分级分类

系统 (www.iucn.org/themes/ssc/sis/classification.htm). 

应用自然保护国际联盟的威胁分类，澳大利亚政府 2007年核查了澳大利亚所有的国

际重要湿地信息表（RIS）及所有的生态特征描述，以及 64个国际重要湿地的管理计划 (类

似行动也在列入 EPBC法案中的其他国家环境重大问题中展开)。通过核查，确定了以下威

胁，并依据自然保护国际联盟的威胁分类系统将其归类。 

威胁主题

威胁级别 级

威胁活动

威胁级别 级

威胁类别

威胁级别 级

农业和水产养殖 农业和水产养殖 清除 

未特别指出 

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作物 种植 

灌溉草场和农作物 

畜牧养殖和放牧 放牧 

践踏 

海洋和淡水养殖 未特别指出 

木材和纸浆材种植 用材林 

生物资源的利用 捕鱼和收获水生生物资源 水产品贸易 

饵料 

商业 

非法获取 

娱乐 

拖网 

未特别指出 

采集陆地植物 商业 

狩猎和采集陆地动物 非法获取 

娱乐 

伐木和木材收获 薪柴 

木材 

其他管理 

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 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 包括未明确的'全球变暖' 

栖息地改变 珊瑚白化 

http://www.ian.umces.edu/symbols
http://www.iucn.org/themes/ssc/sis/classific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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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主题

威胁级别 级

威胁活动

威胁级别 级

威胁类别

威胁级别 级

地表水源损失 

侵蚀 

栖息地改变 

海平面上升 

暴雨和洪水 旋风 

极端温度 水温变化 

气候变化 

生态系统/群落胁迫 生态系统退化 侵蚀 

未特别指出 

能源生产和采矿 能源生产和采矿 未特别指出 

采矿和采石 未特别指出 

人类的入侵和干扰 人类的入侵和干扰 不恰当的保护措施 

未特别指出 

娱乐活动 丛林徒步旅行 

野营 

生态旅游 

骑马 

打猎 

越野车 

未特别指出 

水上运动 

战争，内乱和军事演习 军事训练 

入侵和其他问题物种和类

群 

外来入侵种/外来物种 — 冠棘海星 

— 非洲大蜗牛 

 — 普通八哥 

藻类 

 — 鳄鱼杂草 

动物 

 — 黄色疯狂蚁 

— bridal 爬行物 

 — 野燕麦 

— 猪鹿 

—soft roly-poly 松软不

倒翁 

 — 黑色不倒

翁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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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主题

威胁级别 级

威胁活动

威胁级别 级

威胁类别

威胁级别 级

鸟 

 — 巴厘牛 

 — 牛 

— 野生水牛 

 — 甘蔗蟾蜍 

 — 单峰骆驼 

 — 狗 

 — 山羊 

— 金鱼 

— 欧洲岸蟹 

 — 点头蓟 

 — 黇鹿 

 —马鹿/麋鹿 

 — 水鹿 (鹿) 

红螯 

情人菊 

黑蓟 

 — 蒲苇 

黄金菟丝子 

鲤鱼 

车前叶蓝蓟 

水葫芦 

— 红绒花 

马 (野生的) 

大戟树 

猫 

鱼 

食蚊鱼 

石莲花 

 —圣约翰草 

Jatropha gossypifolia — 麻风树

(bellyache 灌丛) 

多刺灯心草 

马樱丹 

— 棕兔 

 银合欢 

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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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主题

威胁级别 级

威胁活动

威胁级别 级

威胁类别

威胁级别 级

东南亚狼蛇 

含羞草 

小家鼠 

针茅草 

鳟鱼 

 刺梨 

欧洲兔 

 扁轴木 

细柱西番莲 

河鲈 

水虉草 

海枣 

过江藤  

樟疫霉 

 — 杨树 

褐家鼠 

黑鼠 

锈红蔷薇 

. — 黑莓 

 — 酸模 

 except , 

 &  — 柳树 

槐叶萍 

水飞蓟 

- 大米草 

钝叶草 

紫翅椋鸟 

野猪 

无叶柽柳 

水烛香蒲

荆豆 

未特别指出 

 — 欧洲赤狐 

杂草 

苍耳 

Noogoora burr 苍

耳属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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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主题

威胁级别 级

威胁活动

威胁级别 级

威胁类别

威胁级别 级

Bathurst burr 苍耳

属一种 

马蹄莲 

本土问题物种 动物 

鸟类 

昆虫 

袋鼠/灰熊 

植物 

入侵和其他问题物种和类群 藻类 

动物 

疾病 

有毒藻类 

有毒浮游植物 

有毒甲藻 

未特别指出的 

杂草 

自然系统改造 筑坝和水管理/利用 改变 

水坝/拦水屏障 

排水 

洪水 

常规的 

地下水开发 

灌溉盐化 

防洪堤 

护坡墙 

盐分 

水流改向 

地表水抽提 

储水 

火及灭火 自然火 

未特别指出 

其他生态系统改造 枯死 

旱地盐碱化 

污染 农业污水 除草剂 

营养物 

杀虫剂 

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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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主题

