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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现状与需求
田晓宇，辛晓平，刘欣超，王路路，童 琦，邵长亮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是保护草原的关键和基础，文章对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
现状与需求进行分析，明确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未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该文通过网络调查、实地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以相关领域科研人员、不同层级
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对该领域科研学者、管理人员及其从业人员对
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现状与需求情况进行调研分析。【结果】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草原监
测情况需要加强，特别需要加强长时序、高频次连续监测的技术研发和相关人员培训；此
外，虽然现在对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视程度提高，但目前的研究重心仍集中在关键技术的
突破方面，对于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的宏观政策和调控方面不满足需求。对于草原生态体系建
设方面，约一半受访者认为加大专项投入和建立职能完善高效的监测队伍是当前最为重要的
工作。【结论】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仍处在草原生态环境监测规范化和信息服务体系的研究
积累阶段，在实用技术产品开发和实用技术推广方面空缺明显。需要我们从以下六个方面加
强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工作：（1）着力完善草原标准监测体系，（2）努力
推动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3）切实履行各级草原监测工作职能，（4）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5）提升监测技术水平，（6）充分运用草原监测成果提高信息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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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草原资源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40.9%，约占全球草原面积 12%［1］。但是，我国天

然草原存在面积逐渐减少、质量不断下降，草原载畜力下降、普遍超载过牧，草原退化、
沙化、盐渍化日益严重等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退化草原面积占总草原面积的 1/3；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北方 12 个省退化草原面积占该地区草原总面积的 50.24%；我国
西部和青藏高原传统畜牧区 90% 的草原都有不同程度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的草原面
积占半数；草原面积逐年缩小、草场超载现象日益严重以及草原资源利用分配不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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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加快了草原退化的进程，草原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2］。因此，针对我国草原生
态环境保护需求，建立切实有效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监测生态环境动
态变化十分必要。
当前，国际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开始以数字化管理技术为
切入点，迈入网络化、空间化、智能控制为主的全面信息化阶段，该体系能够提供系统
的数字信息和实用的数字化产品［3］。例如发达国家将气象卫星资料用于草原植被遥感
监测［4］，计算特定区域的归一化差植被指数，实现对草原生产力和草原面积的实时监
测［5-6］；加拿大和美国学者利用遥感技术手段进行草原生物量监测预报与草原资源退
化监测［7-8］，为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调控提供了科学依据。澳大利亚也推动了遥感技
术监测在草原动态变化和草原火灾预警方面的发展，对草原资源动态、草原环境健康状
况进行实时监测与评价，加强对草原资源时空动态变化的分析和非生物灾害监测预警监
测，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草原、减缓草原退化，实现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除了在生
产、生态环境方面的监测研究外，一些国家将计算机技术和对地观测技术结合起来，发
展出具有预警和管理决策的信息服务系统［9-10］。例如，澳大利亚开发的 BEEFMAN 和
GRAZPLAN 系统，分别为家畜饲养管理和温带牧场整体规划提供了有效方案［11］；美国
的 SPUR 系统在草原生态和利用问题上提出了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草原资源类型的解决
方案，增强了信息服务系统的完整性［12-13］，DAFOSYM 和 GRASIM 系统解决了奶牛饲养
问题和不同方面管理策略问题，提供了多种草畜管理模式，这些服务都在草原资源环境
监测的基础上深化了监测产品对草原经营管理的作用和效益［14-15］，对完善草原信息服务
体系和推动草原畜牧业现代化、产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的研究受到国内科研院校和学者的高度
关注，关注重点是草原植被、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强调从草原资源监测技术发展到
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预警、景观、生境、生态系统服务，特别是如草原灾害监测
及预警、草原健康评价技术、智慧牧场技术等对草原整体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息息
相关的实用技术研发方面［16-19］。同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对生态监测评估
和预警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越来越重，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针对
草原的科学研究开始强调尺度转换、信息筛选，环境保护模式。相较之下，受到基础数
据不足、技术条件不完备的影响，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仍然存在较多不足，尚未形成
包括环境监测信息获取、传递、处理、存储、利用等多个环节的完整产业链［20-21］。信息
服务体系建设和数字化监测管理技术处于初始阶段，同类研究滞后于国际同行业技术发
展水平［21-22］。目前我国仍处在草原生态环境监测规范化和信息服务体系的研究积累阶
段，在实用技术产品开发和实用技术推广方面空缺明显。
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技术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
与欧美等国家相比，企业、农牧户及草原基层监测管理人员在技术研发工作中参与较少，
使得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技术研发人员，对于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状况以及
基层实际技术需求和应用状况难以得到准确客观认识，这限制了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
与信息服务技术体系的实用技术产品开发和推广。针对这一情况，文章以相关领域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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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不同层级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手数据
并进行分析讨论以实现如下目标：（1）了解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技术体系
的实际应用情况；（2）对该领域科研学者、来自草原监测管理部门不同层级的管理工作
人员和草牧业企业从业人员对于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技术需求情况进行分
析；（3）在对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现状有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后明
确技术发展面临的重大需求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总体上把握技术发展目标与方向，为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技术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针对我国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方面的工作，采取现况问卷调查的研究设计，通过随机

