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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本规范由昆明市滇池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黄育红、李杨、潘珉、何锋、杜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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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方案》（国办发〔2016〕89号），做好滇池湖滨湿地的科学监测，研究和评估其生态功能发挥，为滇池

湿地建设、管理、评价等工作提供相关依据，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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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滨湿地  监测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对滇池湖滨湿地的水文、水质、土壤及沉积物、生态监测作出了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滇池湖滨湿地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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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493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HJ 506-200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GB/T 13195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50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 7480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GB/T 7493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LY/T 1239  森林土壤pH值的测定 

GB/T 17138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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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5.1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2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3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3部分:土壤中总铅的测定 

HJ 613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HJ 615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 

HJ 632 土壤 总磷的测定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717 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定 凯氏法 

DB53/T 653-2014 湿地生态监测 

DB53/T 391-2012 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 监测技术规程 第1部分：森林生态系统及野

生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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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167-2014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昆明市环滇池生态区保护规定》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136号，2016年4月27日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中国环境出版社 

3 术语定义 

3.1  

滇池湖滨湿地  

滇池湖滨的天然湿地，以及环湖公路临湖一侧建设与恢复的湿地。 

3.2  

湿地进水  

指经主要流入通道进入滇池湖滨湿地的水。 

3.3  

湿地出水  

指经主要外流通道流出滇池湖滨湿地的水。 

3.4  

湿地水  

指滇池湖滨湿地范围内除去明显的进水及出水之外的水。 

3.5  

回水区  

指由于受滇池水位变化或波浪的影响，导致滇池水体可以返回到湿地内的区域，该区域水体运动较

为强烈，可能扰动底泥或底质。 

3.6  

湿地消落带  

指滇池湖滨湿地由于滇池水位变化导致湖滨湿地的土地被水淹没或露于水面的区域。 

3.7  

沉水植物  

指根固着于泥土中，茎叶沉于水面以下的植物。有的花序伸出水面，有的在水下开花结果，含大型

藻类如轮藻。 

3.8  

浮叶植物 

指根固着于水底泥土中，叶片浮于水面的植物。 

3.9  

漂浮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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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植株漂浮于水面，根悬浮于水中的植物。有的仅有无根的叶状体，大都能随水流和风浪漂移。 

3.10  

挺水植物  

指扎根于水底泥土中，植物体上部或叶挺出水面的植物。其常分布于水深＜1.5m的浅水处，其中有

的种类生长于潮湿的岸边，当旱季水位下降时，全株露在空气中也可以存活。 

3.11  

湿生植物  

指生活在沼泽、草甸、水陆交界地带的植物，喜欢潮湿环境，不能忍受较长时间的水分不足，是抗

旱能力最低的陆生植物。滇池湖滨的湿生乔木也归入此类别进行监测。 

3.12  

水鸟  

指栖息或经常栖息于湿地的鸟类，包括游禽和涉禽。主要包括潜鸟目、鸊鷉目、鹳形目、雁形目、

鸻形目的全部鸟类，以及鹈形目、鹤形目、佛法僧目的部分鸟类，及其它目适应水生或湿地生活的鸟类。 

3.13  

外来入侵物种 

指原来在滇池流域内无自然分布，因为迁移扩散、人为活动等因素出现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外的物

种，在滇池流域内大量繁殖并侵占本地物种生态位的物种，主要包括植物、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兽

类、鱼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等。 

4 水文和水质监测 

4.1 水文 

4.1.1 样点 

监测样点位应包含湖滨湿地进水、湿地出水及湿地水各1个，根据湿地的具体情况或需求可增加相

应的监测样点。 

4.1.2 项目 

监测项目应包括：流出状况、积水状况、水位、水深、蓄水量、停留时间、流速、流量等。 

4.1.3 方法 

水文监测项目采用的方法见表1。 

表1 水文监测的项目及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单位 备注 

流出状况 现地调查 — 
永久性、季节性、间歇性、 

偶尔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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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状况 现地调查 — 
永久性积水、季节性积水、间歇性积

