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说 明 

随着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地质调查工

作内外部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全局各单位正在开展地质工作

支撑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的大讨论、大调研和大实践活动。为配合本次活动，适应

新形势新需求，助力地质工作转型，地学文献中心近期专门搜集了国内外有关自

然资源管理方面的文献，编辑了《自然资源管理文献专辑（二）》印刷版和电子

版，供中国地质调查局各相关单位领导及科研人员在管理、科研、生产中参考使

用。 

在继上一期自然资源管理图书及科技报告的基础上，本专辑主要收集了国内

外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标准，内容既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国土空间管制和生态保

护修复等综合性内容，又包含具体的水资源、林业、湿地、能源等相关自然资源

的具体标准规范，希望可以为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国内外自然资源管理现状，明

确下一步工作方向提供文献信息支撑服务。 

各单位如需相关文献，地学文献中心将通过复制件或发送电子版的方式进行

服务。若有其它文献资源需求，亦可联系下列人员： 

王  鑫   电话：010-66554810   邮箱：357941967@qq.com 

张孟伯   电话：010-66554818   邮箱：8922220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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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标准 

1.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改良利用标准系统.概述 

英文题名：System of Standards in Nature Protection and Improving Utilization of 

Nature Resources. General  

标准编号：GOST 17.0.0.01-197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76 

全文语种：俄语 

标准类型：俄罗斯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Настоящий Стандарт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Системы 

Стандартов,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храну Природы И Улучшени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иро 

 

2.自然资源溢油受伤修复替代评价 

英文题名：Evaluation of Restoration Alternativ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Injured by 

Oil Spills  

标准编号：API PUBL 304-199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91-08-01 

全文语种：英语 

全文页数：169 页 

标准类型：美国石油学会标准 

适用范围：The appropriateness of a habitat restoration alternative foilowing an oil 

spill depends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1) the predicted rate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covery without restoration, 2)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toration 

alter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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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于自然资源损失评估的毒性价值观的严格审查和石油产品持续性评价 

英文题名：Critical Review of Toxicity Values and An Evalu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Petroleum Products for Use in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s 

标准编号：API PUBL 4594-199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95-01-01 

全文语种：英语 

全文页数：195 页 

标准类型：美国石油学会标准 

适用范围：A database of toxicological information was developed from literature 

sources. A key fea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database was the ability to describe 

the methodological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xicity values.  

 

 

4.资源保护.指标的分类与定义 

英文题名：Resources Saving. Class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Indices  

标准编号：GOST R 52107-200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3 

实施日期：2004-07-01 

全文语种：俄语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类型：俄罗斯国家标准 

 

 

5.自然资源管理.森林管理 

英文题名：Natural Resources Forest Management  

标准编号：ARMY TM 5-631-198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81 

全文语种：英语 

标准类型：美国陆军军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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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然资源.土地、森林和野生动物管理 

英文题名：Natural Resources--Land, Forest,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标准编号：ARMY AR USAREUR 420-74-198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84-01-01 

全文语种：英语 

标准类型：美国陆军军用标准 

 

 

7.可再生资源.林业资源. 术语和定义 

英文题名：Renewable Resources.Forest Resources. Terms and Definitions  

标准编号：GOST R 56695-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 

全文语种：俄语 

标准类型：俄罗斯国家标准 

 

 

8.自然保护.森林保护和防卫.术语和定义 

英文题名：Nature Protection.Forest Protection and Presservation. Terms and 

Definitions  

标准编号：GOST 17.6.1.01-198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83 

实施日期：1985-01-01 

全文语种：俄语 

全文页数：12 页 

标准来源：2010-11-10 

标准类型：俄罗斯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Настоящий Стандарт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Применяемые В Науке, Технике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Термины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Понятий В Области Охраны И 

Защиты Ле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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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生态工程.自然栖息地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管理方法.湿地和河道. 

英文题名： Ecological Engineering - Methodology of Project Management Applied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Habitats - Wetland and 

Watercourses. 