抽样的方法，借助微信问卷发起了一项面对社会大众、管理人员和行业专家等不同层面
受访者的问卷调研。分别对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状况、导致草原变化的因素以及所需要的
应对措施进行了调研。由于草原分布跨度大，不同地区的草原生态环境和监测水平不一，
调查采用两步抽样调查的方式选择样本，将线上调查和现场问卷的方式相结合收取数据，
调研回收有效问卷 904 份，有效问卷占比 91%，其中来自全网普调的数据 526 份，来自
草原管理部门数据 320 份，业内专家学者提供问卷 58 份。
调查问卷根据草原生态环境监测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设计，并在问卷星平台上创建
网络问卷，在实验站网站、研究所网站及公众号中推送。问卷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我
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和突出问题，进行了技术发展、政策支
持等多个方面的需求分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时空现状及其动态变化监测、提升草原生
产力、实现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助力。其中，问卷设计利用聚类分析法和
德尔菲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数据进行
聚类分析，进一步的专家研判，生成了该领域技术备选清单，按照专家打分法构建技术
预见备选清单。调查共包含两份问卷，由 32 个问题组成，组成结构见表 1。所有问题全
部回答的问卷认定为有效问卷。
表1

调查问卷组成结构

Table 1 Questionnaire composition structure
问题

调查目的

问题 1~6

明确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所在省市区、研究领域等

问题 7~14

参与者对草原生态环境现状、生态监测水平及政策方面整体情况的了解

问题 15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瓶颈

问题 16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重要性评价

问题 17~18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的带动性

问题 19~24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情况及发展路径

问题 25~30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的实现情况

问题 31~32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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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2.1

全国不同区域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开展情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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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研结果表明，较多受访者（58%）认为，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环境还在变
差。对于变差的原因，超过 2/3 的受访者认为对草原的过度利用（79%）缺乏草原生态
环境监测管理（69%）两个问题较为突出。在应对措施方面，开展草原修复（83%）和
加强监测管理（71%）这两种方式最受支持。但同时开展生态移民工程（63%），加大相
关领域投入（58%）和完善信息服务（52%）这 3 种举措也得到了超过半数受访者的支
持。
出于研究上的需要，基于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和突出问题，
将问卷调查结果综合成技术发展、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地需求。首先对于长期高频次连
续监测方面技术的需求较大，320 份问卷的受访者所在区域，有 80% 以上的区域已经进
行了 5 年以上连续监测，而在考察频率方面，实时监测的比率能达到 36%，另外 7% 的
地区能够每月监测，仍有 45% 的地区监测频率只能维持每年 1 次或监测频率视情况而定
（图 1）。因此，加强长时序、高频次连续监测的技术研发和相关人员培训仍是目前需要开
展的重要工作。

Fig.1

2.2

图1

调研区域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情况

Research on the monitoring of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全国不同区域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化的需求
在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的规范标准化方面调研结果表明，大约有 63% 的地区草原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可以按照标准开展，但仍有 37% 的区域尚未完成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方
法技术标准化的工作（图 2），因此加强我国草原生态环境建设方法技术的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也是目前相关领域科技研发、管理部门和一线工作人员的现实需求。
基于调研结果，受到政策及科研关注程度的影响，监测规范程度高的区域多集中在
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等地区，而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自治区等环境敏感区域的
监测规范程度有待提高。该研究认为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是当前完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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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首要任务。按需增加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数量，不断优化固定监测点网络布局，扩大监测范
围。草原生态环境监测评价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
程，草原灾害监测预警、草原健康评价及草原决策
管理均包含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如生物、土壤、水
分、气象、其他因素等等，所以建立中长期监测评
价机制，做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是加大科学研究，
有效的防控灾害，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分析
草原生态环境变化规律，准确的定量分析数据，摸
清草原资源和草原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过程和机
制，确保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进行草原灾害区 图 2 不同区域受访者对当地草原生态环
划研究，建立草原健康状况，对草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防控，建立草原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从制度上
出发，建立三位一体的预警平台，实现国家、省市、

