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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体制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管理分类研究

□　沈员萍，黄　萌，罗　毅，柯美红

[摘　要 ]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和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机构设置的大背景下，对现有各类型自然保护地进行清理规范和归

并整合的任务刻不容缓。文章借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管理分类的经验，立足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特点，

深入剖析自然保护地的资源品质和管理目标，归纳与其对应的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和管理目标等级，从而衍生出具有我国特色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并提出人类干扰区域、人口密度、人类允许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4个基本指标参数，增强管理

分类的操作性和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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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erative to regulate natural reserves as China is going to establish national park system and integrat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paper learns management experience from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resource quality and management vision, concludes the priority levels and management levels 
of preservation, and puts forwards categorization of natural reserve system with four parameters: human intervention area, 
population density, allowed human activitie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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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保障 [1]。2018年 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批准成立自然资源部 [2-3]，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机构的设

置开启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时刻。2018年8月，

自然资源部的“三定方案”中，明确自然资源部管理的

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并提出“加

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一推

进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清理规范和归并整合，构建统一、

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4]。由此可见，

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构建背景下，急需对我国既有

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科学重组进行研究。在国际上，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构建的自然保护区体系是依据

管理目标将自然保护地分为六大管理分类，这种依据

管理目标对自然保护区进行分等定级、归纳分类的方

法能够提高保护的有效性与管理的科学性，是世界各

国保护区体系管理分类的通用标准 [5]。目前，我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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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保护对象重要程度和资源属性划分

自然保护地类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

考虑到管理目标问题，但是这些目标常

常是综合性、笼统抽象而非具体的，没

有依据管理目标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政

策和措施，更未将其作为自然保护地今

后管理和发展的方向 [6]。本文在我国国

家公园体制建立和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机

构设置的契机下，参照国际通用标准，

依据我国基本国情，构建具有我国特色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并对各类

自然保护地进行归并整合和科学重组，

以实现真正的统一协调、宏观调控、有

效保护与科学管理。

1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的

意义

我国自然保护地在新时代国家公园

体制建立和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机构设置

的大背景下，突破管理分散、各自为政

的传统格局，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正

式形成了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概念。然而，

如何归并整合我国在管理机构分散国情

下进行传统分类的既有各类型国家级自

然保护地，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

级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级

海洋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等国家级自

然保护地，将其形成一个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自然保

护地体系管理分类的首要任务。同时，

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分类也是满足

国际统一交流的需要，能够对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体系[7]，并积

极响应国际会议《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鼓

励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

为其保护区指定保护区管理分类”的要求，

以适应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需要 [8]。

因此，依据管理目标重新对我国自然保

护地体系的既有各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进行分类迫在眉睫。

2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

体系管理分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体

系管理分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

年代，从最初的五大类到简单的两大类，

再到复杂的十大类直至最后的六大类，

历经7次修订和不断完善(图1)[5]，体现

了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的复杂性和

时代性。其中，核心的历史进程就是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 1994年出版

了一份新的《保护区管理类型应用指南》，

该指南将保护区划为六大管理类型，明

确指出1978年划分的十大管理分类系统

不完善，部分保护区类型之间的差异不

太明确，在实际操作中容易混淆等缺点[5]；

2007年 5月在西班牙阿尔梅里亚召开的

国际会议“分类峰会”中进行再次讨论

修订，类型数量保持不变，但部分名称

和内容有所变化，随后于2008年修订分

类工作完成并出版，2013年再版 [5]。

在2013年最新版的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保护区管理分类应用指南》

中明确了保护区的9个管理目标，分别

为科学研究、荒野地保护、保存物种和

遗传多样性、维持环境服务、保护特殊

自然和文化特征、旅游娱乐、教育、持

续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内的资源、维持文

化和传统特性(图2)[5]，依据这些管理目

标等级由高到低将保护区归纳为严格自

然保护区/荒野保护区、国家公园、自

然遗迹或地貌、生境/物种管理保护区、

陆地景观/海洋景观保护区和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保护区六大管理分类(图3)。

由此看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保护区体系管理分类是根据保护区的主

要管理目标对保护区进行分类的，强调

的是保护区的管理，有利于明确保护区的

功能定位，从而确定其管理政策、管理方

式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可以在国家层

面确定优先发展和支持的保护区 [9-10]。而

且，该管理分类在以保护区管理目标为

主要依据的同时，考虑了保护对象的特

点及人类干扰程度，这对于指导保护区

的管理工作是极为有益的。因此，这个

图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保护区体系管理分类历史进程示意图 图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保护区体系九大管
理目标示意图