标准编号：NF X10-900-201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2-10-01 

全文语种：法语 

全文页数：39 页 

标准类型：法国国家标准 

 

10.水文数据管理指南 

英文题名：Guide To Hydrometric Data Management  

标准编号：BS 7898-199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97-08-15 

全文语种：英语 

全文页数：34 页 

标准类型：英国标准学会标准 

适用范围：Provides guidance on good practice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cted, and 

sometimes derived hydrometric data. It also covers material relating to sites where the 

data is collected. 

 

11.海洋能.波浪、潮汐和其他水能转换器. 波浪能资源评价和表征 

英文题名：Marine Energy.Wave, Tidal and Other Water Current Converters. Wave 

Energy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标准编号：BS PD IEC/TS 62600-101-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7-31 

全文语种：英语 

全文页数：58 页 

标准类型：英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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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质.采样.第 4 部分：天然和人工湖泊水质采样方法指南 

英文题名： Water Quality－Sampling－Part 4：Guidance on Sampling from Lakes, 

Natural and Man-Made  

标准编号：KS I ISO 5667-4-200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6-11-17 

全文语种：韩语 

全文页数：6 页 

标准类型：韩国标准 

 

13.水质.环境质量. 湖泊岸线生境与湖泊库的特征 

英文题名： Water Quality - Environmental Quality - Characterization of Coastline 

Habitats and Bank Housings of Lakes  

标准编号：XP T90-718-201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6-08-10 

全文语种：法语 

全文页数：24 页 

标准类型：法国标准化协会标准 

 

14.水质.测定湖泊水文地貌变异程度的指引标准 

英文题名：Water Quality - Guidance Standard o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Modification of Lake Hydromorphology 

标准编号：NF T90-870-201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7-05-19 

全文语种：法语 

全文页数：54 页 

标准类型：法国标准化协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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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质.湖泊的水形态特性评价指导标准. 

英文题名：Water Quality- Guidance Standard on Assessing the Hydro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Lakes.  

标准编号：NF T90-399-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12-01 

全文语种：法语 

全文页数：37 页 

标准类型：法国标准化协会标准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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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标准 

1.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类型划分 

标准编号：LY/T 1725-2008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8-03-3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2 页 

标准来源：2008 年第 5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类型分类系统。本标准适用于森林

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野生动物及野生植物类型

的自然保护区调查、评价和管理，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可参考。 

 

 

2.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LY/T 1813-2009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9-06-18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2 页 

标准来源：2009 年第 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湿地生态系统类型、荒漠生态

系统类型、野生动物类型、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的内容、

指标及赋值、评价方法与评价等级。本标准适用于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湿地

生态系统类型、荒漠生态系统类型、野生动物类型、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

自然生态质量评价、监督检查和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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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242-201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4-08-2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2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1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从事各类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的基本要求、指标体系及权重、方法和报告编写的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森林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内陆湿地生态系统、野生动物和野生

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开展建设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其他类型自然

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4.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标准编号：LY/T 1687-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6-04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2 页 

标准来源：2007 年第 9 号(总第 93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即气象常规指标、森

林小气候及梯度指标、森林大气沉降指标、森林土壤的理化指标、森林生态系统

健康指标、森林水文指标和森林的群落学特征指标。本标准适用于我国范围内热

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不包括沿海滩涂和河口滩涂上分布的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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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干旱半干旱区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标准编号：LY/T 1688-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6-04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2 页 

标准来源：2007 年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干旱半干旱区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即气象常规

指标、森林小气候及梯度指标、森林大气沉降指标、森林土壤的理化指标、森林

生态系统健康指标、森林水文指标和森林的群落学特征指标。本标准适用于我国

范围内干旱半干旱区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6.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标准编号：LY/T 1689-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6-04 

实施日期：2007-10-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来源：2007 年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即气象常规指标、

森林小气候及梯度指标、森林大气沉降指标、森林土壤的理化指标、森林生态系

统健康指标、森林水文指标和森林的群落学特征指标。本标准适用于我国范围内

荒漠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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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英文题名： Specifications For Assessment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标准编号：LY/T 1721-2008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8-03-31 

