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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的本底清查和编目评估是我国各类

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的重要任务之一。经过60多年

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自然保护区体系已基本形成,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提出“美丽中国”、“生

态文明”体制建设,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 亟需对现有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本底

资源进行全面清查和物种编目评估。然而, 我国各

类自然保护地在野生动植物本底清查、常规监测和

编目评估面临以下共性问题:  

(1)国家层面对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

本底编目调查和监测缺乏顶层规划。我国自然保护

区或保护地类型多, 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空间重叠, 

功能定位不明确, 管理部门多, 职能交叉重叠, 缺

乏各部门、各类型保护地的协调机制, 是当前我国

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和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欧阳

志云和徐卫华, 2014; 彭杨靖等, 2018)。2018年国家

政府机构改革, 组建了自然资源部, 其中国家林业

和草业局(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对我国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及其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监管

和保护, 有望解决过去“九龙治水”、顶层规划不足

等重大问题。 

(2)多数自然保护区在建立后多年未开展野生

动植物资源本底的全面系统编目调查和常规监测, 

许多重要物种的生存现状缺乏基础数据, 无法提供

及时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以及生态恢复对策。由于

技术、物力和人力等的限制, 以往各类自然保护地

综合科考的调查范围和覆盖面十分有限, 仅集中于

少数物种和类群, 而多数类群的本底资源及其变化

缺乏有效清查编目, 真实性存疑。 

(3)传统调查技术和方法在资源本底清查和常

规监测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主观性强、重复性差, 

难以在区域和全国尺度上形成相对统一的抽样标

准, 且执行要求高、难度大, 获得的数据质量不高, 

严重缺乏可比性和连续性。 

(4)许多自然保护地面临领导责任意识不强、技

术管理人才严重短缺、专业调查队伍不稳定、技术

培训不足等基本问题, 难以满足自然保护区基本科

研监测能力建设的需要。 

近5年, 全国绝大多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布

设了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调查和评估(李晟等, 

2014; 肖治术, 2016)。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为

“十八大”以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关键科学数据。然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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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如种群和群落相关评价指标的计算和认识仍有待

完善,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常规监测与动态评估仍

有待全面推广和实施。鉴于目前红外相机技术在我

国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本底清查中的普及应用 , 

《生物多样性》组织了此“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专题”, 

包括1篇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自然保护区清查与评

估的典型案例和4篇数据分析论文。 

针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清查与编目评

估问题, 肖治术等(2019)以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全境清查为例, 提出基于红外相机技术逐步

建立我国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本底清查和评估的

解决方案, 为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开展自然资源监测与评估的标准化体系建设

提供参考, 并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区开展基于红外相

机技术的陆生脊椎动物规范化监测与动态评估。针

对我国目前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陈立军等(2019b)综述了国内外物种相对多度指数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 RAI)的应用情况, 阐述了

RAI相关计算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分析了RAI相关

指数在我国野生动物编目与评估中的应用情况。肖

文宏等(2019b)通过综述占域模型在动物种群及分

布研究中的应用, 对该模型的原理进行简要阐述, 

并提供了案例分析; 肖文宏等(2019a)进一步针对基

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如何通过空间标记重捕模型

来估计种群密度进行阐述。陈立军等(2019a)在野生

动物活动节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阐述了动物

日活动节律的核密度估计方法。这些文章中, 以广

东车八岭保护区和四川青城山森林公园的相关数

据为案例, 为占域模型、空间标记重捕模型和活动

节律等野生动物种群参数和行为指标提供了详细

分析和R代码, 便于国内同行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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