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ＨＪ／Ｔ１３０ ２００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　　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ｐｌ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ｉａｌ）

２００３ ０８ １１发布 ２００３ ０９ ０１实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发 布



ＨＪ／Ｔ １３０—２００３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行　业　标　准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

ＨＪ／Ｔ１３０—２００３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０００３６　北京海淀区普惠南里１４号）
印刷厂印刷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２００３年３月第　１　版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１６

２００３年３月第１次印刷 印张　２

印数　１—３０００　　 字数　６０千字

统一书号：１３８０１６３·１１９
定价：２４００元



书书书

ⅰ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 《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和 《开发区

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２项国家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３］１３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范、指导规

划和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批准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和 《开发区区域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２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标准编号和名称如下：
ＨＪ／Ｔ１３０—２００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

ＨＪ／Ｔ１３１—２００３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实施。
标准信息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 （ｗｗｗ．ｅｓ．

ｏｒｇ．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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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指导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促进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制订本导则。

本导则提出了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原则、技术程序、方法、内容和要求。

本导则的内容是引导和启发性的，将随着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深入而不断发展。

本导则由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同济大学、南开大学负责起草。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监督司提出，科技标准司归口。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１日批准。
本导则为首次发布，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实施。
本导则及其附件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ＨＪ／Ｔ１３０ ２００３

ⅲ

目　　　录

前言 ⅳ!!!!!!!!!!!!!!!!!!!!!!!!!!!!!!!!!!!!!!!!

１　总则 １
!!!!!!!!!!!!!!!!!!!!!!!!!!!!!!!!!!!!!!!

１１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１
!!!!!!!!!!!!!!!!!!!!!!!!!!!!!!!

１２　术语 １
!!!!!!!!!!!!!!!!!!!!!!!!!!!!!!!!!!!!!!

１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与原则 １
!!!!!!!!!!!!!!!!!!!!!!!!!!

１４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２
!!!!!!!!!!!!!!!!!!!!!!!!!!!

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２
!!!!!!!!!!!!!!!!!!!!!!!!!!!

２１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内容 ２
!!!!!!!!!!!!!!!!!!!!!!!!!!!

２２　规划分析 ３
!!!!!!!!!!!!!!!!!!!!!!!!!!!!!!!!!!!!

２３　现状调查、分析与评价 ３
!!!!!!!!!!!!!!!!!!!!!!!!!!!!!!

２４　环境影响识别与确定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 ４
!!!!!!!!!!!!!!!!!!!!!!

２５　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 ５
!!!!!!!!!!!!!!!!!!!!!!!!!!!!

２６　供决策的环境可行规划方案与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５
!!!!!!!!!!!!!!!!!!!

２７　关于拟议规划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 ６
!!!!!!!!!!!!!!!!!!!!!!!!!

２８　监测与跟踪评价 ６
!!!!!!!!!!!!!!!!!!!!!!!!!!!!!!!!!

２９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 ６
!!!!!!!!!!!!!!!!!!!!!!!!!!!

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要求 ７
!!!!!!!!!!!!!!!!!!!!!!!!!!

３１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写要求 ７
!!!!!!!!!!!!!!!!!!!!!!!!!!

３２　环境影响篇章及说明的编写要求 ８
!!!!!!!!!!!!!!!!!!!!!!!!!!

附录Ａ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 １０
!!!!!!!!!!!!!!!!!!!

附录Ｂ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简介 １９
!!!!!!!!!!!!!!!!!!!!!!!!!!



书书书

ＨＪ／Ｔ１３０ ２００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

１　总则

１１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１１１　主题内容

本导则规定了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原则、工作程序、方法、内容和要求。

１１２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下列规

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１１２１　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
１１２２　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
专项规划。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１和１１２２条款中所列规划的详细范围依照国务院 “关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规

划的具体范围的规定”执行。

１２　术语
１２１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在规划编制阶段，对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并提出预防或者减

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过程。

１２２　规划方案
符合规划目标的，供比较和选择的方案的集合，包括推荐方案、备选方案。

１２３　环境可行的推荐方案
符合规划目标和环境目标的、建议采纳的规划方案。

１２４　替代方案
通过多方案比较后确认的符合规划目标和环境目标的规划方案。

１２５　减缓措施
用来预防、降低、修复或补偿由规划实施可能导致的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１２６　跟踪评价
对规划实施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分析、评价，用以验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和

判定减缓措施的有效性，并提出改进措施的过程。

１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与原则
１３１　评价目的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规划编制和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所拟议的规划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

预防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协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１３２　评价原则
１３２１　科学、客观、公正原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科学、客观、公正，综合考虑规划实施后
对各种环境要素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１３２２　早期介入原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尽可能在规划编制的初期介入，并将对环境的考虑充
分融入到规划中。

１３２３　整体性原则：一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应当把与该规划相关的政策、规划、计划以及相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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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联系起来，做整体性考虑。

１３２４　公众参与原则：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利
益和主张。

１３２５　一致性原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深度应当与规划的层次、详尽程度相一致。
１３２６　可操作性原则：应当尽可能选择简单、实用、经过实践检验可行的评价方法，评价结论应
具有可操作性。

１４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见图１１。

图１１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２１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内容
２１１　规划分析，包括分析拟议的规划目标、指标、规划方案与相关的其他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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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关系。

２１２　环境现状与分析，包括调查、分析环境现状和历史演变，识别敏感的环境问题以及制约拟议
规划的主要因素。

２１３　环境影响识别与确定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包括识别规划目标、指标、方案 （包括替代方

案）的主要环境问题和环境影响，按照有关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标准拟定或确认环境目标，选

择量化和非量化的评价指标。

２１４　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包括预测和评价不同规划方案 （包括替代方案）对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质量和可持续性的影响。

２１５　针对各规划方案 （包括替代方案），拟定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确定环境可行的推荐规划方

案。

２１６　开展公众参与。
２１７　拟定监测、跟踪评价计划。
２１８　编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报告书、篇章或说明）。

２２　规划分析
２２１　规划的描述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在充分理解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应阐明并简要分析规划的编制背景、规划

