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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霞、武海涛、吴雨华、张丽杰、陶兰、杨萌尧、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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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湿地生态系统气象和大气环境、水文和水质、土壤、生物、湿地受威胁状况的监测方

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湿地生态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9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农药指标 

GB/T 13192  水质  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552  水、土中有机磷农药测定的气相色谱法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24708  湿地分类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HJ/T 72  水质  邻苯二甲酸二甲（二丁、二辛）酯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13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HJ 632  土壤 总磷的测定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634  土壤 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的测定  氯化钾溶液提取-分光光度法 

HJ 680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99  水质 有机氯农药和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17  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定  凯氏法 

HJ 746  土壤 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  电位法 

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LY/T 1215  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测定 

LY/T 1217  森林土壤稳定凋萎含水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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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 1218  森林土壤渗滤率的测定 

LY/T 1223  森林土壤坚实度的测定 

LY/T 1234  森林土壤钾的测定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化的计算 

LY/T 2586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观测技术规范  

LY/T 2898  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技术规范 

NY/T 1121.2  土壤检测  第 2 部分：土壤pH的测定 

NY/T 1121.3  土壤检测  第 3 部分：土壤机械组成的测定 

NY/T 1121.4  土壤检测  第 4 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NY/T 1121.7  土壤检测  第 7 部分：土壤有效磷的测定 

NY/T 1121.16  土壤检测  第 16 部分：土壤水溶性盐总量的测定 

QX/T 48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4 部分：天气现象观测 

QX/T 49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5 部分：气压观测 

QX/T 50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6 部分：空气温度和湿度观测 

QX/T 5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7 部分：风向和风速观测 

QX/T 52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8 部分：降水观测 

QX/T 54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10 部分：蒸发观测 

QX/T 5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13 部分：地温观测 

SL 58  水文测量规范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3 气象和大气环境监测 

3.1 气象监测  

定位观测按照 LY/T 2898 规定执行。非定位观测的气象监测项目、监测频度及监测方法见表 1。 

表1 气象监测项目及方法 

项目 监测频度 监测方法 

天气现象（降水、地面凝结、视程障碍及雷电

等现象） 
连续监测 QX/T 48 

降水量，mm 连续监测 QX/T 52 

降水强度，mm·h-1 连续监测 QX/T 52 

蒸发，mm 连续监测 QX/T 54 

空气温度（距地面1.50 m），℃ 1 次/季 QX/T 50 

空气湿度（距地面1.50 m），% 1 次/季 QX/T 50 

风速，m·s-1 1 次/季 QX/T 51 

风向 1 次/季 QX/T 51 

气压，hPa 1 次/季 QX/T 49 

注：天气现象（降水、地面凝结、视程障碍及雷电等现象）、降水量、降水强度和蒸发数据通过最近（距监测点10 

km以内）的自动气象台站获得。 

3.2 大气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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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大气环境监测的采样布点原则和要求、采样方法、数据有效性的要求以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按照 GB 3095 和 HJ 194 的规定执行。 

3.2.2 大气环境监测数据与气象监测数据同步获得。大气环境监测每季度各 1 次，监测项目及监测方

法见表 2。 

表2 大气环境监测项目及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CO2, mg·m-3 GB/T 18204.2 

CH4, mg·m-3 HJ 604 

SO2, μg·m-3 GB 3095 

O3, μg·m-3 GB 3095 

NO2, μg·m-3 GB 3095 

大气总悬浮颗粒物, μg·m-3 GB 3095 

PM10, μg·m-3 GB 3095 

PM2.5, μg·m-3 GB 3095 

负（氧）离子，个/m3 LY/T 2586 

注： PM10 、PM2.5为城市区内重要湿地监测项目。 

4 水文和水质监测 

4.1 地表水水文监测 

定位观测按照 LY/T 2898 规定执行。非定位观测的地表水水文监测每年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

各 1 次，监测项目及监测方法见表 3。 

表3 地表水水文监测项目及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流速，m·s-1 GB 50179 

径流量，m3·s-1 GB 50179 

水位，m GB/T 50138 

淹水深度，m GB/T 50138 

4.2 地下水水文监测 

在湿地中布设潜水观测井，按 SL 58 规定测量地下水位。每年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各1 次。 

4.3 水质监测 

4.3.1 水质监测的采样布点原则和要求、样品保存和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按照 SL 219 和 HJ/T 91 的

规定执行。 

4.3.2 水质监测每年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各 1 次。 

4.3.3 地表水水质监测包括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必测项目的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见表 4，选测项目

的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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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地表水水质必测项目及监测方法 

表5 地表水水质选测项目及监测方法 

4.3.4 地下水潜水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见表 6，地表水和地下水宜同步监测。 

表6 地下水水质监测项目及监测方法 

5 土壤监测 

5.1 土壤样品的采集、制备、保存和质量控制 

5.1.1 土壤监测的采样布点原则、采样方法、土壤样品制备与保存方法和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按 HJ/T 

166 规定执行。 

5.1.2 湿地底泥的采样方法以及样品制备与保存方法按 SL 219 规定执行。 

项目 监测方法 

水温，℃ 

pH值 

粪大肠菌群，个／L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

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mg/L 

GB 3838 

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有机磷农药，μg/L 
GB/T 14552、GB/T 13192、

