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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

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要求，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的技术要求，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的基本原则、建设内容、功能要求和建设运行等要

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基础调查（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

规范 生态状况监测（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生态功能评价（试行）》《生

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保护成效评估（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台账数据

库建设》《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数据质量控制（试行）》等同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系列标准规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安徽省环

境信息中心、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11 月 24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0 年 11 月 24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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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平台建设（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的基本原则、建设内容、功能要求和建设运行等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省级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市、县级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

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HJ/T 417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 

HJ 718 环境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平台总体框架技术规范 

HJ 719 环境信息系统数据库访问接口规范 

HJ 729 环境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HJ 1142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生态功能评价（试行） 

HJ 1143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保护成效评估（试行） 

HJ 1144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台账数据库建设（试行）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环办生态〔2017〕4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

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3.2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supervision platform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简称：红线监管平台）是服务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

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管理要求，为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目标而建设的，

面向生态保护红线台账管理、人类活动监控、生态系统状况监测、保护成效评估等核心监管

需求的业务化平台系统。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内容还包括支撑平台运行的计算机支撑

环境、一体化监测能力建设等。 

3.3  

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ledger database 

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简称：台账数据库）是以生态保护红线台账为核心，包括生

态保护红线边界要素、人类活动监管要素、自然生态用地要素、生态服务功能要素、红线管

理状况要素、遥感影像要素、基础地理要素、环境质量要素以及系统运行管理等其他要素的



 

2 

规范化数据集。生态保护红线台账以生态保护红线图斑为基本信息单元、以县级行政区为基

本管理统计单元。 

4 基本原则 

4.1 需求引导原则 

红线监管平台是生态环境综合监管能力建设的组成部分，在保障红线监管核心能力和系

统功能的基础上，可结合各地实际需求和监管业务流程，兼顾自然保护地监管、全国生态环

境定期调查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业务需求，差异化定制系统功能。 

4.2 统筹规划原则 

红线监管平台是业务化运行平台，要统筹做好监管技术规范体系、“天-空-地”一体化监

测能力、数据保障能力和计算机支撑能力建设。各地结合自身条件，确定平台建设内容和重

点，优先开展重点功能研发，分步骤补充、完善平台其他建设内容。 

4.3 集成共享原则 

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大数据和信息化建设成果，建立数据汇集共享和服务机制，实现各级

红线监管平台之间，红线监管平台与其他信息化或业务化平台系统间数据的集成、共享和服

务。 

4.4 立体协同原则 

综合利用多源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观测和视频监控等监测、监控技术手段，建立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加强国家、省、市、县之间的业务联动与协同，形成全国统一

高效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体系。 

4.5 易于拓展原则 

红线监管平台应具有系统功能完整、体系开放和易于扩展的特点。 

5 建设内容 

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内容包括台账数据库、通用支撑功能、业务应用功能、一体化监测能

力和计算机支撑环境五个部分。 

台账数据库、人类活动监管、数据共享与展示分析等业务应用功能应优先建设实施。 

影像处理与参数反演、陆域和海洋生态状况监测评估、环境质量分析以及成果应用与服

务等功能，各地依据自身业务需求定制开发。 

各地可依托生态环境大数据和信息化建设、生态环境综合监管能力建设统筹开展通用支

撑功能、计算机支撑环境和一体化监测能力的建设。 

5.1 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 

以生态保护红线台账为核心，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用于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

据及相关空间数据、文档等支撑数据的存储、集成与管理。 

台账数据包括基础支撑数据、红线成果数据、监管业务成果数据三类。 

5.1.1 基础支撑数据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涉及的各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态环境质量要素监测数据、调查数

据，以及遥感影像数据等。 

5.1.2 红线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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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划定、评估、调整成果，红线台账，红线划定、评估、调整技术审核与报审文档资

料，界碑界桩和标识牌登记信息等。 

5.1.3 监管业务成果数据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工作产生的人类活动监控成果，“涉红”项目准入核查信息，视频