实施日期：2008-05-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7 页 

标准来源：2008 年第 5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数据来源、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公式等。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森林生态系统主要生态服务功

能评估工作，但不涉及林木资源价值、林副产品和林地自身价值。 

 

 

8.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忙观测指标体系 

标准编号：LY/T 1722-2008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8-03-31 

实施日期：2008-05-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来源：2008 年第 5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即气象常规指标、

森林小气候及梯度指标、大气沉降指标、寒温带牲指标、森林土壤的理化指标、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指标、森林水文指标和森林的群落学牲指标。本标准适用于全

国范围内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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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然资源（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735-2016 

标准状态：现行 

实施日期：2017-01-01 

全文语种：中文 

标准来源：2016 年第 19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10.林地分类 

标准编号：LY/T 1812-2009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9-06-18 

实施日期：2009-10-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2009 年第 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林地类型及其定义。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森林资源

调查、统计、监测、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 

 

11.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标准编号：LY/T 1952-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06-10 

实施日期：2011-07-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34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8 号(总第 140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生态系统野外长期连续定位观测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森林生态系统野外长期连续定位观测，也适用于其他相关森林生态

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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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森林资源调查卫星遥感影像图制作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LY/T 1954-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06-10 

实施日期：2011-07-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5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8 号(总第 140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资源调查卫星遥感影像图制作的方法、流程、成果

质量等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等工作的卫星遥感影

像图的制作。 

 

 

 

13.用于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 SPOT-5 卫星影像处理与应用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LY/T 1835-2009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9-06-18 

实施日期：2009-10-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4 页 

标准来源：2009 年第 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从数据源及其质量控制，影像数据的数学基础，影像数据处理，

基于 SPOT-5 影像数据的小班区划与小班因子获取等方面规定了用于森林资源规

划设计调查的 SPOT-5 卫星影像处理与应用技术方法与流程。本标准适用于应用

SPOT-5 卫星影像进行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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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处理统计规范 

标准编号：LY/T 1957-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06-10 

实施日期：2011-07-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50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8 号(总第 140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对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数据录入、数据处理统计和成果报

表提出了统一规范的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

查的数据录入、数据处理统计和成果报表产出。 

 

 

 

15.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标准编号：LY/T 2004-201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2-02-23 

实施日期：2012-07-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0 页 

标准来源：2012 年第 4 号(总第 14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要求以及城市森林网络、城市森

林健康、城市林业经济、城市生态文化和城市森林管理等指标。本标准适用于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的考核评价,也可供省级森林城市(镇)建设的考核评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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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种分类 

标准编号：LY/T 2012-201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2-02-23 

实施日期：2012-07-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来源：2012 年第 4 号(总第 14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林种的分类范围、原则、体系、条件和优先级等技术要

求。本标准适用于全国森林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 

 

 

 

17.森林资源数据库术语定义 

标准编号：LY/T 2183-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9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的基本术语及定义。本标准适用于

以森林资源数据为本底的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也适用于林业信息化

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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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森林资源数据库分类和命名规范 

标准编号：LY/T 2184-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资源数据库的分类和命名规则。本标准适用于森林

资源信息化建设、森林资源数据建库、森林资源信息交换等。 

 

 

 

19.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导则 

标准编号：LY/T 2185-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4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的总体框架和支撑技术,并对数

据库、数据交换系统、应用系统、基础设施等重要建设内容的关键技术提出了应

用要求,适用于国家和地方各级森林资源信息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工作。本标准

适用于非涉密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其中数据库建设涉及的森林资

源涉密数据,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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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森林资源数据编码类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186-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0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资源数据的分类与编码原则、数据分类以及空间数

据和属性数据的编码方法、代码结构与代码表。本标准适用于森林资源数据管理、

森林资源数据的采集与建库以及林业信息化建设等,是信息交换的统一标准。 

 

