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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地友好

About Protected Area Friendiness
◤ 全球自然保护地已经覆盖陆地面积 17%，并在继续增长，
这些区域的目标是为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提供核心的生
态条件，只有自然保护地及周边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逐步
转变为生态友好型发展，我们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Website: baohudi.org
E-mail: youhao@baohudi.org
Tel: 13263469454

◤ “保护地友好”是指在自然保护地及周边采取对保护管
理有利的发展方式。解焱博士于 2013 年提出了这一理
念，联合许多专家、保护机构和当地社 区积极推动实践。
陆续推出了“大雁米”、“大象茶”等友好发展示范，
自 2021 年 8 月开始提供保护地友好实践资助，支持发
展保护地友好产品和开展生态保护。
◤ 本指南目的是为自然保护地及周边友好发展提供参考，
推动开发保护地友好产品，为相关机构或个人提供帮助，
积极宣传保护地友好理念。本指南将不断完善更新，如
有修改建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认真研究和采纳。
◤ 了解更多，请扫码关注“保护地友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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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布局合理，使用效率高，方便舒适
3.2. 使用环保材料，保证空气质量安全
3.3. 充分利用阳光，实现自然通风；
3.4. 注意隔热、保温、节能；
3.5. 限制保护地周边建筑高度，尽量使用与周边自然环境一致的色调
4. 自然保护地周边的建设和发展应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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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控制其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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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恢复退化栖息地 
6.1. 遵循自然规律开展生态恢复
6.2. 恢复和创建湿地和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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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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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吸引野生动物
7.4. 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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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

自然保护地周边
发展的整体规划

◤ 围绕自然保护地的需求以及当地地理环
境、生物多样性和文化特色，形成总体友
好发展的规划。规划应当由当地政府和自
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共同组织，联合各类利
益相关者共同完成。

1.2. 对周边相关发展区域进行整体规划
◤ 当地政府和保护地管理机构以支持保护地的管理
目标为前提，制定周边区域的总体发展规划。
1.2.1. 明确管理目标，了解生物多样性总体情况和价值
所在，了解周边自然环境条件，划定规划范围；
1.2.2. 了解规划范围内的人类活动情况及其对生态的威
胁，针对性建立分区管理制度；

1.1. 建立对自然保护地及周边友好发展的支持政策
◤ 当地政府应围绕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效益目标，为周边生态友好发展制定相应支持政策。

1.2.3. 提出生态保护措施，寻求生态恢复方法，拟定农
业发展建议及生态旅游发展建议；
1.2.4. 依据以上总体规划，再制定包括道路、建筑、农
业等发展规划。

1.1.1. 保护地管理机构应将保护地周边友好发展纳入本职工作，帮扶或与社区合作；
1.1.2. 当地政府应通过政府采购、生态补偿等政策支持保护地周边友好发展；
1.1.3. 当地社区可通过成立社会组织、合作社或企业，提升友好发展能力；
1.1.4. 社会组织积极提供保护、监督、教育和生态科技等方面的技术服务；
1.1.5. 当地政府积极培育和宣传与保护生态有关的品牌，提高友好产品的生态附加值；
1.1.6. 社会公众通过消费生态友好型产品，支持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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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围绕水生态进行规划和管理
◤ 水是生态系统核心关键的决定因素，对生态系统健康以及经济产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
1.3.1. 保护水源地的森林，降低水土流失，增加清洁水量；
1.3.2. 合理分配水资源，保障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水需求；
1.3.3. 循环用水，节约水资源，污水需经过处理后再排放；
1.3.4. 合理设计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避免特大降雨或干旱时期带来损失。

1.4. 社区参与规划
◤ 当地社区参与制定保护地发展规划，确保社区利
益纳入规划考虑，争取社区对规划实施的支持。
1.4.1. 建立社区参与机制和沟通渠道，鼓励社区参与；
1.4.2. 提高社区参与发展规划制定的能力；
1.4.3. 推广生态友好发展方式，鼓励当地社区参与保护；
1.4.4. 将传统生态知识、技术和理念纳入现代管理；
1.4.5. 收集整理和广泛宣传当地传统生态知识和智慧。