监控数据，红线管理状况数据，生态系统格局、质量、功能和敏感性监测评估成果以及保护

成效评估考核成果等。 

5.2 通用支撑功能 

实现平台数据、资源、用户的统一管理、数据生产和业务运行任务的统一调度执行、平

台运行状态监控、通用统计分析和地图服务。 

5.3 业务应用功能 

5.3.1 影像处理与参数反演功能 

实现平台多源遥感影像数据预处理、标准化处理和精度控制；实现区域生态和下垫面物

理参数反演。 

5.3.2 人类活动监管功能 

实现人类活动信息提取、人类活动监控、“涉红”项目准入核查、移动核查任务管理和核

查采集 APP 等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监管业务功能。 

5.3.3 陆域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功能 

实现陆域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功能和敏感性、陆域生物物种等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功能。 

5.3.4 海洋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功能 

实现海洋自然岸线、水环境状况、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物物种监测等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功能。 

5.3.5 环境质量分析功能 

基于水、大气、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实现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综合查

询、统计、分析和台账生成管理功能。 

5.3.6 保护成效评估功能 

实现人类活动、生态功能、保护面积、用地性质、管理能力等评估因子计算和综合成效

评估功能。 

5.3.7 成果应用与服务功能 

实现平台各类基础数据、监管成果、专题产品和空间服务的共享交换、综合展示、分析

应用、信息推送、服务内容配置等功能，支持社会公众问题上报。 

5.4 一体化监测能力 

一体化监测能力建设包括卫星遥感监测能力，航空遥感监测能力，地面生态观测能力，

实时视频监控能力。 

5.5 计算机支撑环境 

计算机支撑环境为平台运行所需软件、硬件资源和网络条件。软件、硬件资源既可以是

实体软、硬件资源，也可以是云平台虚拟资源。网络条件指平台系统部署和业务运行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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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网或互联网环境。 

一体化监测与监控支撑 计算机环境支撑

软件
资源

硬件
资源

网络
资源

业务应用功能

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

基础支撑数据 红线成果数据 监管业务成果数据

影像处理与
参数反演

通用支撑功能

通用组件数据管理 用户管理 任务管理

行业部门生态环境部 社会公众地方政府和生态
环境部门

业务配置 数据服务 综合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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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分析 保护成效评估 成果应用与服务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图 1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内容架构图 

红线监管平台建设过程中应统筹考虑监管技术方法体系构建和平台试点运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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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业务流程概图 

6 功能要求 

6.1 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 

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建设执行 HJ 1144 中的相关规定，环境数据标准化执行 H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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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中相关规定。 

台账数据库中的基础支撑数据可依托生态环境大数据或信息化平台建设成果获得。 

6.2 通用支撑功能 

通用支撑功能包括：数据管理、用户管理、业务配置管理、数据服务管理、通用组件、

任务管理、综合运维管理等。 

6.2.1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功能包括：元数据管理、数据字典管理、数据模型管理、主题管理、数据入库

更新、目录管理、数据资产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等。 

6.2.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包括：用户基本信息管理、角色管理、平台权限管理、统一认证与单点登

录等。 

6.2.3 业务配置管理 

业务配置管理功能包括：数据建模管理、业务流程与配置管理等。 

6.2.4 数据服务管理 

数据服务管理功能包括：目录服务管理、地图服务管理、数据发布管理等。 

6.2.5 通用组件 

通用组件包括：地图基本操作功能、基础统计分析功能、基础表单管理功能等。 

6.2.6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功能包括：执行情况追踪、执行进度查看、执行任务创建、删除和修改，执行

结果查看等。 

6.2.7 综合运维管理 

综合运维管理功能包括：硬件运行监控管理、软件运行监控管理、平台运行状态管理、

异常问题报警管理、平台监控审计等。 

6.3 业务应用功能 

业务应用功能应包括：影像处理与参数反演、人类活动监管、陆域生态状况监测评估、

海洋生态状况监测评估、环境质量分析、保护成效评估考核和成果应用与服务七类。 

6.3.1 影像处理与参数反演功能 

6.3.1.1 遥感影像加工处理 

a) 提供多源遥感影像高精度匹配、快速接边、正射校正、平差纠正、配准纠正等数据

预处理功能。 

b) 提供遥感影像辐射定标、大气校正、波段融合、匀光匀色等标准化处理功能。 

c) 提供遥感影像数据质量控制功能。 

6.3.1.2 遥感参数产品生产 

a) 基于多源卫星影像产品，提供归一化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植被覆盖度、净初级