21.森林资源核心元数据 

标准编号：LY/T 2187-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4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描述森林资源信息所需要的核心元数据的内容和结构。

定义了森林资源信息的标识、内容、质量、状况和其他相关特征的核心元数据内

容。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以空间数据为主的数据集和以非空间数据为主的森林资源

数据集的描述、数据集信息的发布。本标准适用于:--数据集编目;--数据集描述(包

括建立、存储、管理和维护数据集的相关信息);--森林资源部门与林业其他部门

之间交换和传输森林资源数据;--林业行业与其他相关行业、机构组织共享森林资

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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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森林资源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第 1 部分: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标准编号：LY/T 2188.1-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0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LY/T 2188 的本部分规定了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工作中森林资源连续

清查(一类调查)的数据源及技术要求、数据采集技术指标、成果及质量要求等内

容。本部分适用于以森林资源数据为本底的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也适

用于林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23.森林资源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第 2 部分: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标准编号：LY/T 2188.2-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LY/T 2188 的本部分规定了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工作中森林资源规划

设计调查(二类调查)数据源、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采集技术指标、成果及质量要

求等内容。本部分适用于以森林资源数据为本底的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

作,也适用于林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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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森林资源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第 3 部分:作业设计调查 

标准编号：LY/T 2188.3-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0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LY/T 2188 的本部分规定了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工作中作业设计调查

(三类调查)数据源及技术要求、数据采集技术指标、成果及质量要求等内容。本

部分适用于以森林资源数据为本底的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也适用于

林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25.森林资源数据处理导则 

标准编号：LY/T 2189-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9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主要规范森林资源及其相关基础数据的标准化采集、数据建库、

数据库管理、数据更新、数据传输、数据使用等森林资源数据处理各环节的工作。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省、县三级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及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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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规范 

标准编号：LY/T 2241-201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4-08-21 

实施日期：2014-1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7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1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与评估内容和方法。本

标准适用于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长期连续定位监测及其物种保育功能的评

估。 

 

 

 

27.森林群落结构监测规范 

标准编号：LY/T 2249-201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4-08-21 

实施日期：2014-1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0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1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群落结构监测内容和方法等。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各

种森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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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356-201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4-08-21 

实施日期：2014-1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5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1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各类矿山废弃地进行土地整理、森林或林草植被恢复的

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矿山废弃地的(森林)植被恢复。 

 

 

 

29.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407-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1-27 

实施日期：2015-05-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7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18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以及森林资源资产核

查等。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境内各种评估目的的林木资产、林地资产和森林景观资

产等评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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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GB/T 26424-2010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01-14 

实施日期：2011-06-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3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2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方法、成

果等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森林资源普查、规划设计调查以及森

林资源调查管理。 

 

 

 

31.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标准编号：LY/T 1606-200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3-08-14 

实施日期：2003-1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9 页 

标准来源：2007 年第 5 号（总第 89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即气象常规指标、森林土

壤的理化指标、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指标、森林水文指标和森林的

群落学特征指标。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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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技术要求 

标准编号：LY/T 1626-200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5-08-16 

实施日期：2005-1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4 页 

标准来源：2006 年第 1 期(总第 73 期）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程序、试验设施及仪器布

设要求，包括站址选择、台站命名、试验分析室建设、森林气象观测设施建设、

森林水文观测设施建设、森林土壤定位观测设施建设、森林生物定位研究设施建

设、森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观测设施建设以及水土资源的保持观测设施建设等。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各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 

 

 

33.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LY/T 2651-201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6-07-27 

实施日期：2016-1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类型划分标准、恢复与重建目标、

技术体系、效果评价规程。本标准适用于我国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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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湿地分类 

标准编号：GB/T 24708-2009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9-11-30 

实施日期：2010-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2009 年第 14 号(总第 154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湿地类型的分类系统、分类层次和技术标准。本标准主

要适用于湿地综合调查、监测、管理、评价和保护规划。 

 

 

 