威胁级别 级

威胁活动

威胁级别 级

威胁类别

威胁级别 级

毒素 

未特别指出 

空气中的工业/商业污染物 毒素 

耗能 噪声 

垃圾和固体废物 内陆水域废弃物 

海洋废弃物 

陆域废弃物 

家庭和城市污水 化粪池 

暴雨 

未特别指出 

污水处理厂排放 

工业和军事污水 泄漏 

沉积物 

溢漏 

污染 酸性硫酸盐土壤 

营养物 

杀虫剂 

盐分 

沉淀/淤积 

土壤污染 

溢漏 

未特别指出 

水 

住宅及商业发展 商业和工业区 商业/工业发展 

垃圾填埋地 

未特别指出 

住宅区和市区 城市发展 

未特别指出 

运河发展 

居住和商业发展 未特别指出 

垦殖 

旅游和游憩区 未特别指出 

度假胜地 

物种胁迫 间接物种影响 杂交 

物种死亡 未特别指出 

交通运输和服务走廊 航道 挖掘 

未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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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主题

威胁级别 级

威胁活动

威胁级别 级

威胁类别

威胁级别 级

公路和铁路 道路 

未分类的 未分类的 未明确的威胁 

术语表 

行政权力 各缔约方，由国家政府管理，对其领土内的湿地公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行政机构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不利环境条件 生态条件异常对植物或动物物种的生存不利，如发生在极端气候下的长期干旱，洪灾，冷害等(湿

地公约, 2005b)。 

评估 通过监测活动 (湿地公约定义，2002 a，决议 VIII.6)收集更为具体的湿地信息，以确定湿地现

状，以及所面临的威胁。 

基线 即起始条件。对于国际重要湿地，其基线通常是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时的条件(Lambert 和

Elix, 2006)。 

参照点 一个标准的参考点(ANZECC 和 ARMCANZ, 2000b)。 

预先确定的 (以寻求保护的价值观为基础) 需要达到或保持的状态(Lambert 和 Elix, 2006)。 

效益 效益是指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好处 (湿地公约，2005，决议 IX.1 附录

A)，这些好处往往依赖于湿地的结构组成和生态过程。 

另见“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地理区域 应用生物和物理参数，如气候，土壤类型，植被覆盖等(湿地公约，2005b) 设立的一个科学严

谨的生物地理区。 

生物多样性 所有来源的生物有机体的差异，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复合体等。包含

种内 (基因多样性)、种间 (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多样性)多样性，以及生态过程。

这个定义主要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 条(湿地公约, 2005 b)。 

流域 汇入河流、水库或其他水体的总汇水面积 (ANZECC 和 ARMCANZ, 2000a)。 

生态特征变化 任何人类引起的生态系统组成、过程和/或生态系统的效益/服务的不利改变(湿地公约, 2005a, 

决议 IX.1 附录 A)。 

群落 群落是占据相同环境空间，多种生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特征的有机体组合

(ANZECC 和 ARMCANZ, 2000a). 

群落组成 群落中所有的物种类群 (ANZECC 和 ARMCANZ, 2000a)。 

群落结构 群落中所有的物种类群及其相对丰富度(ANZECC 和 ARMCANZ, 2000A)。 

概念模型 湿地概念模型是结构组成和生态过程对于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的表述理念 (Manlet 等, 2000; 

Gross, 2003)。 

缔约方 指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的成员国。截至 2007 年 4 月，湿地公约国达 154 个，公约成员面向联合

国(UN)所有成员，联合国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或国际法章程成员。 

http://www.ramsar.org/key_cp_e.htm 

关键阶段 依存湿地的物种生命周期阶段(如繁殖，迁徙途中停留，蜕皮)，如果发生中断或被阻止，物种的

保护可能长期受到威胁(湿地公约，2005b).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www.ramsar.org/key_cp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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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特征 生态特征是湿地给定时间点的生态系统结构组成，生态过程，以及生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的综合。

在此内容框架下，生态系统效益按照人类所获得的各种好处加以定义(生态系统服务)。而“给定

时间点”来源于决议 VI.1 条第 2.1 段，是“有关缔约方在指定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时进行

生态特征描述并完成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如所采用的建议 IV. 7)时的时间。 

生态群落 指任何自然发生的一组物种共同栖息在一个环境中并彼此联系，特别是通过食物关系相互作用，

并相对独立于其他组的物种。生态群落可能大小不等，较大的可包含较小的(湿地公约，2005 b)。 

生态系统 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生态系统被描述为生物群落 (包括人类社区)和非生物环境 (生态系统