生产力、生物量等植被生物参量产品生产功能。 

b) 提供地表反照率、地表温度、土壤湿度等地表物理参量产品生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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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遥感参数产品质量控制功能。 

6.3.2 人类活动监管功能 

6.3.2.1 人类活动信息提取 

a) 基于多源卫星影像产品，提供典型人类活动目标现状和变化信息的识别、提取功能。 

b) 提供人类活动类型、范围、强度、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统计分析功能。 

c) 提供人类活动信息提取精度分析评价功能。 

6.3.2.2 人类活动监控 

a) 基于人类活动信息提取结果，提供新增、规模扩大，人工设施清退和生态治理修复

等人类活动的类型、数量和面积统计分析功能。 

b) 提供人类活动空间、时间对比分析以及人类活动转移趋势分析功能。 

c) 提供人类活动强度分析、人类活动干扰评价和生态影响评估功能。 

d) 提供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野外核查问题清单、专题报告、专题图表等应用成果生产

功能，并支持应用产品模板定制和管理。 

e) 提供人类活动外业核查任务和数据资料下发、人类活动台账生成和管理功能。 

6.3.2.3 “涉红”项目准入核查 

a) 提供项目经纬度信息空间落图功能，并支持缓冲分析。 

b) 提供项目信息的查询浏览功能，支持查询结果统计、排序以及导出功能。 

c) 提供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冲突分析、项目准入分析和项目选址分析功能。 

d) 提供“涉红”项目准入分析报告制作功能，支持报告模板管理。 

6.3.2.4 移动核查任务管理 

a) 提供红线监管平台核查任务创建、核查数据导入、任务下发和任务管理功能。 

b) 提供核查任务接收、核查数据接收解析、任务指派、核查人员分配与管理、核查成

果逐级提交和审核功能。 

c) 提供核查工作动态浏览、统计和成果归档入库功能。 

6.3.2.5 核查采集 APP 

a) 提供核查任务数据接收和解析、定位导航、轨迹记录、信息采集填报、视频和照片

拍摄、核查工作信息保存和在线提交等功能。 

b) 提供核查流程、环保手册、法律法规等文档在线浏览等功能。 

6.3.3 陆域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功能 

6.3.3.1 生态系统格局监测 

a) 提供生态系统构成分析和变化监测功能。 

b) 提供生态系统面积、比例、景观格局等现状指标，以及生态系统面积和比例变化、

转换特征、转换强度等变化指标计算功能。 

c) 提供生态系统格局监测专题报告、专题图表等应用成果生产，生态系统格局监测台

账生成和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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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生态系统质量监测 

a) 提供森林、灌丛、草地、湿地等陆域生态系统质量及变化监测功能。 

b) 提供归一化植被指数、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生物量等相关生态参数的时空

统计和分级评价功能。 

c) 提供生态系统质量监测专题报告、专题图表等应用成果生产，生态系统质量监测台

账的生成和管理功能。 

6.3.3.3 生态功能与敏感性评估 

a) 提供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洪水调蓄等生态功能评估

及变化分析功能。 

b) 提供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估及变化分析功能。 

c) 提供生态功能与敏感性评估专题报告、专题图表等应用成果生产，生态功能与敏感

性评估台账生成和管理功能。 

d) 生态功能与敏感性评估模型算法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环办生态〔2017〕

48 号）和 HJ 1142 中的相关规定。 

6.3.3.4 陆域生物物种监测 

a) 基于红线内陆域动、植物物种监测、调查数据，提供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功能。 

b) 提供红线陆域生物物种台账生成和管理功能。 

6.3.4 海洋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功能 

6.3.4.1 海洋自然岸线监测 

a) 提供岸线构成监测及变化分析功能。 

b) 提供自然岸线、人工岸线的类型、长度、分布位置等指标现状及变化分析功能。 

c) 提供自然岸线监测的专题图表、专题报告等应用成果的生产，岸线监测台账生产和

管理功能。 

6.3.4.2 海洋水环境监测 

a) 提供海洋水环境状况监测、评估，以及水环境质量监测、评估功能。 

b) 提供叶绿素 a、水体悬浮物、水体透明度等水环境参数遥感监测及统计分析功能。 

c) 提供海洋红线水色异常监测、实测水质参数统计分析功能。 

d) 提供水质优良比例、水体富营养化、水体初级生产力计算功能。 

e) 提供海洋水环境监测的专题图表、监测报告等应用成果的生产，海洋水环境监测台

账生产和管理功能。 

6.3.4.3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测 

a) 提供红树林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测及变化分析功能。 

b) 提供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分布范围、面积、比例等现状指标提取，以及典型海洋生态