35.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 

标准编号：GB/T 26535-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06-16 

实施日期：2011-09-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9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确定国家重要湿地的指标及其解释等。本标准适用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国家重要湿地的确定,省级和地方重要湿地的确定可以参

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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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湿地生态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GB/T 27647-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12-30 

实施日期：2012-04-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7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22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进行湿地生态风险评估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要求和方

法。本标准适用于在全国湿地范围内，开展开发与利用建设工程产生的湿地生态

风险评估。 

 

 

 

37.重要湿地监测指标体系 

标准编号：GB/T 27648-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12-30 

实施日期：2012-04-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22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重要湿地的监测指标及方法。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范围内的国家重要湿地的监测，其他湿地的监测可以参考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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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HY/T 080-200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5-05-18 

实施日期：2005-06-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1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海洋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滨海湿地生态监测的主要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本标

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的滨海湿

地生态监测工作。 

 

 

39.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技术要求 

标准编号：LY/T 1708-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6-04 

实施日期：2007-10-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来源：2007 年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程序、基础设施和仪器设

备建设内容及其技术经济指标。具体包括：站址和综合实验基地选择、台站命名、

分析实验室建设、湿地气象长期观测设施建设、湿地水文水质长期观测设施建设、

湿地土壤理化性质长期观测设施建设、湿地群落学特征长期观测设施建设。本标

准适用于我国范围内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 

 



26 
 

40.基于 TM 遥感影像的湿地资源监测方法 

标准编号：LY/T 2021-201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2-02-23 

实施日期：2012-07-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6 页 

标准来源：2012 年第 4 号(总第 14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从数据源、图像处理、影像解译、精度检验与评价和统计制图

等方面规定了基于 TM 遥感影像的湿地资源监测方法。本标准适用于美国陆地卫

星(Landsat)TM 遥感数据进行湿地资源监测与调查。 

 

 

41.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标准编号：LY/T 2090-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03-15 

实施日期：2013-07-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2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即湿地总体概况指标、湿

地气象观测指标、湿地土壤观测指标、湿地水文观测指标、湿地水质观测指标、

湿地生物观测指标及湿地灾害观测指标。本标准适用于我国范围内湿地生态系统

长期定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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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湿地信息分类与代码 

标准编号：LY/T 2181-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7 

实施日期：2014-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1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 号（总第 17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湿地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本标准适用于湿地信息采集、

交换、加工、使用以及湿地信息系统建设等管理工作。 

 

43.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898-201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2018-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 

标准来源：国家林业局公告 2017 年第 18 号信息反馈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44.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范 

标准编号：LY/T 2899-201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2018-01-01 

全文语种： 

全文页数： 

标准来源：国家林业局公告 2017 年第 1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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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建设规程 

标准编号：LY/T 2900-201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2018-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 

标准来源：国家林业局公告 2017 年第 18 号信息反馈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46.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901-201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2018-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 

标准来源：国家林业局公告 2017 年第 1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47.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分级指标 

标准编号：GB 19377-200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3-11-10 

实施日期：2004-04-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9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级别和指标。本标准适

用于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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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草地资源空间信息共享数据规范 

标准编号：GB/T 24874-2010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0-06-30 

实施日期：2011-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7 页 

标准来源：2010 年第 2 号(总第 157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草地资源空间信息共享的内容和技术方法。本标准适用

于草地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管理和研究活动中的空间信息共享。 

 

49.岩溶地区草地石漠化遥感监测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GB/T 29391-201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2-12-31 

实施日期：2013-06-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2012 年第 42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岩溶地区草地的石漠化遥感监测内容及相应技术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岩溶地区草地的石漠化遥感监测。 

 

50.天然草地利用单元划分 

标准编号：GB/T 34751-201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2018-05-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 

标准来源：2017 年第 29 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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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草地分类 

标准编号：NY/T 2997-201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6-11-01 

实施日期：2017-04-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3 页 

标准来源：2016 年第 2466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农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草地类型的划分。本标准适用于草地资源与生态状况调

查、监测、评价和统计中的草地类别划分。 

 