Fig.2

境监测标准化的评价

Evaluations of respond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ocal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地县各层级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化、规范化、统
一化，国家保证草原生态环境常规监测和重点区域综合监测，每 3~5 年完成一轮。全国
草原生态环境全面监测，每 10~15 年完成依次，不仅要实现全国草原生态环境变化的实
时监测，还要定期发布监测成果，预防草原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改善退化草原的生态环
境，促进草原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实现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
2.3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在生态、生产和信息服务方面的需求
该调研对受访者在草原生态保护、畜牧生产和信息服务三方面的草原监测技术需

求进行了调研。生态保护方面，受访者对草原监测技术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对土地利用
（43%）、生物多样（33%）和荒漠化（21%）三大问题的监测上，主要表现为针对草原生
态问题缺乏有效准确的定量监测和评价方法。畜牧生产方面，受访者认为加强草畜平衡
方面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研发和推广的需求远高于对草原承载力（24%）和生产力
监测方面（24%），此外只有 8% 的受访者认为对草原物候方面的监测技术需求高于其他
方面。这也反映出当前对于草原草畜平衡监测评价建设方面软硬件研发尚待加强的问题。
信息服务方面，有 55% 的受访者认为灾害防治预报技术是当前最需要的草原生态环境监
测技术。此外，畜牧业服务方面的信息服务需求也较高（30%）。相对而言，较少的受访
者对于测产（10%）和墒情预报（5%）方面信息服务的需求较为迫切。
在问卷调研中，受访者对提高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水平最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也给
出了不同的看法（图 3）。总体而言，受访者对于国家政策支持、资金保障、人才队伍建
设和完善的监测体系这四方面的认识较为均衡，选择比率总体上差异不大。但是同时也
需要看到，来自于管理部门的受访者表现出对于这四方面的要素的重要性的全面注重。
而基层工作人员则会有侧重的选择对自己实际工作有帮助的因素。这一结果表明在开展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工作中，需要结合基层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针对基层的
实际需要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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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对于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在生态、生产和信息服务方面的需求情况

Respondents’ demand for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terms of ecology，produc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2.4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建设方面的需求
完善的政策保障是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和信息服务体系规范化、产业化的重要支撑，

我国草原生态环境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层面获得相应的政策支
持措施至关重要。对于国家政策支持方面的看法，49% 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最需要国家专
项资金支持相关工作的开展（图 4）。加强资金投入和相关资金补贴政策，由于观念原因，
人们对草原生态环境管理和利用缺乏足够的重视，且由于草原生态区域性和个性化特点，
草原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无法单纯地进行复制，因此，监管、保护等实施成本高、市场
利润低。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技术研发、产业化管理的相关机构给予政策性资金补贴，
降低边远地区草原站互联网接入费用和移动通讯、数据传输费用等。

Fig.4

图4

受访者对于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建设方面的需求情况

Respondents’ demand for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construction

其次，34% 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增加解决专项岗位，建立一支职能完善的监测人才队
伍，构建完整的监测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图 4）。加强政府支持，设置合理的机构，配
套健全的法律法规，切实履行各级草原监测工作职能。除了中央政府，在各省、市、县
也应设置相应的部门，负责草原环境监督、管理，并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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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管理；实现自上而下各级草原管理部门的通力合作，保障草原资源
可持续利用。
法律支持也是国家政策支持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我国出台的《草原法》中明确规定
草原的总体规划，但是要想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仅仅依靠一部《草原法》的规定去约
束非法行为，保护草原，力度远远不足。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草原法》
及相关法律规范，并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用途的草原资源制定特色的管理规范，建立健
全有效的草原监督管理机制，配套部门规划及具体实施中的规定或标准及奖惩措施，保
证立法完整、有效力。统筹各类政府资源，最大幅度基于草原行业从业者相关政府资源
支持，围绕草原资源管理和利用实施重大项目工程，加强草原资源环境监测和信息服务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总结经验，建立可复制、推广的模式。
在管理制度上，要因地制宜允许不同的草原资源保护措施，如草原围栏、适度放牧、
适度过火、保护原生植被等。目前，我国主要还是以草原围栏为主，“一刀切”式进行围
封、禁牧，不能充分发挥草原资源的价值，还需要加强科技扶持，根据我国不同地域不
同环境，借鉴国际现今管理办法丰富草原管理措施。
除国家政策保障外，着力完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推动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
建立中长期监测评价机制，也是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对于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建设来说，大部分受访者（57%）认为监测队伍建设是最重要的工作。此外，提高监测
执行能力（20%）和建立完善的监测标准（19%）也是较为重要的工作。仅有 4% 的受访
者认为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仪器开发、推广和应用的需求较为迫切。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
上将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作为工作重要方面，完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努力建成
机构健全，装备精良、技术规范、队伍精干、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
体系。
2.5