水和季节性水涝 

水位 现地测量 m 湖滨湿地进、出水高程 

水深 现地测量 m 最大水深和平均水深 

蓄水量 现地测量 m3 按照万立方米计算 

停留时间 计算 d（天）、h（小时）  

流速 流速仪测定 m/s 主流及重要支流 

流量 计算法 m3/s 主流及重要支流 

4.1.4 频次 

每年旱季（3月）、雨季（8月）应各监测1次。出现特殊情况（暴雨、干旱等）或其它需求可增加

监测频次。 

4.2 水质 

4.2.1 样点 

    监测样点应在湿地进水、湿地出水、湿地水各设置 1 个，可根据具体的湿地实际情况（包含多个进

水口，出水口或湿地面积较大等）或需求增加相应的监测样点。 

4.2.1.1 采样 

采样点处水深≥0.5 m时，用直立式或有机玻璃采水器采集0.5 m处水样；采样点处水深＜0.5 m时，

在水面至水底中间层采集水样，采集的水样类型可执行HJ 494-2009中的第3章的规定，并应遵循下列要

求：  

a) 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也不应采集水面漂浮的植物（如浮萍、植物残体）或其他杂质； 

b) 如湿地中有回水区，并发生了水体顶托，采样点需距离回水区 10 m 以上。 

4.2.1.2 水样保存及管理 

水样保存及管理执行HJ 493的规定。 

4.2.2 项目 

4.2.2.1 水样前处理 

a) 水样应静置 30 分钟后，取上清液进行分析； 

b) 水样应采用 63 微米的过滤筛（网）进行过滤，消除藻类及其它杂质对水质分析的影响； 

c) 水样的叶绿素 a 含量（chl.a）指标监测不进行过滤；  

d) 水样的其它前处理按 4.2.3 中的要求执行。 

4.2.2.2 水质监测项目 

一般应包括： pH值、溶解氧（DO）、温度（T）、透明度（SD）、总磷（TP）、化学需氧量（CODcr）、

总氮（TN）、氨氮（NH3+）、悬浮物（SS）。 

根据监测需要可增加以下项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正磷酸盐（PO4
3+）

和叶绿素a含量（chl.a）。 

4.2.3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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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项目采用的方法见表2。 

表2 水质监测的项目及方法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pH 值 玻璃电极法 GB 6920 

2 溶解氧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  

3 温度 温度计法 GB/T 13195 

4 透明度 塞氏盘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5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6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HJ 828 

7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 

8 悬浮物 重量法 GB/T 11901 

9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10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11 硝酸盐氮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GB/T 7480 

12 亚硝酸盐氮 分光光度法 GB/T 7493 

13 正磷酸盐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14 叶绿素 a 含量 分光光度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4.2.4 频次 

每年旱季（3月）、雨季（8月）应各监测1次。雨季地表径流量增加或其它情况（暴雨、干旱等）

可根据需求增加监测次数。 

5 土壤及沉积物监测 

5.1 土壤监测 

5.1.1 样点 

在湿地的陆域范围内分不同的区域布设样点，分别采样。样点布点方法及样品采集数量执行HJ/T 

166-2004中第5章的规定。仅采表层样，采样深度0cm～20cm，特殊要求的监测可选择部分采样点采集

剖面样品。 

5.1.2 土样制备与保存 

土样制备与保存执行HJ/T 166-2004中第8章及第9章的规定。 

5.1.3 项目 

土壤监测项目一般应包括：总磷、全氮、有机碳、土壤pH值、含水率、总汞、总砷、总铅及镉。 

另可根据需要选做铜、锌、镍等项检测。 

5.1.4 方法 

土壤监测项目采用的方法见表3。 

表3 土壤监测的项目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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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总磷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632 

2 全氮 凯氏氮 HJ 717 

3 有机碳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 HJ 615 

4 土壤 pH 值 森林土壤 pH 测定 LY/T 1239 

5 含水率 重量法 HJ 613 

6 总汞 原子荧光法 GB/T 22105.1 

7 总砷 原子荧光法 GB/T 22105.2 

8 总铅 原子荧光法 GB/T 22105.3 

9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10 铜、锌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11 镍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5.1.5 频次 

土壤监测3年进行1次。有特殊情况（严重污染等）可增加监测频次；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可适当增