52.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NY/T 2998-201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6-11-01 

实施日期：2017-04-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4 页 

标准来源：2016 年第 2466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农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草地资源调查的任务、内容、指标、流程和方法等。本

标准适用于县级以上范围草地资源调查。 

 

53.北方草地监测要素与方法 

标准编号：QX/T 212-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0-14 

实施日期：2014-0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0 页 

标准来源：2013 年第 1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气象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北方草地监测要素与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北方天然草地

地面定点监测和调查。人工草地监测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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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草原健康状况评价 

标准编号：GB/T 21439-2008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8-02-01 

实施日期：2008-04-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4 页 

标准来源：2008 年第 2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草原健康评价的指标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草原健康状

况的分级和评价。 

 

55.风沙源区草原沙化遥感监测技术导则 

标准编号：GB/T 28419-201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2-06-29 

实施日期：2012-1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2012 年第 13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风沙源区草原沙化遥感监测的内容和方法。本标准适用

于风沙源区草原沙化遥感监测。 

 

56.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NY/T 1233-200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6-12-06 

实施日期：2007-0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51 页 

标准来源：第 757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农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的内容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全国

各级行政区域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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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天然草原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NY/T 1579-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12-18 

实施日期：2008-03-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0 页 

标准来源：农业部公告 95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农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天然草原等级评定指标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天然草原

质量和生产力的综合评定。 

 

58.草原自然保护区建设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NY/T 1899-2010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0-07-08 

实施日期：2010-09-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6 页 

标准来源：第 141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农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草原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原则和内容。本标准适用于所有

草原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59.草原退化监测技术导则 

标准编号：NY/T 2768-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5-21 

实施日期：2015-08-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6 页 

标准来源：2015 年第 225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农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天然草原退化监测的方法和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天然草

原退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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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草原监测站建设标准 

标准编号：NY/T 2711-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2-09 

实施日期：2015-05-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 页 

标准来源：2015 年第 2227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农业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草原监测站建设条件、建设内容与规模、主要经济指标

等方面的内容。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草原监测站的规划、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和设计等文件编制以及项目的评估、立项、实施、检查和验收。 

 

 

 

6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标准编号：GB 3838-200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2-04-28 

实施日期：2002-06-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2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具有使用

功能的地表水水域。具有特定功能的水域，执行相应的专业用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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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探规范 

标准编号：GB/T 13727-201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6-08-29 

实施日期：2017-03-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5 页 

标准来源：2016 年第 14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天然矿泉水资源的水源地地质勘查技术要求、水质测试

与评价、允许开采量计算与评价、水源地保护与动态监测、勘查报告编写的基本

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可开发利用的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和理

疗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开发利用、水源地保护与动态监测。 

 

 

63.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工作要求 

标准编号：GB/T 14497-199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93-06-19 

实施日期：1994-03-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7 页 

标准来源：GB-837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规范规定了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勘查工作、建立地下水资源管理模

型及其管理期内的监测工作和成果报告编制的基本要求。本规范适用于城市、大

中型工矿基地及农田灌溉区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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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标准 

标准编号：GB/T 15218-199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94-09-24 

实施日期：1995-08-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0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的原则以及类别和级别的名称、定

义、划分条件、用途和代号。本标准适用于地下水资源各个勘查阶段，是各个勘

查阶段设计书编制、工作部署、地下水资源量计算、报告编写的重要依据，也是

地下水资源量审批、统计；水源地立项、设计，制定地下水开采计划、规划的重

要依据。 

 

 

65.水资源术语 

标准编号：GB/T 30943-201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4-07-08 

实施日期：2015-01-19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73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18 号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界定了水资源领域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本标准适用于水资源调

查评价、规划、开发、利用、保护、调度、管理等工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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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水资源管理信息对象代码编制规范 

标准编号：GB/T 33113-2016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6-10-13 

实施日期：2017-05-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5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水资源管理信息对象的代码编制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水

资源管理信息的采集、存储、管理、应用和交换。 

 