1933 年 五大类 国家公园、严格自然保护区、动植物保护区、禁止狩猎和采集保护区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纪念地、严格荒野保护区

国家公园、同等保护区

国家公园、科学保护区、自然纪念地

科学保护区 /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纪念地 /自然景物地、管理的自然保护区 /

多生物禁猎区、保护性陆地(或海洋)景观保护区、资源保护区、自然生物区/人类学保护区、

多用途管理区 /管理的资源区、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世界遗产地

严格自然保护区 /荒野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纪念地、生境和物种管理保护区、陆地和海洋

景观保护区、资源管理保护区

严格自然保护区 /荒野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遗迹或地貌、生境 /物种管理保护区、陆地景

观 /海洋景观保护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区

1942 年 四大类

1962 年 两大类

1966 年 三大类 

1978 年

1994 年

十大类 

六大类 

六大类 

2007年、

2013 年

再版

a. 科学研究

b.荒野地保护

c.保存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d .维持环境服务

e.保护特殊自然和文化特征

f .旅游娱乐

g.教育

h.持续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内的资源

i.维持文化和传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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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大半个世纪演变确定的管理分类系

统能够为世界各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

分类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9-10]，特别对我

国目前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之初确定管

理分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3构建我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管理分类

3.1管理分类指导原则

3.1.1积极借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保护区体系管理分类的经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自然保

护领域的权威国际组织，尤其是在保护

区管理分类标准、保护区规划建设和提

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在全球做了大量的

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理论知

识 [11]。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

体系管理分类依据保护区管理目标的不

同配置和优先次序进行分类，这种管理

分类方法能够为一个国家确定优先发展

和支持的保护区提供依据，对我国具有

借鉴意义[8]。然而，仅仅依据保护区的保

护对象来确定支持重点，而不考虑保护区

的管理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不科学的 [12]。

因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体

系管理分类系统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具有

一定局限性，如管理类型比较复杂、容

易混淆，各类型难以准确界定，有时一

个类型包含在另一个类型之中 [12]，最为

重要的是与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实际情况

不对等，因此建议不完全复制而是采取

择优补短的借鉴模式。

3.1.2 努力遵循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的既有内涵特色

我国目前既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主要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和国家沙漠公园等类型，依据不

同类型的分头管理现象在我国已有几十

年历史，形成了各自的内涵特色和管理

方法。目前，要依据管理目标重新对其

进行科学分类，只有在深入挖掘其各自

内涵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总结，才能

构建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可行的管理分类

系统。

3.2管理分类体系构建

3.2.1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既有

内涵特色分析

我国既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是依

据保护对象的重要程度和资源属性进行

划分的。由于原有管理机构不统一造成

管理目标类似却又被分割为不同类型的

自然保护地，同一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又

存在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和管理目标等级

不同而采用“一刀切”的极端管理手法，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进而影响对其的

科学保护与利用。例如，我国有些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由于采用完全杜绝人类干

扰的管理方式，造成一些需要人为干预

的生态系统或物种得不到适当管理，一

些在管理目标能够保持安全的情况下可

以适度开展资源利用和生态旅游活动的

保护区却受到政策制约 [8]。又如，我国

有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盲目追求经济

利益而造成过度开发利用，一些应当得到

严格保护的区域却未能制止开发建设[8]。

因此，为了科学起见，将最常出现矛盾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两个类型的资源保护优先等级与管理

目标等级以两级为主，其他以一级为主，

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指导其依据管理目

标进行分类。

(1)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分析。

通过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资源保

护对象和资源属性进行深入分析，确定

其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其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等级以一级、二级为主，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等级以三级、四级为主，国