的目标、规划对象、规划内容、实施方案，及其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划的关系。

２２２　规划目标的协调性分析
按拟定的规划目标，逐项比较分析规划与所在区域／行业其他规划 （包括环境保护规划）的协调

性。

２２３　规划方案的初步筛选
２２３１　识别该规划所包含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经济活动，分析可能受到这
些经济活动影响的环境要素；简要分析规划方案对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进行筛选以初步确定

环境可行的规划方案。

２２３２　应当依照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所有的规划方案进行筛选。
２２３３　初步筛选的方法主要有：专家咨询、类比分析、矩阵法、核查表法等。
２２４　确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和评价范围
２２４１　根据规划对环境要素的影响方式、程度，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确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
内容。每个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内容随规划的类型、特性、层次、地点及实施主体而异；根据

环境影响识别的结果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内容。

２２４２　确定评价范围时不仅要考虑地域因素，还要考虑法律、行政权限、减缓或补偿要求，公众
和相关团体意见等限制因素。

２２４３　确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地域范围通常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地域的现有地理属性
（流域、盆地、山脉等），自然资源特征 （如森林、草原、渔场等），或人为的边界 （如公路、铁路

或运河）；二是已有的管理边界，如行政区等。

２３　现状调查、分析与评价
２３１　现状调查

现状调查应针对规划对象的特点，按照全面性、针对性、可行性和效用性的原则，有重点的进

行。调查内容应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

２３２　现状分析与评价
２３２１　主要工作内容：

ａ）社会经济背景分析及相关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分析，确定当前主要环境问题及其产生原
因；

３



ＨＪ／Ｔ１３０ ２００３

ｂ）生态敏感区 （点）分析，如特殊生境及特有物种、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退化区、特有人

文和自然景观、以及其他自然生态敏感点等，确定评价范围内对被评价规划反应敏感的地域及环境

脆弱带；

ｃ）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分析，确定受到规划影响后明显加重，并且可能达到、接近或超过地域
环境承载力的环境因子。

２３２２　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分析对规划目标和规划方案实施的环境限制因素：
ａ）跨界环境因素分析；
ｂ）经济因素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分析；
ｃ）社会因素与生态压力；
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对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的影响；
ｅ）评价社会、经济、环境对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２３３　环境发展趋势分析
分析在没有本拟议规划的情况下，区域环境状况／行业涉及的环境问题的主要发展趋势 （即 “零

方案”影响分析）。

２３４　现状调查与分析方法
现状调查与分析的常用方法有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调查与监测等。

２４　　环境影响识别与确定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
２４１　识别环境可行的规划方案实施后可能导致的主要环境影响及其性质，编制规划的环境影响识别
表，并结合环境目标，选择评价指标。规划的环境影响识别与确定评价指标的基本程序 （见图２１）。

图２１　规划的环境影响识别与确定评价指标

２４２　拟定或确认环境目标
２４２１　针对规划可能涉及的环境主题、敏感环境要素以及主要制约因素，按照有关的环境保护政
策、法规和标准拟定或确认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环境目标，包括规划涉及的区域和／或行业的环境保
护目标，以及规划设定的环境目标 （见附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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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规划涉及的环境问题可按当地环境 （包括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人群健康、社会／经济、噪
声、交通）、自然资源 （包括水、空气、土壤、动植物、矿产、能源、固体废物）、全球环境 （包括

气候、生物多样性）三大类分别表述。

２４４　环境影响识别的内容与方法
２４４１　在对规划的目标、指标、总体方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识别规划目标、发展指标和规划方
案实施可能对自然环境 （介质）和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

２４４２　环境影响识别的内容包括对规划方案的影响因子识别、影响范围识别、时间跨度识别、影
响性质识别。

２４４３　环境影响识别一般有核查表法、矩阵法、网络法、ＧＩＳ支持下的叠加图法、系统流图法、
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具体见附录Ｂ。
２４５　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以环境影响识别为基础，结合规划及环境背景调查情况，规划所涉及部门或区域环境保护目标，

并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分析、专家咨询、公众参与初步确立评价指标，并在评价工作

中补充、调整、完善。供参考的各类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见附录Ａ。
２４６　评价标准的选取
２４６１　采用已有的国家、地方、行业或国际标准。
２４６２　如缺少相应的法定标准时，可参考国内外同类评价时通常采用的标准，采用时应经过专家
论证。

２５　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
２５１　规划的环境影响预测
２５１１　应对所有规划方案的主要环境影响进行预测。
２５１２　预测内容

ａ）环境影响预测，包括其直接的、间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规划的累积影响；
ｂ）规划方案影响下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预测。

２５１３　预测方法一般有类比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分析、环境数学模型、情景分析法
等。

２５２　规划的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２５２１　应对规划方案的主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分析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ａ）规划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
ｂ）规划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ｃ）规划的合理性分析，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趋势与生态承载力的相容性分析。

２５２２　评价方法一般有加权比较法、费用效益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对比
评价法、环境承载力分析等。具体见附录。

２５３　累积影响分析
２５３１　累积影响分析应当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进行。
２５３２　常用的方法有专家咨询法、核查表法、矩阵法、网络法、系统流图法、环境数学模型法、
承载力分析、叠图法／ＧＩＳ、情景分析法等。
２６　供决策的环境可行规划方案与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２６１　环境可行的规划方案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的结果，对符合规划目标和环境目标要求的规划方案进行排序，并概

述各方案的主要环境影响，以及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

２６２　环境可行的推荐方案
对环境可行的规划方案进行综合评述，提出供有关部门决策的环境可行推荐规划方案，以及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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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案。

２６３　环境保护对策与减缓措施
在拟定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时，应遵循 “预防为主”的原则和下列优先顺序：

２６３１　预防措施，用以消除拟议规划的环境缺陷。
２６３２　最小化措施。限制和约束行为的规模、强度或范围使环境影响最小化。
２６３３　减量化措施。通过行政措施、经济手段、技术方法等降低不良环境影响。
２６３４　修复补救措施。对已经受到影响的环境进行修复或补救。
２６３５　重建措施。对于无法恢复的环境，通过重建的方式替代原有的环境。
２７　关于拟议规划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
２７１　通过上述各项工作，应对拟议规划方案得出下列评价结论中的一种：