 

67.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标准编号：GB 50027-200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1-07-04 

实施日期：2001-10-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24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为了做好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正确地反映水文地质条件，合理地

评价、开发和保护地下水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特制定本规范。本规范适

用于城镇和工矿企业的供水水文地质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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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水资源评价导则 

标准编号：SL/T 238-1999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1999-04-09 

实施日期：1999-05-15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6 页 

标准来源：2006 年第 12 号（总第 84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导则适用于全国及区域水资源评价和专项工作中的水资源评价。 

 

 

69.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SL 61-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3-05 

实施日期：2015-06-05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0 页 

标准来源：2015 年第 17 号 

标准类型：水利部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获取降水量、蒸发量、水位(含地下水位、潮位)、流量、

土壤墒情、风向、风速、气压、水质等水文要素，以及闸门开度、工程监视图像

等信息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江河、湖泊、近海、水库、

水电站、灌区及输水工程等建设水文(水资源)自动测报系统的规划、设计、施工、

验收和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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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备遥测终端机 

标准编号：SL 180-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2-02 

实施日期：2015-05-02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6 页 

标准来源：2015 年第 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备中遥测终端机工作模式分类、要

求、试验条件及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水安全和水生态等工作服务

的，可进行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及传输，并具有一定的控制功能遥测终端机(以

下简称终端机)。 

 

 

71.水利质量检测机构计量认证评审准则 

标准编号：SL 309-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12-16 

实施日期：2014-03-16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3P.;A5(仅供参考)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6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准则适用于水利行业承担水利水电工程与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检测、

水资源水环境监测任务的质检机构的计量认证评审工作。本准则所称的质检机构

计量认证评审,是指由国家计量认证水利评审组对质检机构的基本条件和能力是

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水利行业和相关技术标准实施的评价。 

 



39 
 

72.水情信息编码 

标准编号：SL 330-2011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1-04-12 

实施日期：2011-07-12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61 页 

标准来源：2011 年第 21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为统一水情信息编码标准，及时、准确、有效地传输水情信息，更好

地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适用于

水情信息编码的编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流域机构的水文部门和水工程规

划设计、建设、管理单位等所属水情站的水情信息传输，应执行本标准。 

 

 

73.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标准编号：SL 365-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8-17 

实施日期：2015-11-17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8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水资源水量监测站网布设、监测和调查的方法、监测精

度、资料整理等内容和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流域和区域水资源水量监测站网

规划与布设、水资源水量监测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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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水资源监控管理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标准 

标准编号：SL 380-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7-14 

实施日期：2007-10-14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37 页 

标准来源：2007 年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水资源监控信息，可满足水

资源监控管理数据库建设，以及相关的数据查询、信息发布和应用服务软件开发

的需要。 

 

 

75.水资源监控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标准编号：SL 426-2008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8-06-20 

实施日期：2008-09-20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9 页 

标准来源：2009 年第 4 号（总第 11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各级水资源管理系统中地表水供水渠道（管道）、地下

水开采井、行政边界控制断面、入河（湖）排污口，以及河流、水库、湖泊等水

源地的水量、水质、水位监测记录与传输控制设备。本标准还适用于水资源移动

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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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SL 395-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8-20 

实施日期：2008-11-20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6 页 

标准来源：2008 年第 1 期(总第 97 期）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

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 

 

77.水资源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SL 429-2008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8-07-22 

实施日期：2008-10-22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60 页 

标准来源：2009 年第 4 号（总第 11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流域规划和地（市）级以上的区域水资源规划，地

（市）级以下的水资源规划可简化应用，重要水工程的规划设计可参照应用。 

 

78.地下水资源勘察规范 

标准编号：SL 454-2010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0-03-01 

实施日期：2010-06-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40 页 

标准来源：2010 年第 12 号（总第 132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区域水资源评价或专项工作中的地下水资源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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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标准编号：SL 651-201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4-01-17 

实施日期：2014-04-17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80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6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水文监测系统中智能传感器与遥测终端的接口及数据通