6

7

2.1. 避免地表植被、生态系统破坏
2.1.1. 避免在陡坡地带建筑房屋，以免破坏陡坡植被造成滑坡和水土流失；
2.1.2. 容易遭受洪水区域不宜建设房屋，应作为开放、娱乐区域或野生动植物避难所；
2.1.3. 避免在山顶修建房屋，否则容易遭受风暴，且破坏天然景观；
2.1.4. 开发需远离脆弱的沙质海岸，以免破坏天然植被覆盖，遭受风暴和海水侵蚀；
2.1.5. 建筑工程尽可能保留原始植被，防止塌方和水土流失；
2.1.6. 公路应当沿自然等高线修建，避免修建笔直的陡坡路；
2.1.7. 放牧应避免超载，几种不同的动物要比过度放牧一种动物更有利于草原的健康；
2.1.8. 避免在陡坡地发展轮作农业，可种植多年生无需翻耕的作物和经济林木；
2.1.9. 农业生产中通过修建梯田、堤坝防止水土流失，休耕期种植绿肥；
2.1.10.珊瑚礁有助于育苗、旅游和海岸保护，必须得到保护。

洪水地带

陡坡地带

二

基础设施建设
应减少生态破坏

山顶地带

沙质海岸

◤ 基础设施建设应采用与保护地相兼容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建立和实施基础设施建设
和运营管理制度，最大限度降低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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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然保护地内和周边道路的修建和管理
◤ 在保护地内和周边修建的任何道路，都应经过仔细规划，避免破坏水道、水
土流失、污染和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2.2.1. 道路建设过程中植被遭到破坏的区域，应尽快用本土植物恢复植被；
2.2.2. 修建生物廊道，使野生动物能够从公路桥或隧道穿过道路；
2.2.3. 保护地范围内道路，最好设计成低速单行道，需张贴明确标识以及动物出没
的警示标志；
2.2.4. 通过标志、雷达、拍照和减速带等方式，加强执行保护地内的限速措施；
2.2.5. 通过保护地的车辆需接受检查，不得携带入侵性动植物，不得带走非法产品；
2.2.6. 保护地内保护用道路最好避免游客，以免高峰时候与保护工作冲突；
2.2.7. 严格控制社会车辆进入保护地，提倡使用内部交通工具；

三

提倡绿色房屋建筑

2.2.8. 道路应很好地融入景观，避免靠近动物饮水点；
2.2.9. 保护地周边的道路设计应多设置观景点，激发拍照欲望；
2.2.10.巡护道路避免社会车辆和游客进入，通常不对外开放；
2.2.11.设置自行车道，控制摩托车驶入。

◤ 建筑材料要有效地利用资源，使用环境友好的建筑材料。建筑物要适应本地的气候、
自然地理条件。

3.1. 布局合理，使用效率高，方便舒适；
3.2. 使用环保材料，保证空气质量安全；
3.3. 充分利用阳光，实现自然通风；
3.4. 注意隔热、保温、节能；
3.5. 限制保护地周边建筑高度，尽量使用与周边自然环境一致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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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然保护地周边的
建设和发展应控制污染
◤ 尽量减少水污染、空气污染、声污染、光污染，对污染源头进行净化处
理，减少污染的扩散。

4.1. 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 农药会杀死害虫天敌和传粉动物，污染食物链和水源；化肥会使土地富
营养化、板结，也会污染水源。自然保护地周边应倡导生态种植，减少
农药化肥的使用，提高生物多样性，生产出更加健康的美食。
4.1.1. 合理间套作：多样性种植，可以避免因单一作物规模种植导致的病虫害
爆发；