ａ）建议采纳环境可行的推荐方案；
ｂ）修改规划目标或规划方案；
ｃ）放弃规划。

２７２　通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如果认为已有的规划方案在环境上均不可行，则应当考虑修改规划
目标或规划方案，并重新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２７３　修改规划方案应遵循如下原则：
２７３１　目标约束性原则

新的规划方案不应偏离规划基本目标，或者偏重于规划目标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２７３２　充分性原则
应从不同角度设计新的规划方案，为决策提供更为广泛的选择空间。

２７３３　现实性原则
新的规划方案应在技术、资源等方面可行。

２７３４　广泛参与的原则
应在广泛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规划方案。

２７４　放弃规划
通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如果认为所提出的规划方案在环境上均不可行，则应当放弃规划。

２８　监测与跟踪评价
对于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规划，在编制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拟定环境监测和跟踪

评价计划和实施方案。

２８１　环境监测与跟踪评价计划的基本内容
２８１１　列出需要进行监测的环境因子或指标。
２８１２　环境监测方案与监测方案的实施。
２８１３　对下一层次规划或推荐的规划方案所含具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２８２　监测

利用现有的环境标准和监测系统，监测规划实施后的环境影响，以及通过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

等，监督规划实施后的环境影响。

２８３　跟踪评价
２８３１　评价规划实施后的实际环境影响。
２８３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建议的减缓措施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实施。
２８３３　确定为进一步提高规划的环境效益所需的改进措施。
２８３４　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经验和教训。
２９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
２９１　公众参与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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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环境背景调查。通过公众参与掌握重要的、为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ｂ）环境资源价值估算；
ｃ）减缓措施；
ｄ）跟踪评价及监督。

２９２　参与评价工作的公众包括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 （除专家以外的公民）。参与者的确定要综

合考虑以下因素：

ａ）影响范围广且多为直接影响的规划，应采用广泛的公众参与；技术复杂的规划要求有高层次
管理者、专家的参与；

ｂ）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和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条件，通过一定途径和方式，遵循一定的程序开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

２９３　公众参与的时机与方式：
公众参与应覆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全过程。

２９４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方式主要有：
ａ）论证会、听证会；
ｂ）问卷调查；
ｃ）大众传媒；
ｄ）发布公告或设置意见箱。

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要求

３１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写要求
３１１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文字简洁、图文并茂，数据详实、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论清晰准
确。

３１２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至少包括９个方面的内容：总则、拟议规划的概述、环境现状描述、环
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推荐方案与减缓措施、专家咨询与公众参与、监测与跟踪评价、困难和不确定

性、执行总结。

３１３　 “总则”的内容包括：

３１３１　规划的一般背景。
３１３２　与规划有关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目标和标准。
３１３３　环境影响识别 （表）。

３１３４　评价范围与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
３１３５　与规划层次相适宜的影响预测和评价所采用的方法。
３１４　规划的概述与分析包括：
３１４１　规划的社会经济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 （和／或可持续发展目标）。
３１４２　规划与上、下层次规划 （或建设项目）的关系和一致性分析。

３１４３　规划目标与其他规划目标、环保规划目标的关系和协调性分析。
３１４４　符合规划目标和环境目标要求的可行的各规划 （替代）方案概要。

３１５　环境现状分析包括：
３１５１　环境调查工作概述。
３１５２　概述规划涉及的区域／行业领域存在主要环境问题，及其历史演变，并预计在没有本规划
情况下的环境发展趋势。

３１５３　环境敏感区域和／或现有的敏感环境问题，以表格一一对应的形式列出可能对规划发展目
标形成制约的关键因素或条件。

３１５４　可能受规划实施影响的区域和／或行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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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突出对主要环境影响的分析与评价：
３１６１　按环境主题 （如生物多样性、人口、健康、动植物、土壤、水、空气、气候因子、矿产

资源、文化遗产、自然景观）描述所识别、预测的主要环境影响。

３１６２　对应于不同规划方案或设置的不同情景，分别描述所识别、预测的主要的直接影响、间接
影响、累积影响。

３１６３　在描述环境影响时，说明不同地域尺度 （当地、区域、全球）和不同时间尺度 （短期、

长期）的影响。

３１６４　对不同规划方案可能导致的环境影响进行比较，包括环境目标、环境质量和／或可持续性
的比较。

３１７　规划方案与减缓措施包括：
３１７１　描述符合规划目标和环境目标的规划方案，并概述各方案的主要环境影响，以及主要环境
影响的防护对策、措施和对规划的限制，减缓措施实施的阶段性目标和指标。

３１７２　各环境可行的规划方案的综合评述。
３１７３　供有关部门决策的推荐的环境可行规划方案，以及替代方案。
３１７４　规划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３１８　监测与跟踪评价
３１８１　对下一层次规划和／或项目环境评价的要求。
３１８２　监测和跟踪计划。
３１９　公众参与
３１９１　公众参与概况。
３１９２　概述与环境评价有关的专家咨询和收集的公众意见与建议。
３１９３　专家咨询和公众意见与建议的落实情况。
３１１０　困难和不确定性：概述在编辑和分析用于环境评价的信息时所遇到的困难和由此导致的不
确定性，以及它们可能对规划过程的影响。

３１１１　执行总结：采用非技术性文字简要说明规划背景、规划的主要目标、评价过程、环境资源
现状、预计的环境影响、推荐的规划方案与减缓措施、公众参与的主要发现和处理结果、总体评价

结论。

３２　环境影响篇章及说明的编写要求
３２１　规划环境影响篇章应文字简洁、图文并茂，数据详实、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论清晰准
确。

３２２　规划环境影响篇章至少包括４个方面的内容：前言、环境现状描述、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３２３　 “前言”应包括的内容：

３２３１　与规划有关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目标和标准。
３２３２　评价范围与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
３２３３　与规划层次相适宜的影响预测和评价所采用的方法。
３２４　环境现状分析包括：
３２４１　概述规划涉及的区域／行业领域存在主要环境问题，及其历史演变。
３２４２　列出可能对规划发展目标形成制约的关键因素或条件。
３２５　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３２５１　简要说明规划与上、下层次规划 （或建设项目）的关系，以及与其他规划目标、环保规