GB/T 5750.9 

对硫磷、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乐果、敌敌畏、敌百虫、杀

螟松、嗪农、水胺硫磷、溴硫磷、异稻瘟净、甲拌磷、速灭磷、

稻丰散、杀扑磷、内吸磷、草甘膦 

有机氯农药，μg/L HJ 699、GB/T 5750.9 滴滴涕、六六六、七氯、百菌清、五氯酚、莠去津 

其它农药，μg/L GB/T 5750.9 甲萘威、菊酯、灭草松、2,4-滴、呋喃丹、毒死蜱 

邻苯二甲酸酯类，μg/L HJ/T 72、 GB/T 5749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项目 监测方法 

色(铂钴色度单位) 

嗅和味 

浑浊度，NTU 

肉眼可见物 

pH值 

菌落总数，CFU／mL 

总大肠菌群，MPN／100 mL或 CFU／100 mL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钼、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

镉、六价铬、铅，mg/L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μg/L 

GB/T 1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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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土壤物理性质监测 

土壤物理性质每年秋季监测1 次，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见表 7。 

表7 土壤物理性质监测项目及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土壤容重，g·cm-3 NY/T 1121.4 

土壤温度（离地面深0 cm、5 cm、10 cm、15 cm、20 cm），℃ QX/T 57 

土壤质地 NY/T 1121.3 

土壤坚实度，N·cm-3 LY/T 1223 

沉积层厚度，m SL 219 

土壤总孔隙度，% LY/T 1215 

土壤凋萎含水量，% LY/T 1217 

土壤含水率，% HJ 613 

土壤渗透系数，mm·d-1 LY/T 1218 

5.3 土壤化学性质监测 

土壤化学性质每年秋季监测 1 次，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见表 8。 

表8 土壤化学性质监测项目及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pH NY/T 1121.2 

氧化还原电位，mV HJ 746 

土壤水溶性盐总量，mg·kg-1 NY/T 1121.16 

有机质，mg·kg-1 LY/T 1237 

全氮、亚硝酸盐氮，mg·kg-1 HJ 717、HJ 634 

总磷、有效磷，mg·kg-1 HJ 632、NY/T 1121.7 

全钾、有效钾，mg·kg-1 LY/T 1234 

总镉，mg·kg-1 GB/T 17141 

总铅，mg·kg-1 GB/T 17141 

总砷，mg·kg-1 HJ 680 

总汞，mg·kg-1 HJ 680 

注：在人为活动频繁或环境污染较重区域，有针对性地监测土壤重金属。 

6 生物监测 

6.1 植物监测 

6.1.1 监测时间 

在生物量高峰期进行植物监测，每年1 次。 

6.1.2 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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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维管植物监测方法按照 HJ 710.12 的规定执行。湿生植物根据实际需要采用种-面积曲线法确

定最小样方面积。森林沼泽植物群落样方面积 10 m×10 m，灌丛沼泽群落样方面积 2 m×2 m，草本沼

泽群落样方面积 1 m×1 m。 

6.1.3 监测项目及方法 

植物监测项目及方法见表 9。监测记录填写表 A.1。 

表9 植物监测项目及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种类，种 样方法 

盖度，% 现场判定 

频度，% 样方法和样点截取法 

多度 现场判定 

群集度 现场判定 

生物量，g·m-2 样方法 

季相 现场判定 

高度，cm 现场判定 

密度，株·m-2 样方法 

生活型 现场判定 

6.2 鸟类监测 

在繁殖季、越冬季和迁徙季选择鸟类种类和数量相对稳定的时期，采用样线法或其他方法监测。监

测记录填写表 A.2。 

6.3 兽类监测 

在繁殖季和冬季，用样方法或利用动物粪便、尿迹、卧迹、足迹链等痕迹进行监测。样方应涵盖不

同小生境类型，且每个小生境类型应不少于7 个样方，样方之间间隔0.5 km以上。监测记录填写表 A.3。 

6.4 两栖、爬行类监测 

在夏季和秋季用样方法监测，样方应尽可能涵盖不同小生境类型和环境梯度。监测记录填写表 A.4。 

6.5 鱼类监测 

每年夏季监测1 次。根据湿地水文条件设置监测断面，采用网捕法监测。监测记录填写表 A.5。 

6.6 水生无脊椎动物监测 

在春季和秋季各监测1 次。根据湿地水文状况、基质类型和水生植物分布特征，采用断面或样线法

监测。监测记录填写表 A.6。 

6.7 浮游生物监测 

在春季和秋季各监测1 次。采用1 L水样进行定量统计。监测记录填写表 A.7。 

6.8 土壤动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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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季监测1 次。采用样方法采样，干湿漏斗法分离。采样方法见表 10。 