五

维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环境
◤ 自然保护地周边要保留和恢复野生动植物生存条件，保护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从而
维护长期经济价值。

5.1. 控制外来物种
5.1.1. 保护当地种质资源，制定政策扶持当地传统品种；
5.1.2. 杜绝（保护地内）和慎重（保护地周边）引入、放生外来物种，必须进行严格的风险
评估和长期监测；
5.1.3. 保护地及周边应当杜绝使用转基因产品和技术；
5.1.4. 控制非本土捕食性鱼类，鼓励养殖本地物种，避免鱼类品种单一化；

外来物种

4.1.2. 桔梗还田覆盖：可保护微生物和昆虫，抑制杂草，保持保温，增加营养，
保持水土；
4.1.3. 沼液综合利用：沼液不仅可防治病虫害，还是很好的肥料；
4.1.4. 合理管理杂草：适量的杂草可以维护生态平衡、改良土壤、保湿保温、
减轻虫害；

福寿螺

巴西龟

大口黑鲈

4.1.5. 科学保护土壤：提倡免耕，制作堆肥、种植绿肥、施用饼肥。

5.2. 维持生态连通性

4.2. 控制其他污染
4.2.1. 控制烧柴以及农业废料燃烧，提倡使用肥料分解方法；
4.2.2. 控制污水排放，建立污水池和下游净化水质的湿地；
4.2.3. 种植绿色缓冲区，吸收噪音、沉降尘土、改善气候，增加生物多样性；
4.2.4. 避免使用高强度夜灯，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有利于呈现自然夜景；
4.2.5. 控制鸣笛和扩音设备的使用，还自然宁静，有利提高休闲和旅游价值；

5.2.1. 通过修建桥梁、隧道维系河流的
连通性；
5.2.2. 被水坝阻拦的地方，修建鱼梯，
保障鱼类洄游；
5.2.3. 在湿地和潮水地带修建桥梁和栈
道，避免填充式建筑方式；
5.2.4. 提倡游牧模式，围栏不利于植被
恢复，同时阻碍野生动物的自然
迁徙；
5.2.5. 农业区保留一些天然植被，不仅
有利于天敌和传粉动物的生存，
还能改良水文，防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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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草

六

恢复退化栖息地

6.2. 恢复和创建湿地和池塘
6.2.1. 湿地和池塘能够改善生态小环境，对于农业和旅游都有重要作用。

6.1. 遵循自然规律开展生态恢复
◤ 单一化人工林生态服务效率低，容易发生火灾和病虫害。
生态恢复的人工辅助方法包括：

6.2.2. 确保良好的水过滤效果，避免污染，水生物数量越多，水环境越健康；

6.1.1. 给干燥的环境提供水源；

6.2.3. 深水区和浅水区应当结合在一起，浅水区有利于鱼类和两栖类的生活，芦苇生长区可
以为秧鸡和鸣禽所用；

6.1.2. 给缺乏天然种子来源的地方提供适宜的树苗和种子；

6.2.4. 池塘内要保留或建造小岛，为鸟类提供栖息和繁殖场所；

6.1.3. 防止火灾、过度放牧和采集植物和枯枝落叶等；

6.2.5. 管理好湿地水位的控制，可吸引相应习性的候鸟，例如涉禽和水鸟喜欢水深 5 ～
10cm，而鸭子和鹅更喜欢 20 ～ 50cm 的水深。

6.1.4. 有意识地清除外来入侵物种，给本地物种提供自我恢复
的空间和养分；
6.1.5. 不要成行成列种植同年龄树木；
6.1.6. 不要清除森林中的植物凋落物，应设法加快它们的分解。
6.1.7.
•
•
•
•
•

对于经常需要进行恢复的区域，建议选择荫蔽处建立小苗圃，幼苗移植建议：
为每棵树或幼苗挖好穴，加入客土，种植后及时浇水；
在环境条件最适宜时候，如干燥、风或寒冷等危害最低的时候把植物移植到野外；
保护幼树避免被牛、羊、鹿、猪或其他动物所啃食或踩踏；
采用育苗袋，育苗或在挖根的时候带上土壤，尽可能减少对根部的损害；
在种植后到新根形成之前的第一周，要保证浇水。