划目标的协调性。

３２５２　对应于不同规划方案或设置的不同情景，分别描述所识别、预测的主要的直接影响、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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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累积影响。

３２５３　对不同规划方案可能导致的环境影响进行比较，包括环境目标、环境质量和／或可持续性
的比较。

３２６　环境影响的减缓措施包括：
３２６１　描述各方案 （包括推荐方案、替代方案）的主要环境影响，以及主要环境影响的防护对

策、措施和对规划的限制。

３２６２　关于规划方案的综合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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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环境目标包括规划涉及的区域和／或行业的环境保护目标，以及规划设定
的环境目标。评价指标是环境目标的具体化描述。评价指标可以是定性的或定量化的，是可以进行

监测、检查的。规划的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需要根据规划类型、规划层次，以及涉及的区域和／或行
业的发展状况和环境状况来确定。表Ａ１列出可供参照的区域规划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表述形式。

表Ａ１　区域规划的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表述示范

环境主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扩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扩大特别的栖息地和种群

　达到国际／国家保护目标

水 　 ●将水污染控制在不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水平

　 ●减少水污染物排放，水环境功能区达标

　 ●地下水的使用处于采、补平衡水平

　 ●河流、湖泊、近海水质达标率

　 ●湖泊富营养化水平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水量

　 ●供水水源保证率

　 ●污水集中处理规模和效率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量控制

固体废物和

土壤

　 ●减少污染，并且保护土壤质量和数量

　 ●废物最小化 （回用、堆肥、能源利用）

　 ●耕地面积

　 ●绿地面积

　 ●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和流失量

　 ●化肥与农药使用与管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有害废物处理 （危险废物与一般工业固废）

空　气 　 ●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大气环境功能区达标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控制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比例

　 ●机动车尾气排放达标情况

声环境 　 ●减轻噪声和振动 　 ●交通噪声达标率

　 ●一、二类噪声功能区的比例

　 （区域噪声质量状况）

能源和矿产 　 ●有效地使用能源

　 ●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

　 ●减少矿产资源的消耗

　 ●提高材料的重复利用

　 ●集中供热的比例

　 ●电力供应

　 ●燃气利用

　 ●燃煤

气候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减少气候变化灾害

　 ●能源消耗

　 ●防洪

文化遗产和

自然景观

　 ●保护历史建筑、古迹、及其他重要的文化特

性

　 ●重视和保护地理、地貌类景观 （如山岳景观、

峡谷景观、海滨景观、岩溶地貌、风蚀地貌等）

　 ●列入濒危名单的建筑和古迹的比例及其历

史意义、文化内涵、游乐价值 （趣味性、知名

度等）

　 ●美学价值 （景观美感度、奇特性、完整性

等）

　 ●科学价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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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　区域规划

Ａ１１　区域开发相关规划
ａ）工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性质、目标；
ｂ）农业经济开发区。

Ａ１２　区域规划的相应环境主体
ａ）生物多样性；
ｂ）水；
ｃ）固体废物和土壤；
ｄ）空气；
ｅ）声环境；
ｆ）能源和矿产；
ｇ）气候；
ｈ）文化遗产和景观；
ｉ）其他。

Ａ２　土地利用相关规划

Ａ２１　土地利用规划中与环境关系密切的内容
ａ）土地利用目标；
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分区，包括农业用地范围土地利用结构与方向，建设用地范围的规划与

布局，生态景观保护区和水域等其他用地区。

Ａ２２　土地利用规划涉及的环境主题
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环境影响表现在改变土地利用类型 （如土地占用、交通组织与布局）而导

致的对自然生态环境 （如林地、园地、草地等生态建设用地，生态景观保护区，水域）和环境质量

等方面。可能涉及的环境主题包括：

ａ）土地资源的规划与管理；
ｂ）土地覆盖和景观；
ｃ）土壤；
ｄ）空气；
ｅ）水环境。

Ａ２３　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
供参考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见表Ａ２。

表Ａ２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表述示范

主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土地资源的

规划与管理

　 ●确保对土地资源的有效规划与管

理

　 ●平衡对有限可利用土地的竞争性

需求

　 ●维护重要的城镇中心

　 ●社会经济发展占用的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
　 ●生态建设用地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

　 ●人均生态建设用地面积 （ｍ２／人）
　 ●土地利用结构 （％）

土地覆盖

和景观

　 ●保护具有环境价值的自然景观及

动植物栖息地

　 ●自然保护区及其他具有特殊科学与环境价值的受保护

区面积占区域面积的比例 （％）
　 ●特色风景线长度 （ｋｍ）
　 ●水域面积占区域面积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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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土壤 　 ●保护土壤，维持高质量食品和其

他产品的有效供应

　 ●由于侵蚀造成的农业用地中土壤的年损失量 （ｔ／ａ）
　 ●土壤表土中的重金属及其他有毒物质的含量 （ｍｇ／ｋｇ）

　 ●单位农田面积农药的使用量 （ｋｇ／ｈｍ２）

　 ●单位农田面积化肥的使用量 （ｋｇ／ｈｍ２）

空　气 　 ●控制空气污染

　 ●限制可能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温

室气体的排放

　 ●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废气年排放量 ［ｍ３／（ｋｍ２·
ａ）］
　 ●烟尘控制区覆盖率 （％）
　 ●单位土地面积大气污染物 ＳＯ２、ＮＯ２、ＶＯＣｓ年排放量

［（ｔ／（ｋｍ２·ａ）］
　 ● 单位土地面积的 ＣＯ２及臭氧层损耗物质年排放量

［ｔ／（ｋｍ２·ａ）］

水环境 　 ●维护与改善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

及水生环境，确保可获得充足的符合

环境标准的水资源

　 ●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废水年排放量 ［ｔ／（ｋｍ２·ａ）］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单位土地面积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石油类，挥发酚，ＮＨ３

Ｎ（氨氮）年排放量 ［ｔ或ｋｇ／（ｋｍ２·ａ）］

其他

Ａ３　工业规划

Ａ３１　与环境关系密切的工业部门或行业类型包括：
ａ）资源型工业 （比如煤炭、林木采运与加工业等），水、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消耗 （或占