表10 土壤动物采样方法 

土壤动物类别 采样方法 

地表土壤动物 陷阱巴士罐法 

陆生中小型土壤动物 用 100 mL 的土壤环刀采集器，在样方垂直剖面上各土层取样，用干漏斗法分离 

湿生中小型土壤动物 用 25 mL 的土壤环刀采集器，在样方垂直剖面上各土层取样，用湿漏斗法进行分离 

大型土壤动物 采用手拣法在不同土壤层用镊子选取，取样面积 0.5 m×50 m。监测记录填写表 A.8 

特定某一类土壤动物 用专门的采集方法，如吸虫瓶法、陷阱法、引诱法、羽化捕捉法和手摇网筛法等 

7 湿地受威胁状况监测 

受威胁监测因子包括基建、城市化建设、围垦、水土流失、污染、过度渔猎、水源补给不足、盐碱

化、引种和沙化等。受威胁面积根据遥感图像和有关统计材料估算。监测记录填写表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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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野外调查监测用表 

生物监测记录用表见表 A.1〜表 A.8。湿地受威胁因子监测用表见表 A.9。湿地面积监测在充分考

虑湿地近期变化的基础上，利用近期遥感影像或地形图，综合应用 3S 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

球定位系统），结合地面勘察，综合量测统计获得，数据源的比例尺不应小于 1:25000。湿地类型按照 

GB/T 24708 规定填写。 

表A.1 植物野外调查记录表 

湿地名称  湿地面积  湿地类型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样地编号  积水状况  土壤类型  

地貌类型  群落名称  季相  生活型  

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  

干扰状况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序号 植物种名 拉丁名 盖度（%） 频度（%） 高度（cm） 多度 群集度
密度 

（株·m-2） 

地上生物

量（干重）

          

          

          

注1：季相：（1）花期营养期；（2）花蕾期；（3）开花期；（4）果期；（5）果后营养期；（6）枯死期。 

注2：盖度级：r.单株；+. ＜1%；（1） 1%～5%；（2） 6%～25%；（3） 26%～50%；（4） 51%～75%；（5） ＞

76%。 

注3：群集度：（1）单生；（2）小丛；（3）大丛或小斑块；（4）大斑块；（5）密集群丛。 

注4：多度：（1）Un. 个别或单株；（2） Sol. 数量很少而稀疏；（3） Sp. 数量不多而分散；（4） Cop1 数量

尚多；（5）Cop2 数量多；（6） Cop3 数量很多；（7）Soc 极多。 

表A.2 鸟类野外监测记录表 

湿地名称  湿地面积  

调查地点  湿地类型  

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种群数量 保护等级 居留型 微生境 备注 

        

        

        

注：微生境是某种野生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应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

河滩、林下、溪岸、沟边、湖岸、泡沼、草丛、芦苇丛、灌丛和林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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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兽类监测表 

湿地名称  湿地面积  

调查地点  湿地类型  

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种群数量 保护等级 居留型 微生境 备注 

        

        

        

注：微生境是某种野生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应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

河滩、林下、溪岸、沟边、湖岸、泡沼、草丛、灌丛和林地等。 

表A.4 两栖、爬行类监测表 

湿地名称  湿地面积  

调查地点  湿地类型  

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种群数量 保护等级 微生境 备注 

       

       

       

注：微生境是某种野生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应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

河滩、林下、溪岸、沟边、湖岸、泡沼、草丛、灌丛和林地等。 

表A.5 鱼类监测表 

湿地名称  湿地面积  

调查地点  湿地类型  

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种群数量 保护等级 微生境 备注 

       

       

       

注：微生境是某种野生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应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

河滩、林下、溪流、沟渠、湖泊、河流、沼泽、泡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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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水生无脊椎动物监测表 

湿地名称  湿地面积  样方号  样方面积  

调查地点  湿地类型  样点号  取样方法  

海拔高度  地理坐标  取样面积  

水深（m）   流速（m/s）  透明度（cm）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基质类别：淤泥、泥沙、粘土、砂石、岩石，其他 

水生植物多度：1、2、3、4、5 

周围环境概况： 

所采水生无脊椎动物名录 实采个数 湿重（mg） 生物密度（个/m2） 生物量（g/m2） 

     

     

     

表A.7 浮游生物种（属）监测表 

湿地名称  湿地面积  样点号  透明度（cm）  

调查地点  湿地类型  流速（m/s）  水深（m）  

海拔高度  地理坐标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采样点编号 
种（属）名称 

1 2 3 4 

生物密度 

（个/L） 
备注 

       

       

表A.8 大型土壤动物监测表 

湿地名称  样方号  

调查地点  样点号  

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  

湿地类型  湿地面积  

样方面积  土壤取样面积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序号 中文名 学名 个体数 调查面积 微生境 备注 

       

       

       

注：微生境是某种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应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河

滩、林下、溪岸、沟边、湖岸、泡沼、草丛、灌丛和林地等。 

 

 



DB22/T 2951—2018 

11 

表A.9 湿地受威胁因子监测表 

调查地点  主要管理部门  土地权属  

湿地名称  湿地类型  湿地面积  

调查日期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序号 威胁因子 起始时间(年) 影响面积（hm2） 已有危害 潜在威胁 

1 基建和城市化     

2 围垦     

3 水土流失     

4 污染     

5 过度渔猎     

6 水源补给不足     

7 盐碱化     

8 引种     

9 沙化     

10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