6.3. 防火和灭火
6.3.1. 严格预防人类无意或故意行为造成的山火；
6.3.2. 炎热、干燥、多风的天气容易引发野火，应加强火
灾预防；
6.3.3. 保护地周边居民应积极防火、预警、协助处理火灾；
6.3.4. 对游客普及防火知识，预防可能导致火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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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保护生物多样性
7.1. 有限度地利用资源
◤ 当地社区在利用天然资源时，应当注意其更新情况，控制获取时间、地点和获取量，
以确保其更新速度与利用速度之间保持平衡。
7.1.1. 天然植物资源要确定合适的采集地点、时间和采集量，避免过度采集导致资源枯竭，
避免干扰和影响利用这些资源的野生动物；
7.1.2. 控制鱼类捕捞能极大改善当地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资源，有助于生态旅游的开展和吸
引游客；
7.1.3. 合理控制食草动物数量，维持草原健康。

7.2. 保护野生动物
◤ 很多野生动物为植物传花授粉、传播种子，
同时还能控制病虫害、分解枯枝落叶，这
些过程是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基础。
7.2.1. 提高传粉动物种群数量
① . 促进蜜蜂在项目地筑巢；
② . 种植受蜜蜂青睐的花蜜型灌木能促进传粉
动物野生种群增长；
③ . 与当地农民达成协议，降低对杀虫剂的依
赖；
④ . 种植特定蝴蝶和蛾类的宿主植物；
⑤ . 在空心树、洞穴等中设置蝙蝠巢箱供蝙蝠
栖息繁衍等。
7.2.2. 避免单一种植，提倡本地品种，吸引天敌
生物以控制有害生物
① . 保留天然植被并为主要猛禽物种设置巢箱
或停歇架；
② . 保护洞穴和屋顶中蝙蝠的栖所；
③ . 容许燕子和雨燕在谷仓和屋顶中筑巢；
④ . 将蛇类视为农业生产的朋友而非敌人；
⑤ . 保护蜻蜓、青蛙等的湿地栖息地；
⑥ . 为伯劳、猛禽、椋鸟、卷尾鸟等设置方便
的栖木；
⑦ . 限制农田使用杀虫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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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吸引野生动物
7.3.1. 吸引鸟类，增加各类鸟类可见度：
① . 提供合适的栖息地，如种植可结果、开
花、供栖息和筑巢的树木；
② . 对鸟类采取保护措施，不在该区域内狩
猎、结网或大声喧哗；
③ . 在有湖泊的湿地中保留或营造小岛，供
鸟类栖息和筑巢；
④ . 为鸟类提供巢箱，巢箱的内部不能过冷
或过热，而且经久耐用并易于检查和清
理。要根据不同鸟类体型设计不同大小
巢箱，并建造筑巢平台以吸引体型很大
的鸟类。
7.3.2. 吸引蝴蝶、蜻蜓、萤火虫等
◤ 蝴蝶对农田和保护地有益，也是水果和
豆类的良好传粉媒介，社区可通过种植
幼虫宿主植物及特定花卉吸引蝴蝶，另
外蜻蜓、萤火虫等也可通过营造湿地迅
速恢复。它们是环境良好的征兆，并能
够增添乡村的美观及祥和气氛。