用）量大的行业，以及需要特种自然资源的行业 （如中药业）；

ｂ）生产中需要投入或产生特殊物质的行业 （如核工业）；

ｃ）产业关联度高的行业 （如，汽车工业的关联产业有道路建设与交通、土地利用与城市规划、

冶金、机械制造、能源、石油化工、建材等）；

ｄ）生产或使用过程中消耗大量能源、水等资源，生产与使用过程中排放污染物的行业 （汽车、

家电制造业），等等。

Ａ３２　工业规划可能涉及的环境主题
ａ）工业发展水平及经济效益；
ｂ）空气环境；
ｃ）水环境；
ｄ）噪声；
ｅ）固体废物；
ｆ）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
ｇ）资源与能源。

Ａ２３　工业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
供参考的环境保护目标与评价指标见表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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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　工业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表述示范

主　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工业发展水平

及经济效益

　 ●促进工业健康、高效与可持

续的发展，改善环境质量

　 ●工业总产值 （万元／ａ）

　 ●工业经济密度 （工业总产值／区域总面积，万元／ｋｍ２）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

大气环境 　 ● 控制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及

空气污染

　 ●万元工业净产值废气年排放量 （ｍ３／万元）

　 ●万元工业净产值主要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 （ｔ３／万元）
　 ●评价区域主要空气污染物 （ＳＯ２，ＰＭ１０，ＮＯ２，Ｏ３）平均

浓度 （ｍｇ／ｍ３）
　 ●烟尘控制区覆盖率 （％）

　 ●空气质量超标区面积 （ｋｍ２）及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
　 ●暴露于超标环境中的人口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 （％）
　 ●主要工业区及重大工业项目与主要住宅区的临近度

水环境 　 ● 控制工业水污染物排放及水

环境污染，尤其是保护水源地的

水质

　 ●万元工业净产值工业废水年排放量 （ｍ３／万元）
　 ●万元工业净产值主要水环境污染物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石

油类，ＮＨ３Ｎ，挥发酚等）排放量 （ｔ／ａ）

　 ●工业废水处理率与达标排放率 （％）
　 ● 区域／行业主要水环境污染物年平均浓度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石油类，ＮＨ３Ｎ，挥发酚）（ｍｇ／Ｌ）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其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主要污水排放口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生态敏感区的临

近度

噪声 　 ●控制工业区环境噪声水平 　 ●工业区区域噪声平均值 （ｄＢ（Ａ））（昼／夜）

固体废物 　 ● 固体废物的生成量达到最小

化，减量化及资源化

　 ●万元工业净产值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ｔ／万元）
　 ●危险固体废物年产生量 （ｔ／ａ）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自然资源与

生态保护

　 ● 减少可能造成的对生态敏感

区危害

　 ●生物多样性指数

　 ●主要工业区及重大工业项目与生态敏感区的临近度

　 ●主要工业区及重大工业项目所占用的土地面积 （ｋｍ２），

其中占用生态敏感区的面积 （ｋｍ２）
　 ●主要工业区及重大工业项目可能造成的生态区域破碎情

况

资源与能源 　 ● 资源与能源消耗总量的减量

化，以及鼓励更多地使用可再生

的资源与能源及废物的资源化利

用

　 ●矿产资源采掘量 （万ｔ／ａ）；
　 ●淡水资源消耗量 （万ｔ／ａ）；
　 ●化石能源 （煤、油、天然气等）采掘量 （万ｔ／ａ）；
　 ●上述资源、能源综合利用率 （％）
　 ●能源结构 （％）；
　 ●新型能源、可再生能源比例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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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　农业规划

Ａ４１　农业规划中与生态环境关系密切的内容
ａ）农业发展模式与方向；
ｂ）农业结构，包括农业区划调整，种植业、养殖业的范围、规模及空间布局，以及在完整的生

态农业结构与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作用；

ｃ）农业规划的近期重点工程；
ｄ）与农业规划相关的其他规划，包括村镇建设规划、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等。

Ａ４２　农业规划可能涉及的环境主题
ａ）农业经济发展及效益；
ｂ）农业非点源污染与水环境；
ｃ）土壤；
ｄ）农业固体废物；
ｅ）资源。

Ａ４３　农业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
供参考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见表Ａ４。

表Ａ４　农业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表述示范

主　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农业经济发

展及效益

　 ●促进地区农业经济健康、高

效、持续发展，尤其是提高农业

经济效益和农业生产力

　 ●农业经济总产值 （亿元／ａ）

　 ●单位面积农业生产用地产值 （万元／ｈｍ２）

　 ●单位面积农业生产用地农用动力 （ｋＷ／ｈｍ２）
农业非点源污

染与水环境

　 ● 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域

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单位农田面积农药使用量 （ｋｇ／ｈｍ２）

　 ●单位农田面积化肥使用量 （折纯）（ｋｇ／ｈｍ２）
　 ●有机肥使用率 （即有机肥占农业肥料施用量比例）（％）
　 ●禽畜排泄物的年生成量 （ｔ／ａ）
　 ●禽畜排泄物的综合利用率 （％）
　 ●水质综合指数

　 ●农村地区主要水环境污染物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总氮、总

磷）及溶解氧的年平均浓度 （ｍｇ／Ｌ）

土　壤 　 ● 将土壤作为一种用于食品和

其他产品生产的有效资源，保护

和改善土壤的质地和肥力，避免

土壤退化

　 ●土壤表层中的重金属含量 （ｍｇ／ｋｇ）
　 ●农田土壤年侵蚀量 （ｔ／ａ）

农业固体废物 　 ●减少农业固体废物的生成量 　 ●单位农田面积农业固体废弃物的生成量 （秸秆、农用膜

等）（ｋｇ／ｈｍ２）
　 ●农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率 （％）

资　源 　 ● 引导农业结构优化及农业集

约化经营

　 ●土地及耕地资源保有量 （万ｈｍ２）；
　 ●野生生物资源保有量及其生境面积；

　 ●农田、林木、草地、湿地及自然水面等土地结构性指标

（％）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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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５　能源规划

Ａ５１　能源规划与环境
能源规划涉及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使用与转换效率、能源安全等，相应的管理措施有能源管