加湿地消落带的监测频次。 

5.2 沉积物监测 

5.2.1 样点 

在湿地的水域范围内布设样点，分别采样。样点应与水质监测中的湿地水样点重合。根据上游来水

及湿地自身的情况，可按需增加监测样点。 

采样仅采沉积物的表层样，采样深度0cm～20cm。如有特殊需求，可对整个沉积断面进行监测。 

5.2.2 样品制备与保存 

沉积物的制备与保存执行HJ/T 166-2004中第8章及第9章的规定。 

5.2.3 项目 

土壤监测项目一般应包括：总磷、全氮、有机碳、土壤pH值、含水率。 

另可根据需要选做总汞、总砷、总铅、镉、铜、锌、镍等项检测。 

5.2.4 方法 

土壤监测项目采用的方法见表4。 

表4 沉积物监测的项目及方法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总磷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632 

2 全氮 凯氏氮 HJ 717 

3 有机碳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 HJ 615 

4 土壤 pH 值 森林土壤 pH 测定 LY/T 1239 

5 含水率 重量法 HJ 613 

6 总汞 原子荧光法 GB/T 22105.1 

7 总砷 原子荧光法 GB/T 22105.2 

8 总铅 原子荧光法 GB/T 22105.3 

9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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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铜、锌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11 镍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5.2.5 频次 

沉积物监测3年进行1次。有特殊情况（严重污染等）可增加监测频次；依据上游来水及湿地自身的

情况，可增加监测频次。 

6 生态监测 

6.1 植被 

6.1.1 植被类型 

6.1.1.1 项目 

将湿地植被类型划分至群系，监测植被类型数量及各植被类型分布及面积。 

6.1.1.2 方法 

利用遥感影像数据、无人机影像数据或不低于1:2000比例地形图判读区划，并结合实地核实，勾绘

标注出不同湿地植被类型和范围，并测算各植被类型面积。成图植被类型数量、分布及面积记录于附录

A中的表A.1。 

6.1.1.3 频次 

1年1次。 

6.1.2 植被群落特征 

6.1.2.1 项目 

按沉水、浮叶、漂浮、挺水、湿生五种植物群落监测。监测生境特征、群落结构和群落干扰状况。 

6.1.2.2 方法 

设置固定样方进行监测，样方设置执行DB53/T 653.3-2014中3.3的规定。生境特征和群落干扰状况

的监测，执行DB53/T 653.3-2014中3.2的规定，群落结构监测数据记录于附录B中的表B.1。 

6.1.2.3 频次 

按照 1 年 1 次（选择在生物量最高时段监测），根据湿地管理及科研需求可旱季、雨季各 1 次或 1

个季度 1 次进行监测。 

6.1.2.4 业内计算 

执行DB53/T 653.3-2014中3.5的规定。 

6.2 植物 

执行DB53/T 653.4的规定。 

6.3 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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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项目 

监测项目包括湿地范围内鸟类种类，水鸟、保护物种、极小种群物种种群数量。 

6.3.2 方法 

执行DB53/T 653.5-2014中3.2，3.3，3.4，3.5的规定。 

6.4 鱼类 

6.4.1 区域 

监测的区域位于《昆明市环滇池生态区保护规定》中规定的禁渔区，包括：芦柴湾、西华湾、晖湾、

乌龙湾、太史湾、北山湾和鸽子湾等区域，其余区域可按需要开展监测。 

6.4.2 项目 

监测项目包括鱼的种类及种群数量。可按需开展《昆明市环滇池生态区保护规定》中的禁渔区产卵

场调查。 

6.4.3 种类、种群数量样品采集及监测方法 

6.4.3.1 样品采集 

鱼类种类及种群数量样品采集执行HJ 494-2009中5.2.4规定。如采集的鱼类数量较大，可采取随机

抽样法采集样本，样本数量不应低于30条。 

6.4.3.2 监测方法 

记录采集样品的种类、不同种类的数量，以及每条鱼特征如：质量、长度、鱼龄，是否患病或畸形，

拍摄照片后释放，需要时可采集少量标本。  

对鱼类种类的监测还可结合周边渔民走访调查了解。 

6.4.4 产卵场调查 

禁渔区产卵场调查执行SL 167-2014中17.5的规定。 

6.4.5 频度 

鱼类禁渔区种类及种群数量每3年监测1次，监测年按春季、夏季和冬季各1次；其余区域或其他时

间可按需安排监测。禁渔区产卵场调查可按需开展相关监测。 

6.5 两栖类 

6.5.1 项目 

监测项目包括滇池湖滨湿地范围内两栖类的种类、数量、保护物种及特有两栖类。 

6.5.2 方法 

执行DB53/T 391-2012中8.4执行。 

6.6 外来入侵物种 

6.6.1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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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包括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及危害程度。 

6.6.2 方法 

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植物的监测与6.2同步开展，监测结果记录于附录D中表D.1。入侵动物的监测

与鸟类、两栖类、鱼类及其它的监测同步开展，监测结果记录于附录D中表D.2. 