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从业人员的需求
对于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人员所需要具备的能力，该文给出了 4 个选项：分别是仪器

操作能力、计划制定和执行能力、监测的统计分析能力、草原生态环境知识，不同部门
的受访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来自管理部门的受访者普遍认为草原监测人员需要具备较为
全面的素质。而来自科研和监测一线的受访者则对监测的统计分析能力、草原生态环境
知识这两种能力更为看重，大约只有一半的受访者会注重开展仪器操作、计划制定和执
行方面的能力提升培训（图 5）。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性，培养草业和信息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建
议教育机构在高校研究生课程中开设关于草原信息服务体系的相关课程，鼓励信息领域
人才进入草原领域开展相关科学研究与应用推广；建立激励机制，努力营造吸引高精尖
人才的良好环境，积极引进相关管理人才，实时人才跨越式发展战略，并通过招录专业
人才，补充现有人才库；积极组织学术、技术培训，建设懂专业知识、会技术的草原生
态环境监督推广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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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对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人员能力需求的看法

Respondents’ views on the training capacity needs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personnel

全面提升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水平，一方面，应该保障所有从业人员的监测技术
水平达到要求。各级均应保证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培训班的定期开展，邀请草原生态
环境监测专家进行技术理论授课，详细讲解关于如何提升做好监测工作、监测方法选择
与优化以及如何选取和归并草原监测点等实用性知识。要求各省市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技
术人员及骨干参加学习，并组织他们进行实地操作演练，结合监测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
题以及薄弱环节进行重点剖析，加快研究统一的、规范的、科学的遥感与地面技术相结
合的数据分析模型，不断推进监测方法创新和推广应用，提高监测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
性，保证所有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人员都具备基础的专业知识，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
另一方面，推动我国在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发展，进行关键技术
创新研究必不可少。创新开发集多功能一体的国产传感器，实现实时、动态、连续的信
息感知，加强传感器的采集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建立协调一致的物联网标准、监测硬件
的技术标准，优化数据传输方法，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稳定、高效传输。理
论技术研究不应该只关注在数据采集上，综合考虑草原信息服务系统的各个环节，加强
对数据处理、深度挖掘的研究，突出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数据融合、数据存储、数据
挖掘等数据处理环节的重要性，实现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同时，实现
草原信息服务系统的优化，还要强调决策、管理方面的研究。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关键
技术的突破方面，对于决策和管理模式的探讨较少。考虑草原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
持续性，既要实现优化管理模式的借鉴作用，又需保证各地区、各类型草原因地制宜，
能够获得适合当地的管理、决策方案。这就要求在今后的工作年中，注重草原信息服务
体系的决策、管理模式的研究及推广模式的应用。