理体制、价格体系、投资渠道、执法等。这将改变能源系统的内部依存结构，进而影响能源消费与

供应系统以及开采、运输、加工、利用等能源过程具体环节，从而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能源工业

产生的污染物：

ａ）大气污染物：ＴＳＰ、ＳＯ２、ＮＯ２、酸沉降、石油烃、ＣＯ等常规污染物，以及ＣＯ２、ＣＨ４等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的非常规污染物；

ｂ）水污染物：能源的资源开采、转化等产生大量矿井水，火电厂废水、能源精炼废水，主要污
染物包括悬浮物 （ＳＳ）、石油类、ｐＨ等；

ｃ）固体废物类：固体废物类主要有煤矸石、粉煤灰、炉渣，炼油废渣等；
ｄ）其他污染类型：热污染、噪声污染等。

Ａ５２　能源规划可能涉及的环境主题
ａ）能源效益；
ｂ）能源结构；
ｃ）大气环境；
ｄ）生态保护；
ｅ）资源。

Ａ５３　能源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
供参考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见表Ａ５。

表Ａ５　能源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表述示范

主　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能源效益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

促进消费者以较少的能

源投入来满足其需求

　 ●单位能源 （标煤）消耗的ＧＤＰ产出 （万元／ｔ）
　 ●能源消耗弹性系数

　 ●集中供热面积及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
　 ●热电厂的能源利用率 （％）
　 ●平均能源利用率 （％）

能源结构 　 ● 改善能源结构，积

极采用低污染高效率的

能源，实现清洁能源代

替

　 ●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
　 ●天然气、石油、水煤浆等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

（％）
　 ●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 （％）。包括：水力发电量占总耗
电量的比例 （％）；生物能源占农村能源消费量的比例 （％）；太阳能
源、风能、地热能与潮汐能分别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例 （％）

大气环境 　 ● 控制与能源消耗有

关的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主要污染物 （ＳＯ２、ＮＯ２、ＣＯ、ＰＭ１０、ＮＭＶＯＣＳ）的年排放量 （ｔ／

ａ）
　 ●温室气体 （ＣＯ２，ＣＨ４，Ｎ２Ｏ，ＨＦＣ，ＰＦＣ，ＳＦ６）的年排放量 （ｔ／

ａ）
　 ●主要空气污染物 （ＳＯ２，ＮＯ２，ＰＭ１０，Ｏ３）的平均浓度 （标态）

（ｍｇ／ｍ３）
　 ●空气质量超标区域的面积及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及暴露于
超标环境中的人口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 （％）

　 ●酸雨强度 （ｐＨ）、频率 （％）、面积 （万ｋｍ２）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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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　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生态保护 　 ● 控制与能源消耗相

关的空气污染物对生态

敏感区的负面影响

　 ●生态敏感区中空气质量超标的面积及比例 （％）
　 ●能源规划所涉及的主要能源建设项目及辅助设施与生态敏感区的

临近度

　 ●能源规划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及辅助设施占用的土地面积 （ｋｍ２），

其中占用生态敏感区的面积 （ｋｍ２）

资源量 　 ● 不可再生能源的减

量化及能源使用效率的

提高

　 ●化石能源的资源保有量 （万ｈｍ２）
　 ●化石能源消耗量 （万ｔ）及使用效率 （％）
　 ●可替代能源的开发等

其他

Ａ６　城市建设规划

Ａ６１　城市规划的特点
城市建设规划主要有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３类，分别从宏观、

中观和微观３个层次通过土地与空间资源的开发强度、序列、收益来控制城市经济发展进程，进而
造成显著的环境影响。

城市总体规划主要从宏观层次确定城市的性质与职能、发展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的空间布局、用

地及人口规模等宏观的、方向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以及确定城市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水系与

岸线等规划的发展目标与总体布局。这些内容将对自然生态、资源与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各环境

要素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全局性影响。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从中观层次确定控制区范围的用地类型、公共用地和保留用地，规定各

类土地使用的适用性范围、兼容性和排斥性范围、开发强度、形体条件和基础设施等的约束条件。

这将直接涉及城市的生产力布局、功能分区、交通组织与道路建设、开敞空间、特殊生境的保护与

恢复。因此，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对环境的影响显著。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如城市供水、绿化、排水、防洪、供电、通讯、燃气、消防、环卫等市政基

础设施规划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其环境影响也是直接与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关，并影

响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与景观等方面。

Ａ６２　与城市建设规划有关的环境主题
ａ）水环境；
ｂ）大气环境；
ｃ）噪声；
ｄ）固体废物；
ｅ）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
ｆ）近海环境；
ｇ）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Ａ６３　城市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
供参考的城市建设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见表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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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６　城市建设规划的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表述示范

主　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水环境 　 ● 控制区域水环境污

染，维持和改善地表水

和地下水水质及水生环

境，引导有效利用水资

源，确保可获得充足的

符合环境标准的水资源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 ［Ｌ／（人·ｄ）］
　 ●万元ＧＤＰ工业废水排放量 （ｍ３／万元）
　 ●主要水环境污染物年排放量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石油类，ＮＨ３Ｎ，挥
发酚）（ｔ／ａ）
　 ●城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主要废水排放口与生态敏感区的临近度，与水源地的临近度

　 ●区域水环境主要污染物及溶解氧的平均浓度 （ｍｇ／Ｌ）
　 ●城市污水纳管率 （％）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
　 ●工业废水处理率及达标排放率 （％）

大气环境 　 ● 控制空气污染，限

制可能导致全球气候变

化的温室气体排放

　 ●万元工业净产值工业废气年排放量 （标态）（ｍ３／万元）
　 ●人均ＳＯ２、ＮＯ２、ＣＯ２及臭氧层损耗物质等年排放量 （ｋｇ／人）
　 ●城市空气质量指数 （ＡＰＩ）
　 ●城市烟尘控制区覆盖率 （％）
　 ●路检汽车尾气达标率 （％）
　 ●区域主要空气污染物 （ＳＯ２，ＰＭ１０，ＮＯ２，Ｏ３）年日均或小时平均
浓度 （标态）（ｍｇ／ｍ３）
　 ●暴露于超标环境中的人口数 （人）及占总人口的比例 （％）
　 ●规划工业园区与居民区的临近度