7 监测报告 

7.1 报告形式 

依据本监测规程，按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类型的监测报告。 

7.1.1 全项监测报告 

包含本监测规程中的全部监测项目。 

7.1.2 综合监测报告 

包括本监测规程中的多个监测项目，可按需求自由选取组合监测项目。 

7.1.3 单项监测报告 

仅包括本监测规程中的单个监测项目。 

7.2 监测报告要求 

a) 监测报告应注明 7.1 中的报告类型； 

b) 监测报告应注明监测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报告侧面需加盖公章或监测单位认可的骑缝章； 

c) 监测报告应注明监测的时间，参与人员； 

d) 报告中项目负责人、项目参与人员应有本人签名，报告中应注明项目参与人员的具体分工；项

目负责人对总报告内容负责，项目参与人员对具体负责的内容负责； 

e) 监测报告应以附件形式提供监测调查时的原始记录表，供相关单位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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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湿地植被类型监测记录表 

A.1 湿地植被类型监测记录表 

湿地植被类型监测记录表参见表A.1. 

 

表A.1 湿地植被类型监测记录表 

编号： 

县（市、区）：                      湿地名称：                 管理部门：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人员：                 

 

中心点坐标 3 
编号 1 群系 生活型 2 面积/hm2 中心点海拔/m 

E N 
备注 

        

        

        

        

        

        

注：1 编号：各块湿地从北向南、从西向东顺序编号。 

2 生活型：1-沉水，2-浮叶，3-漂浮，4-挺水，5-湿生。 

3 中心点坐标：采用°（度）、′（分）、″（秒）表示，″（秒）保留 1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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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湿地植物群落野外样方监测记录表 

B.1 湿地植物群落野外样方监测记录表 

湿地植物群落野外样方监测物种记录表参见表B.1。 

表B.1 湿地植物群落野外样方监测记录表 

编号：                                                              第    页，共     页 

县（市、区）：             乡（镇）：                   湿地名称：                         

样方标号：               样方面积：             m2  

湿地管理部门：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人员：                   

 

编 号   植物名称 样方株数 平均高/cm   盖度/% 生活型 1 生活力 2    备 注 

        

        

        

        

        

        

注：1 生活型：1-沉水，2-浮叶，3-漂浮，4-挺水，5-湿生。 

2 生活力：1-强，2-较强，3-一般，4-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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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湿地两栖类监测记录表 

C.1 湿地两栖类监测记录表 

湿地两栖类监测记录表参见表C.1. 

 

表C.1 湿地两栖类监测记录表 

编号： 

县（市、区）：                      湿地名称：                 管理部门：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人员：                                       

 

编号 1 中文名 拉丁名 数量 分布 形态 2 生境 3    备注 

        

        

        

        

        

        

注：1 编号：按湿地内样方或样带从北向南、从西向东顺序编号。 

2形态：1—卵块，2—蝌蚪，3—幼体，4—成体，5—尸体。 

  3 生境：1—草地，2—沼泽，3—洼地，4—裸地，5—林地，6—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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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湿地入侵物种监测记录表 

D.1 湿地入侵植物监测记录表 

湿地入侵植物监测记录表参见表D.1. 

 

表D.1 湿地入侵植物监测记录表 

编号： 

县（市、区）：                      湿地名称：                 管理部门：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人员：                 

 

编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原产地   数量 入侵面积 入侵方式 1 危险程度 2 

        

        

        

注：1 入侵方式：水流带入、鸟兽带入、有意引进、人类活动、自然传播、其他。 

  2 危害程度：1—严重，2—中度，3—轻度。 

D.2 湿地入侵动物监测记录表 

湿地入侵动物监测记录表参见表D.2. 

 

表D.2 湿地入侵动物监测记录表 

编号： 

县（市、区）：                      湿地名称：                 管理部门：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人员：                                      

 

编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原产地   数量 入侵面积 入侵方式 1 危险程度 2 

        

        

        

注：1 入侵方式：水流带入、有意引进、人类活动、自然传播、其他。 

  2 危害程度：1—严重，2—中度，3—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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