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级地质公园以五级

为主，其他保护地以六级为主(表1)。

(2)管理目标等级分析。

通过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既有综

合性管理目标、实际保护目标、实际利

图 3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保护区体系管理分类类型、定义与主要目标示意图

第Ⅰa类 严
格自然保
护区

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可能包含保护地质和地貌特征而设置的严格保护的区域，区域中严
格控制和限制区域中人类的活动、利用和干扰，以确保其保护的价值不受影响，这类保护区
在科学研究和监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保护区域、国家、全球突出的生态系统、物种 (偶然的或聚集的 )和地质多样
性特性，这些特性是在几乎或完全没有人力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哪怕是人类
非常小的干扰都将可能造成他们退化或消失

对没有受人类较大活动干扰，没有现代基础设施，自然力量和进程占主导作用
的自然区域，保护它们的长期生态完整性，从而使当代和后代有机会体验它们

保护自然生物多样性及其基础的生态结构和维护的环境进程，并提升其教育性
和娱乐性

保护某些杰出的自然特征和它们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与生境

维护、保护和恢复物种和生境

保护和保持重要的陆地景观或海洋景观及其相应保护的自然价值与其他价值，
这些都是人类通过传统的管理实践与自然相处所创建的

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能够互利互赢的条件下，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实
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是指大部分保留原貌，或仅有些微小变动的区域，保存了其自然特征和影响，并没有永久性
或明显的人类居住痕迹。对其保护和管理是为了保持其自然原貌

大面积自然或近自然区域，用以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及这一区域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征，同
时提供与其环境和文化相容的审美的、科学的、教育的、休闲的和旅游的机会

为保护某一特别的自然遗迹所特设的区域，可能是地形地貌、海山、海底洞穴，也可能是洞
穴甚至是古老的小树林这类依然存活的地质形态。这些区域通常面积较小，但通常具有较高
的观赏价值

主要用来保护某些特殊物种或生境，并作为管理工作的首要目标。该类型的多数保护区需要
经常性的、积极的干预工作，以满足某些特殊物种的需要或维持生境，但这并不作为该类保
护区必须满足的条件

指人类和自然长期相处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区域，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生物、文化和游憩价值。
保护双方和谐相处的健全关系，对于保护该区域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及其相应保护的自然
价值和其他价值都至关重要

为了保护生态系统、生境及相应的文化价值和传统自然资源管理系统而设置的区域。这类保
护区通常面积庞大，大部分区域处于自然状态，其中一部分处于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利用之中。
该区域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自然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和无工业化利用，使之与自然保护互相兼容

第Ⅰ b类 
荒野保护
区

第Ⅱ类 国
家公园

第III类 自
然遗迹或
地貌

第IV类 生
境/物种管
理保护区

第V类 陆地
景观 /海洋
景观保护区

第VI类 自然
资源可持续
利用保护区

类型 定义 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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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标和公众游憩控制目标进行深入分

析，确定其管理目标等级，其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等级以A级、B级

为主，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级以C级、D

级为主，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级地质

公园以E级为主，其他保护地以Ｆ级为

主(表2)。

3.2.2由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和管理目标

等级衍生管理分类

通过以上对我国各类型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既有内涵特色的深入分析，确定

其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和管理目标等级，

这两个在等级对应类型上基本是呼应的，

这些等级的划分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管理分类提供了基础依据，基本形成了

具有我国特色的四大主要管理分类。

首先，将资源保护优先等级为一级

和管理目标等级为A级的、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为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管理

目标最高级，称之为国家自然严格保护

区。

其次，将资源保护优先等级为二级、

三级和管理目标等级为B级、C级的，

以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为主的，以少量的国家级森林公

园、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

为辅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管理目标第二

级，称之为国家公园。

再次，将资源保护优先等级为四级、

五级和管理目标等级为D级、E级的，

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国家级地质公园为主的，以少量国家湿

地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等为

辅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管理目标第三级，

称之为国家自然特别保护区。

最后，将资源保护优先等级为六级

和管理目标等级为Ｆ级的，以国家湿地

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国家沙漠

公园为主的，以少量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等为

辅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管理目标第四级，

称之为国家自然可持续利用保护区。

表2  我国各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

表 1  我国各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资源品质

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类型

资源品质

资源保护对象  资源属性
资源保护

优先等级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

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

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 [13]

最高级别的自

然综合资源

以一级、

二级为主

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

风景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

件，可供人们游览欣赏、休憩娱乐或进行科学文化

活动的地域 [14]