噪　声 　 ● 控制区域环境噪声

水平和城市交通干线附

近的噪声水平，保障居

民住宅等噪声敏感点的

声环境达标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ｄＢ（Ａ））（昼／夜）
　 ●城市交通干线两侧噪声平均值 （ｄＢ（Ａ））（昼／夜）
　 ●城市化地区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
　 ●规划中的居民区环境噪声预测值 （ｄＢ（Ａ））（昼／夜）
　 ●主要交通线路 （道路交通干线，轨道交通线）与噪声敏感区交界

面的长度 （ｋｍ）
　 ●暴露于超标声环境中的人口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 （％）

固体废物 　 ● 使固体废物的生成

量达到最小化或减量化

及资源化

　 ●人均生活垃圾年产生量 ［ｋｇ／（人·ａ）］
　 ●万元ＧＤＰ工业固废产生量 （ｔ／万元）
　 ●危险固废的年产生量 （ｔ／ａ）及无害化处理与处置率 （％）
　 ●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率 （％）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利用率 （％）
　 ●城市固废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与居民区，生态敏感区的临近度

自然资源与

生态保护

　 ● 保护区域自然资源

与生态系统，健全城乡

生态系统的结构，优化

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

　 ●森林面积 （ｋｍ２）及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
　 ●城市化地区绿化覆盖率 （％）
　 ●人均绿地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ｍ２／人）
　 ●规划中城市发展占用的土地面积 （ｋｍ２）及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
　 ●自然保护区及其他具有特殊价值的受保护区面积 （ｋｍ２）及占区
域总面积的比例 （％）
　 ●规划交通主干线与主要住宅区、生态敏感区交界面的长度 （ｋｍ）
　 ●规划主要工业园区与主要住宅区、生态敏感区的临近度

　 ●年水资源供需平衡比

　 ●水域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
　 ●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 （％）
　 ●生物多样性指数

　 ●酸雨平均 ｐＨ值及发生频率 （酸雨次数占总降雨次数的比例）

（％）
　 ●湿地系统滨岸带范围 （指面积，ｋｍ２）及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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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　题 环　境　目　标 评　价　指　标

近海环境 　 ● 控制人为向海洋倾

倒各种污染物，保护近

海海域的环境

　 ●排入近海海域的废水量 （万ｔ／ａ）
　 ●排入近海海域的主要污染物质的量 （油类物质、Ｎ、Ｐ等）（ｔ／ａ）
　 ●近海海域主要污染物及溶解氧的平均浓度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非离

子氨，石油类，挥发酚）（ｍｇ／Ｌ）
　 ●海藻指数

生态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

能力建设

　 ●强化生态环境管理，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与建设

　 ●环境保护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 （％）
　 ●公众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 （％）（抽样人口不少于万分之一）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成绩

　 ●卫生城市与国家环保模范城个数及所占比例 （％）
　 ●通过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认证的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百分比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率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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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简介

Ｂ１　可采用的评价方法

目前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采用的技术方法大致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中采取的，可适用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如：识别影响的各种方法 （清单、矩阵、网络分

析）、描述基本现状、环境影响预测模型等；另一类是在经济部门、规划研究中使用的，可用于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如：各种形式的情景和模拟分析、区域预测、投入产出方法、地理信息系统、

投资效益分析、环境承载力分析等。表Ｂ１列出各个评价环节适用的评价方法，供参考。

表Ｂ１　规划的环境影响适用的评价方法

评价环节 方　法　名　称 评价环节 方　法　名　称

规划方案的

初步筛选

　核查表法

　矩阵法

　对比、类比、相容分析法

　专家咨询法

环境背景

调查分析

　收集资料法、现场调查和监测法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

规划环境影

响的识别

　核查表法

　矩阵法

　网络法

　系统流图法

　层次分析法

　情景分析法

公众参与

　会议讨论

　调查表

　公众咨询

　新闻传媒

规划环境影响

的预测与评价

　投入产出分析

　环境数学模型

　情景分析法

　加权比较法

　费用效益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对比评价法

　环境承载力分析

累积环境

影响评价

　专家咨询法

　核查表法

　矩阵法

　网络法

　系统流图法

　环境数学模型法

　承载力分析

　叠图法＋ＧＩＳ

　情景分析法

Ｂ２　评价方法概述

Ｂ２１　核查表法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将可能受规划行为影响的环境因子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性质列在一个清单中，然后对核查的环境

影响给出定性或半定量的评价。

核查表方法使用方便，容易被专业人士及公众接受。在评价早期阶段应用，可保证重大的影响

没有被忽略。但建立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核查表是一项繁琐且耗时的工作；同时由于核查表没有将

“受体”与 “源”相结合，并且无法清楚地显示出影响过程、影响程度及影响的综合效果。

Ｂ２２　矩阵法 （ｍａｔｒｉ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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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法将规划目标、指标以及规划方案 （拟议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因素作为矩阵的行与列，并

在相对应位置填写用以表示行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符号、数字或文字。

矩阵法有简单矩阵、定量的分级矩阵 （即相互作用矩阵，又叫Ｌｅｏｐｏｌｄ矩阵）、ＰｈｉｌｌｉｐＤｅｆｉｌｌｉｐｉ改
进矩阵、ＷｅｌｃｈＬｅｗｉｓ三维矩阵等，可用于评价规划筛选、规划环境影响识别、累积环境影响评价等
多个环节。

矩阵法的优点包括可以直观地表示交叉或因果关系，矩阵的多维性尤其有利于描述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中的各种复杂关系，简单实用，内涵丰富，易于理解；缺点是不能处理间接影响和时间特征

明显的影响。

Ｂ２３　叠图法 （ｍａｐｏｖｅｒｌａｙｓ）
将评价区域特征包括自然条件、社会背景、经济状况等的专题地图叠放在一起，形成一张能综

合反映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的地图。

叠图法适用于评价区域现状的综合分析，环境影响识别 （判别影响范围、性质和程度）以及累

积影响评价。

叠图法能够直观、形象、简明地表示各种单个影响和复合影响的空间分布。但无法在地图上表

达源与受体的因果关系，因而无法综合评定环境影响的强度或环境因子的重要性。

Ｂ２４　网络法
用网络图来表示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各种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多级影响逐步展开，呈树