的组成) 相互作用 (通过复杂生态过程) 的一个功能单位，它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利益，换个说法

即生态系统服务(湿地公约， 2005，决议 IX.1 附录 A)。 

生态系统组成 生态系统组成包括湿地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部分 (从大尺度到小尺度，如栖息地、物

种和基因) (湿地公约, 2005, 决议 IX.1 附录 A)。 

生态系统过程 为生态系统的驱动力，包括生物有机体间，种群和群落内(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过程，也包括同非

生物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并随时间变化导致生态系统的变化(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 2002)，它们

可能是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过程。 

生态系统服务 指人们从生态系统得到或获得的好处(湿地公约，2005a, 决议 IX.1 附录 A)。生态系统服务的组

成包括(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5)： 

 供给服务 — 比如供给食物、燃料和淡水 

 调节服务 — 从生态系统调节过程中获得的好处，例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和自然灾害

调控等  

 文化服务 — 人类通过精神满足、娱乐、教育和美学所获得的好处 

 支持服务 — 该服务对其它生态系统服务产出极为必要，如水循环、营养循环和提供生物

栖息地 

 这些服务一般对人类产生间接的或直接的长期效益  

另见‘效益’ 

生态可持续发展 指改善生活质量的发展，而且无论是现在和将来，维持着赖以生存的生态过程(ANZECC 和

RMCANZ, 2000a) 

河流地貌学 水成地貌的研究 (Gordon 等, 1999) 

指示物种 指物种能为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整体状况提供信息，它们对环境条件极其敏感，因此可以用来评

估环境质量(湿地公约, 2005b) 

本地种 指自然起源和发生在一个特定国家的物种(湿地公约, 2005b) 

引进(非本地)物种 指非自然起源和发生在一个特定国家的物种(湿地公约, 2005b) 

可接受的改变限度 在湿地生态特征特定的组成或过程中，其变化没有导致该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时的标准

降低或丧失，这些变化被认为是可接受(Phillips, 2006)的变幅限度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拉姆萨尔名录’) 

指缔约方依据一个或多个已由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标准指定的国际重要湿地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监测 依据管理目的进行具体信息的收集，对评估活动的假设进行回应，并将监测结果应用于湿地管

理中(湿地公约, 2002 a, 决议 VIII.6). 

拉姆萨尔 拉姆萨尔为伊朗城市，地处里海沿岸。“湿地公约”于 1971 年 2 月 2 日在此签署，因此，其成

为“公约”的简称，即“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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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重要湿地标准 指用于确定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为缔约方和咨询机构依据湿地代表性或独特性或生物多样性

价值，确定湿地是否符合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标准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湿地公约 即“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伊朗)，1971 年 2 月 2 日。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 14583 号. “巴黎议定书“，1982 年 12 月 3 日，里贾纳修订，1987 年 5 月 28 日。

使用“湿地公约”(拉姆萨尔，伊朗，1971) 或“拉姆萨尔公约”简称更为普遍 

http://www.ramsar.org/index_very_key_docs.htm 

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 

(RIS) 

缔约方在国际重要湿地数据库记录了建议列入国际重要湿地有关数据记录的形式。涵盖了诸如

地理坐标和面积，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标准和湿地当前类型，水文，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

的细节，其他，所有权和管辖区，以及保护措施和需求。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湿地名录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国际重要湿地 依据“国际重要湿地标准”，缔约方将满足一个或多个标准的湿地指定并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的湿地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国际重要湿地数据库 指包含生态，生物，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具有边界的国际重要湿地地图等，依据协定保存在

荷兰瓦赫宁根湿地国际的所有数据。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湿地 湿地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

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水域(湿地公约, 1987) 

湿地评估 指通过监测活动，在收集更具体信息的基础上，确定湿地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威胁 (Finlayson

等, 2001; 湿地公约, 2002a)的行为 

湿地生态风险评估 定量或定性评估胁迫对湿地生态系统实际或潜在的不良影响 

湿地类型 “湿地公约”的湿地分类系统所确定的湿地类型 

http://www.ramsar.org/ris/key_ris.htm#type  

湿地合理利用 指鉴于可持续发展(湿地公约, 2005 a, 决议 IX.1 附录 A)[2]，通过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维持生态

特征[1]的湿地利用 

1. 其中特别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方法(CBD COP5 决议 V/6)，以及赫尔辛基委员会和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2003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 不来梅, 赫尔辛基和保护东北大西

洋海洋环境委员会的首次联合部长级会议宣言)的应用。 

2.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一词，承认一些湿地的发展是必然的，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公约的阐述，“发展”在可持续发展方式上有促进作用，但“发展”并不意味着是每个湿地

的目标.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www.ramsar.org/index_very_key_docs.htm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www.ramsar.org/about/about_glossary.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5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5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061.htm
http://www.ramsar.org/ris/key_ris.ht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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