3

结论与讨论
草原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随着人们对草原价值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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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承担着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作用，“十三五”以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种植业结
构调整”、“粮改饲”等政策实施力度加大，我国农业结构也处于向“粮 + 经 + 饲 + 草”
的四元结构调整的关键过程，草原在我国畜牧业生产、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中发挥着越
来越突出的作用［23］。但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草原退化日益严重，荒
漠化加剧，草原景观破碎化严重，植被覆盖度、草原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草原生态环
境的承载力和恢复力不断削弱［24-25］。同时，当前各种自然灾害如沙尘暴、旱灾、雪灾、
火灾日趋严重，这些现象严重制约我国畜牧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也对我国国土生态安全
构成了严重威胁［26-27］。在欧洲许多国家，草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都在一半以
上，如果忽视草原地生态效益，不仅会造成环境破坏，还会威胁到草产业地发展基础；
但是一味地牺牲生产者的经济利益甚至放弃草业的发展，就无法实现草原可持续高效利
用［28-29］。因此，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促进草原生态环境监测能力提升的提升，可持续利
用草原生态环境资源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草原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服务体系就是针
对草原生态系统变化情况的观测、评价和预测的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30］，为正确评估
和预测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提供理论依据［31-34］，促进人类提高自我的环保意
识，合理利用草原资源、保护草原生态。在准确把握国家生态保护形势的基础上，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加强草原监测工作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重要贡
献。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1）着力完善草原标准监测体系。首先需要完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标准，这是实现
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上的保准化，规范化、产业化的基础条件。
其次，建立一支职能完善的监测人才队伍也是构建完整的草原标准监测体系的重要保障。
以此为基础尽快建成草原监测机构健全、装备精良、技术规范、队伍精干、保障有力、
运转高效的草原监测体系才能促进草原监测体系不断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2）努力推动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努力推动固定监测点建设是完善草原监测体系的
突破口，各省（市）要认真组织开展固定监测点建设工作，确保固定监测点选址科学、建
设规范。首先需要通过增加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数量，完善野外场地设备、专用车辆，
实验室，仪器设备等设施配备，不断优化固定监测点网络布局，扩大监测范围，进而提升
我国草原固定监测站点网络的硬件实力。其次，还需要通过明确监测点职责和业务范围，
完善监测点设立、运行、考核制度规范，提升草原固定监测点草原监测工作的制度保障水平。
（3）切实履行各级草原监测工作职能。各级草原监测部门除需要认真完成对草原资
源、植被长势、生产力、草原利用、草原灾害、工程效益动态状况等具体监测任务外，还
需要在《草原法》和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以草原监测工作为依托，以科学数据为
依据，服务于草原规划、保护、建设、利用等方面。各级监测机构还需相互配合对监测数
据进行审核和对比分析工作，切实保证数据质量和开展数据挖掘，并通过草原监测报告、
监测分析报告文章等手段宣传草原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扩大草原监测工作影响力。
（4）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草原监测工作需要开展大量的野外实地监测，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和设备，而充足的资金保障是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必要条件。为了保证足够的
资金投入，除了努力争取财政部门加大专项经费的支持力度外，还要增强监测工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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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间的联系，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形成监测工作合力，形成互相支持、紧密联系、齐
心协力做好监测工作的良好局面。
（5）提升监测技术水平。提高草原监测队伍的业务能力，提升草原生态环境监测技
术水平也是我们现阶段不容忽视的重点工作内容。可以通过编写草原监测规范技术手册、
针对一线工作人员开展定期技术培训和专业技能考核，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实地指导
和举办专项技术讲座等多样化又切实可行的方法手段，提高草原监测队伍的实际工作能
力和专业技术水平，进而稳步提升我国草原监测技术水平。
（6）充分运用草原监测成果提高信息服务能力。草原监测工作并局限于简单的收集
监测数据，客观记录并掌握草原生态环境状及其动态变化况，而是需要在大量的监测数
据积累的基础上，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挖掘和研究，找出草原重要变化态势，
归纳挖掘其内在变化规律，对其变化趋势进行科学预测，以此为基础建立草原监测信息
系统，提供实时数据，发布灾情预警信息，为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轮牧、草原保护建设
工程等工作提供更多实用的有效信息，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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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needs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ian Xiaoyu，Xin Xiaoping，Liu Xinchao，Wang Lulu，Tong Qi，Shao Changli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Purpose］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s the key and basis for
grassland protection.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s，clarifies the major needs and urgent
problems fac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s.
［Method］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field surveys，we investigate research personnel
in related fields and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at
different levels.And the research scholars，management staff and practitioners in this field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grassland ecology in China.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echnology well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in this study.［Result］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ssland monitoring in China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especially the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long-sequence，
high-frequency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relevant personnel training.In addition，the current
emphasis on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still focus on breakthroughs in
key technologies，th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regula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do not meet the needs.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land ecosyste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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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f of the interviewees from total sample believe that increasing their special investment and
establishing a fully functional and efficient monitoring team are currently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Conclusion］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research and
accumula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ndard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s，and there are noticeable ga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the promotion of practical technology.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s from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1）Focus
on improving the grassland standard monitoring system.（2）Work har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ixed grassland monitoring points.（3）Effectively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grassland monitoring at all
levels.（4）Increase capital investment.（5）Improve monitoring technology.（6）Make full use of
grassland monitoring results to improve information service capabilities.
Key words：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ecological monitoring；technology；surve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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