枝状，因此又称影响树。网络法可用于规划环境影响识别，包括累积影响或间接影响。网络法主要

有以下形式：

因果网络法，实质是一个包含有规划与其调整行为、行为与受影响因子以及各因子之间联系的

网络图。优点是可以识别环境影响发生途径、便于依据因果联系考虑减缓及补救措施；缺点是要么

过于详细，致使花费很多本来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考虑不太重要或不太可能发生的

影响，要么过于笼统，致使遗漏一些重要的间接影响。

影响网络法，是把影响矩阵中的关于经济行为与环境因子进行的综合分类以及因果网络法中对

高层次影响的清晰的追踪描述结合进来，最后形成一个包含所有评价因子 （即经济行为、环境因子

和影响联系）的网络。

Ｂ２５　系统流图法
将环境系统描述成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通过环境成分之间的联系来识别次级的、三级

的或更多级的环境影响，是描述和识别直接和间接影响的非常有用的方法。

系统流图法是利用进入、通过、流出一个系统的能量通道来描述该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联系和组

织。

系统图指导数据收集，组织并简要提出需考虑的信息，突出所提议的规划行为与环境间的相互

影响，指出那些需要更进一步分析的环境要素。

最明显不足是简单依赖并过分注重系统中能量过程和关系，忽视了系统间的物质、信息等其他

联系，可能造成系统因素被忽略。

Ｂ２６　情景分析法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情景分析法是将规划方案实施前后、不同时间和条件下的环境状况，按时间序列进行描绘的一

种方式。可以用于规划的环境影响的识别、预测以及累积影响评价等环节。本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可以反映出不同的规划方案 （经济活动）情景下的环境影响后果，以及一系列主要变化的过程，

便于研究、比较和决策；

可以提醒评价人员注意开发行动中的某些活动或政策可能引起重大的后果和环境风险；

需与其他评价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为情景分析法只是建立了一套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框架，

分析每一情景下的环境影响还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为具体的评价方法，例如环境数学模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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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ＧＩＳ等。
Ｂ２７　投入产出分析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在国民经济部门，投入产出分析主要是编制棋盘式的投入产出表和建立相应的线性代数方程体

系，构成一个模拟现实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产品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数学模型，借助计算机，综合

分析和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再生产的重要比例关系。投入是指产品生产所消耗

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固定资产折旧和劳动力；产出是指产品生产出来后所分配的去向、流向，

即使用方向和数量，例如用于生产消费、生活消费和积累。

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用于拟定规划引导下，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与

分析，也可以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作为一种 “投入”（外在化的成本），对整个区域经济环境系统

进行综合模拟。

Ｂ２８　环境数学模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用数学形式定量表示环境系统或环境要素的时空变化过程和变化规律，多用于描述大气或水体

中污染物质随空气或水等介质在空间中的运输和转化规律。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和环境规划

中采用的环境数学模型同样可运用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数学模型包括大气扩散模型、水文与

水动力模型、水质模型、土壤侵蚀模型、沉积物迁移模型和物种栖息地模型等。

数学模型具有以下特点：较好地定量描述多个环境因子和环境影响的相互作用及其因果关系、

充分反映环境扰动的空间位置和密度、可以分析空间累积效应以及时间累积效应、具有较大的灵活

性 （适用于多种空间范围；可用来分析单个扰动以及多个扰动的累积影响；分析物理、化学、生物

等各方面的影响）。

数学模型法的不足是：对基础数据要求较高、在只能应用于人们了解比较充分的环境系统、只

能应用于建模所限定的条件范围内、费用较高以及通常只能分析对单个环境要素的影响。

Ｂ２９　加权比较法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对规划方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赋于分值，同时根据各类环境因子的相对重要程度予以加权；

分值与权重的乘积即为某一规划方案对于该评价因子的实际得分；所有评价因子的实际得分累计加

和就是这一规划方案的最终得分；最终得分最高的规划方案即为最优方案。分值和权重的确定可以

通过Ｄｅｌｐｈｙ法进行评定，权重也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法）预以确定。
Ｂ２１０　 对比评价法

（１）前后对比分析法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是将规划执行前后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对
比，从而评价规划环境影响。其优点是简单易行，缺点是可信度低。

（２）有无对比法 （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是指将规划环境影响预测情况与若无规划执行
这一假设条件下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比较，以评价规划的真实或净环境影响。

Ｂ２１１　环境承载力分析
环境承载力指的是在某一时期，某种状态下，某一区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持能力的

阈值。环境所承载的是人类行动，承载力的大小可用人类行动的方向、强度、规模等来表示。

环境承载力的分析方法的一般步骤为：

（１）建立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２）确定每一指标的具体数值 （通过现状调查或预测）；

（３）针对多个小型区域或同一区域的多个发展方案对指标进行归一化。ｍ个小型区域的环境承
载力分别为Ｅ１，Ｅ２…Ｅｍ，每个环境承载力由ｎ个指标组成Ｅｊ＝｛Ｅ１ｊＥ２ｊ…Ｅｎｊ｝，ｊ＝１，２，…ｍ；第ｊ个小
型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大小用归一化后的矢量的模来表示：

槇Ｅｊ ＝ ∑
ｎ

ｉ＝１
Ｅ２

槡 ｉｊ

（４）选择环境承载力最大的发展方案作为优选方案。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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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承载力分析常常以识别限制因子作为出发点，用模型定量描述各限制因子所允许的最大行

动水平，最后综合各限制因子，得出最终的承载力。承载力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累计影响评价，是

因为环境承载力可以作为一个阈值来评价累积影响显著性。在评价下列方面的累积影响时，承载力

分析较为有效可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野生生物种群、自然娱乐区域的

开发利用、土地利用规划等。

Ｂ２１２　累积影响评价方法
包括专家咨询法、核查表法、矩阵法、网络法、系统流图法、数学模型法、承载力分析、叠加

图法、情景分析法等 （详见前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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