7.4. 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干扰
◤ 人们的消费需求导致了对野生动植物的捕杀和采集，严重威
胁着自然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
7.4.1. 保护地周边餐饮、商店应杜绝提供濒危野生动植物，劝导游
客不购买野生动植物；
7.4.2. 发现不法行为及时上报，主动清除兽夹、猎套等捕猎道具；
7.4.3. 救护受伤的野生动物并及时放归野外；
7.4.4. 使用社交媒体使野生动物产品的消费不再流行；
7.4.5. 保护地周边应当严格限制养殖野生动物，高密度养殖容易导
致疾病，有传染给野生动物的风险；
7.4.6. 禁止长期、大量投喂野生动物。因为灾害和濒危物种种群恢
复等实施投喂工作，应进行科学评估以及监测，以便指导投
喂工作的实施和调整；
7.4.7. 建立保护地与农业区域的缓冲带，种植对野生动物没有吸引
力的林木。在野生动物与周边社区冲突严重的地方，可建立
栅栏或者壕沟进行分开。

7.3.3. 使休耕地充满生机
◤ 收获后的田地在休耕期间也可充满生
机，例如给收获后的稻田注水，可以为
野生动物提供重要的冬季采食地，或者
为雁和鹤等迁徙水禽提供重要的迁徙停
留地。

18

禁止
野味

禁止
捕猎

野生
救护

适度
投喂

19

◤ 在自然保护地及周边实施负责任的旅游，保护环
境，改善当地社区的福祉。生态旅游包含六个要素：
① . 保护生态资源环境，维持生物的多样性；
② . 获得的旅游收入应优先用于生态保护和研究；
③ . 增加当地社区的参与，并使其从中获益；

生态
旅游

④ . 不要超过自然资源对旅游行为的承载力；
⑤ . 增强当地社区和旅游者的生态保护意识；
⑥ . 实现环境、社会文化、经济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八

8.2. 提高当地居民和机构的能力
◤ 能力的提高能更好的体现保护地价值，让当地社区获得更多收益，体现如下：
8.2.1. 生态保护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培养：包括当地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整体认知、生物
多样性监测方法、物种辨识与导赏、对生态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旅游过程中的环境
保护事项等；
8.2.2. 旅游相关的从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包括导游能力：生态保护相关、民俗文化、历史传
说、解说技能、摄影摄像、游客组织与管理、现场互动等方面；餐饮服务能力：如摆
台、迎客、点单、上餐和酒水、打扫、卫生标准执行、厨艺技能、饮料制作等方面；
住宿服务能力：如铺床、打扫、清洗、迎客等客房技能及住宿相关商品设计、加工、
包装、营销等；
8.2.3. 当地文化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培养：包括体现原汁原味的当地社区文化、土生土长的乡
村风土民情；向游客展示本色的生活、生产、表演、服务等真实场景，并进行积极的
引导、参与和互动；挖掘并推广当地的土特产、工艺品、手工艺品等特色文化产品。

8.1. 生态旅游中发挥自然保护地的优势和特色
◤ 在生态旅游的内容设计中要充分挖掘各保护地的独特性和原始性，
通过全方位体验，为教育公众和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生态旅游模式有：
8.1.1. 黄金线路：在保护地精心设计 1-3 条旅游的小径；
8.1.2. 保护参与：组织公众参与清除生态威胁的保护活动；
8.1.3. 科学实践：引导游客参与具体的科学调查工作；
8.1.4. 生态科普：展开具体而有针对性的科普知识培训；
8.1.5. 自然影像：用纪录片的方式激发游客的参与热情；
8.1.6. 社交媒体：鼓励游客分享保护地的时光以影响更多公众；
8.1.7. 自然游戏：用游戏的方式提升对自然的感知和体验；

8.3. 挖掘和发挥文化特长
◤ 发展与生态友好的文化产品是一种减少破坏性生产活动和提高社区收入的重要办法。
文化包括传统手工艺品（剪纸、刺绣、泥塑、草编藤编工艺品、竹木工艺品等）、地
方戏剧、歌舞、民间故事等。

8.1.8. 民俗文化：让游客体验到新鲜、独特、原汁原味的当地社区文化。

20

21

保护地友好发展指南
Protected Area Friendly
Development Guidelines

Website: baohudi.org
E-mail: youhao@baohudi.org
Tel: 13263469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