高级别的自然

综合资源和部

分人文资源

以三级、

四级为主

国家级森林

公园

以森林资源为依托，生态良好，拥有全国性意义或

特殊保护价值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15-16]

以较高级别的

单一自然资源

为主

以五级为

主

国家级地质

公园

具有国家级特殊地质科学意义，以具有较高的美学

观赏价值的地质遗迹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观

与人文景观构成的一种独特的自然区域 [17-18]

以较高级别的

单一自然资源

为主

以五级为

主

国家湿地公

园

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资源为目的，

可供开展湿地保护、恢复、宣传、教育、科研、监测、

生态旅游等活动的特定区域 [19]

以相对较高级

别的单一自然

资源为主

以六级为

主

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

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适宜作为公园的天然湿地

类型，通过合理的保护利用，形成集保护、科普、

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园 [20]

以相对较高级

别的单一自然

资源为主

以六级为

主

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

以水域 (水体 )或水利工程为依托，具有一定规模

和质量的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观光、娱

乐、休闲、度假或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区域 [21]

以相对较高级

别的单一自然

资源为主

以六级为

主

国家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

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

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要求，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

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的区域 [22]

以相对较高级

别的单一自然

资源为主

以六级为

主

国家沙漠公

园

以沙漠景观为主体，以保护荒漠生态系统为目的，

在促进防沙治沙和保护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利

用沙区资源，开展公众游憩、旅游休闲和科学、文

化、宣传与教育活动的特定区域 [23]

以相对较高级

别的单一自然

资源为主

以六级为

主

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类型

管理目标分析

既有综合性管理目标
实际保护

目标

实际利用目

标
公众游憩控制目标

管理目标

等级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严格保护、科学管理、

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严格保护 禁止开发 禁止公众入内 以 A 级、

B级为主

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

科学规划、统一管理、

严格保护、永续利用

严格保护 永续利用 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部

分区域允许公众游憩

以 C 级、

D级为主

国家级森林

公园

严格保护、科学规划、

统一管理、合理利用、

协调发展

保护优先 合理利用 在合理保护的前提下为

公众提供游憩功能

以 E级为

主

国家级地质

公园

保护优先、科学规划、

合理利用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国家湿地公

园

保护优先、科学恢复、

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生态优先 在保护中开

发，在开发

中保护

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

下为公众提供游憩功能

以 F级为

主

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

重在保护、生态优先、

合理利用、良性发展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

以开发促保护，以保

护促发展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国家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

科学规划、统一管理、

保护优先、适度利用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国家沙漠公

园

保护、教育、培训、

科研和游憩相结合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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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管理分类具体操作内容