信协议、测站与中心站之间的数据通信协议。本标准适用于江河、湖泊、水库、

近海、水电站、灌区及输水工程等各类水文监测系统和水资源监测(控)系统,亦适

用于其他水利监测系统。 

 

 

 

80.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建设技术导则 

标准编号：SL/Z 349-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5-04 

实施日期：2015-08-04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9 页 

标准来源：2015 年第 33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的建设目标、总体架构、系统功能

和建设内容等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城市或区域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的设计和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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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城市水文监测与评价分析技术导则 

标准编号：SL/Z 572-2014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4-07-03 

实施日期：2014-10-03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8 页 

标准来源：2014 年第 3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导则规定了适合城市特点的水文站网布设原则、监测方法、仪器设

备技术要求以及城市水文调查、分析评价方法。本导则适用于我国城市防洪排涝、

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及相关规划设计等开展的水文站网规划、监测、调查和

分析评价。 

 

 

82.海洋调查规范第 5 部分: 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标准编号：GB/T 12763.5-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8-13 

实施日期：2008-0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56 页 

标准来源：2007 年第 8 期(总第 108 期）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GB／T L2763 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的技术指标、测量

方法、数据记录和整理。本部分适用于海洋声、光要素调查，也可适用于江河、

湖泊的声、光要素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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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水位观测标准 

标准编号：GB/T 50138-2010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0-05-31 

实施日期：2010-12-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102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河流、湖泊、水库、人工河渠、海滨、感潮河段等水域

的水位观测。 

 

84.盐湖和盐类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标准编号：DZ/T 0212-200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2-12-17 

实施日期：2003-03-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49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地质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盐湖矿产(第四纪盐湖固体和液体矿产)一石盐、钾镁盐、

硼、锂、芒硝(钙芒硝、无水芒硝)、天然碱、钠硝石及水菱镁矿等，和盐类矿产

(第四纪以前的固体和液体矿产)一石盐、钾盐、钙芒硝、无水芒硝(芒硝)、天然

碱等矿产的地质勘查工作的目的任务；勘查研究程度；勘查控制程度；勘查工作

及质量要求；可行性评价；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条件；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等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盐湖和盐类矿产勘査和资源/储量估算；也适用于验收、

评审盐湖和盐类矿产地质勘查报告；还可作为矿业权转让、矿产勘査开发筹资、

融资、股票上市等活动中评价、估算矿产资源/储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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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HJ/T 91-2002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2-12-25 

实施日期：2003-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53 页 

标准来源：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环境 

适用范围：本规范适用于对江河、湖泊、水库和渠道的水质监测，包括向国家直

接报送监测数据的国控网站、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市（地）级、县级控制

断面（或垂线）的水质监测，以及污染源排放污水的监测。 

 

86.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SL 395-200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07-08-20 

实施日期：2008-11-20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36 页 

标准来源：2008 年第 1 期(总第 97 期）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

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 

 

87.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LY/T 2901-2017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2018-01-0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 

标准来源：国家林业局公告 2017 年第 18 号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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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规程 

标准编号：SL 613-2013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3-08-08 

实施日期：2013-11-08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73 页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大江大河、重要湖泊(水库)等流域或区域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水资源保护规划的编制。中小河流以及其他湖泊(水库)的水资源保护规划编

制可参照执行。 

 

89.河湖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编制导则 

标准编号：SL 709-2015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5-06-02 

实施日期：2015-09-02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64 页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大江大河、重要湖泊(水库)等水域的生态保护与修复规

划的编制。中小河流以及其他湖泊(水库)水域的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编制可参照

执行。 

 

90.河湖生态需水评估导则 

标准编号：SL/Z 479-2010 

标准状态：现行 

发布日期：2010-10-11 

实施日期：2011-01-11 

全文语种：中文 

全文页数：28 页 

标准类型：行业标准—水利 

适用范围：本导则适用于自然形成的河流、通江湖泊、河口和通江沼泽四类河湖

生态需水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