积极借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保护区管理分类的优秀经验 [5，24-25]，同

时立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既有内涵特色，

由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和管理目标等级衍

生管理分类为基础依据，确定我国自然

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的主要目标和相关

操作内容，并根据以往各类型自然保护

地的管理经验和实践规划，如《自然保

护区分类管理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等进一步细化

对应的基本指标 [8，14]，增强操作性和执

行性(表3，表4)。

3.3管理分类与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类型的对应关系

按照新的管理分类方法，对纳入自

然保护地体系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就

不一定都属于国家公园类型，也可能对

应为四大管理类型中的任意一个。与此

同时，在原有管理机构不统一的行政体

系下，区位邻近、管理目标相似却被划

分为不同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

以将其归并整合为一个管理分类类型，

从而保持整块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

整性。总之，我国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类型与这个新的管理分类类型可以理

解为两条轴线上的分类，并具有相对应

的关系(图4)。两条轴线的分类模式在

初期是可以并列存在的，但最终采取以

管理目标划分的科学模式，使国家级自

然保护地能够依据对应的管理目标确定

相应的管理政策、措施等，从而能够更

加科学、有效地进行保护与管理，并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管理分

类接轨。

4 结语

依据管理目标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进行管理分类的这种新分类方法，改变

了我国原有国家级保护地依据保护对象

重要程度和资源属性进行分类的缺点，

有效推进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清理规范

和归并整合，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奠定了理论核心内容，

从而为实现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

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引。

同时，管理分类的类型划定、内容和基

本指标应随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实践

发展进程进行相应的优化和修订，使之

适应时代的发展，就如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保护区管理分类也是经历了大

半个世纪的修改完善过程，形成了目前

的六大管理分类和具体操作指南。此外，

资源保护

优先等级

管理目

标等级

管理类

型
定义          主要目标

包含的国家级自然保

护地类型

与IUCN保护区管

理目标对应关系

与 IUCN保护区管

理类型对应关系

以一级为

主

以 A级

为主

第 I 类

国家自

然严格

保护区

这是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多

样性，具有突出性的自然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需要严

格保护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

的区域。区域中严格控制人类干扰，

只能用于科学研究、监测和教育 [5]

保护突出的自然生

态系统、物种和自

然特性，严格控制

人类干扰 [5]

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主

  a、b、c 类似第Ιa类

以二级、

三级为主

以B级、

C级为

主

第II类

国家公

园

这是用于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物种、

生态系统特征及某一特别的自然特

性，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自然生

态系统、物种和自然遗迹等保护对

象所在的区域。区域中尽量减少人

类干扰，提供与其环境和文化相容

的科学、教育、休闲和旅游的机会[5]

保护具有代表性的

自然生态系统、物

种和自然特性，在

保证这个管理目标

安全的情况下，提

供科学、教育、休

闲和旅游的机会 [5]

首先以部分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为主，其次为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可能

还有少量的国家级森林

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等

  a、c、d、e、 f 类似第Ιb、II、III

类

以四级、

五级为主

以D级、

E级为

主

第III类

国家自

然特别

保护区

指人类和自然长期相处形成的特色

鲜明的区域或是需要积极干预保护

其重要物种和生境的自然区域，具

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生物、文化和

游憩价值。保护双方和谐相处的健

全关系，对于保护该区域并保持其

可持续发展及其相应保护的自然价

值和其他价值都至关重要 [5]

保护和保持重要的

陆地景观或海洋景

观及其相应保护的

自然价值和其他价

值，这些都是人类

通过传统的管理实

践与自然相处所创

建的 [5]

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

级地质公园为主，可能

还包含少量国家湿地公

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等

  c、d、e、f、g 类似第 IV、V类

以六级为

主

以 F级

为主

第IV类

国家自

然可持

续利用

保护区

为了保护生态系统、生境及相应的

文化价值和传统自然资源管理系统

而设置的区域。这类保护区通常面

积庞大，大部分区域处于自然状态，

其中一部分处于可持续自然资源管

理利用之中。该区域的主要目标是

保证自然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和无工

业化利用，使之与自然保护互相兼

容 [5]

在自然资源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能够互

利互赢的条件下，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和实现自然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5]

以国家湿地公园、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国家沙

漠公园为主，可能还包

含非常少量的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

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

等

  d、e、f、g、i 类似第 VI类

表 3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具体操作内容

注：为了保持生态完整性，部分省级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可以整合于该自然保护地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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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原有省级自然保护地对应国家级自

然保护地管理分类方法，如省级自然严

格保护区、省级公园、省级自然特别保

护区和省级自然可持续利用保护区，使

之便于对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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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型

基本指标

人类干扰区域(占

总体保护区面积)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
     人类允许活动    开发建设活动

第 I类国家自然

严格保护区

 ＜ 0.5％  ＜ 5 科学研究、环境监

测和教育

禁止任何开发建

设活动

第 II 类国家公

园

 ＜ 6%  ＜ 15 科学研究、环境监

测、教育、生态休

闲和旅游

开展少量与管理

目标相一致的开

发建设活动

第III类国家自

然特别保护区

 ＜ 30%  ＜ 40 科学研究、环境监

测、教育、休闲和

旅游

开展适量与管理

目标相一致的开

发建设活动

第 IV 类国家自

然可持续利用保

护区

 ＜ 40%  ＜ 50 科学研究、环境监

测、教育、休闲和

旅游

开展适量与管理

目标相一致的开

发建设活动

表 4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基本指标

图 4  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类型与管理分类的对应关系示意图
注：在数量对应的方面， + + + 表示数量较多，+ + 表示数量中等，+ 表示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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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森林公园

国家级地质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海洋保护区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国家沙漠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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