系统面积和比例变化指标计算功能。 

c) 提供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专题图表、专题报告等成果生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

测台账生产和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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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4 海洋生物物种监测 

a) 基于海洋红线内动、植物物种监测、调查数据，提供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功能。 

b) 提供海洋红线生物物种台账生成和管理功能。 

6.3.5 环境质量分析功能 

a) 基于红线内水、大气、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提供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功能。 

b) 提供红线环境质量分析台账生成和管理功能。 

6.3.6 保护成效评估功能 

a) 提供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和统计单元的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考核功能。 

b) 提供人类活动、生态功能、保护面积、用地性质、管理能力等评估因子计算和综合

成效评估功能，成效评估模型方法执行 HJ 1143 中的相关规定。 

c) 提供红线保护成效评估结果空间对比分析和变化趋势分析功能。 

d) 提供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专题报告、专题图表等应用成果生产，生态保护红

线保护成效评估台账生成和管理功能。 

6.3.7 成果应用与服务功能 

6.3.7.1 数据共享交换 

a) 提供向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数据汇交的功能，并支持汇交数据的在线质检、

审核、统计分析和已汇交数据的在线更新。 

b) 提供空间数据服务发布和管理功能。 

c) 提供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推送数据、任务和资料的查看、下载和统计功能。 

6.3.7.2 数据综合展示分析 

a) 提供红线台账数据、生态系统数据、人类活动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基础背景数据

等相关数据的综合查询与展示功能。 

b) 提供数据关联分析、多屏对比分析、长时间序列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占用分析等功

能。 

6.3.7.3 信息服务 

a) 提供台账数据库数据的在线发布、综合查询和展示功能。 

b) 提供平台基础数据和各类专题产品的检索查看和下载功能。 

c) 提供生态保护红线监测任务定制申请和监测结果推送功能。 

d) 平台各类用户依据权限获取和使用平台成果和信息服务。 

6.3.7.4 公众参与 

a) 提供面向社会公众生态保护红线疑似违法违规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在

线举报、举证功能。 

b) 提供问题线索、证据的在线审核、疑似信息核实反馈和信息发布等功能。 

6.4 一体化监测能力 

6.4.1 卫星遥感监测能力 

各地可依据本地区人员与技术情况，依托国内外卫星资源，形成包括卫星影像数据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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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理、信息提取等功能的卫星遥感监测体系，满足及时发现重点区域人类活动、生态

破坏等监管需求。 

6.4.2 航空遥感监测能力 

各地依据本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实际，统筹已有和新增无人机飞行平台，建设无人机

数据接收、处理、信息提取等处理能力。 

构建航空遥感监测体系，满足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航空遥感核查、生态系统状况监测

航空遥感真实性检验和突发性生态风险航空遥感应急监测需求。 

6.4.3 地面生态观测能力 

各地依据本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类型和生态系统类型，统筹已有和新增野外生态观测场

（站）、样点（方）布局，依据国家和行业规范开展连续和定期观测，开展野外生态调查，

获取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重要物种和各种环境背景信息。 

6.4.4 实时视频监控能力 

各地选择生态保护红线关键区域、重要出入口布设光学、红外视频监控设备，构建生态

保护红线实时视频监控网络，实现对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典型生物、敏感目标的监控、

预警。 

6.5 计算机支撑环境 

6.5.1 软、硬件环境 

各地结合自身条件选用“本地化”或“云服务”模式开展计算机软、硬件环境建设。为保障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工作实效性和数据安全，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各地可按需配置一定数量的

计算服务器和本地化存储，构建本地化计算机支撑环境。 

平台综合应用分析、信息服务和数据共享交换等功能可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化和“云”

环境基础，实现数据的云端存储、传输、访问和使用。 

6.5.2 网络能力建设 

平台运行网络环境分为业务网（环保专网）和互联网。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重要

和敏感数据应通过业务网（环保专网）进行传输，并满足相应的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移动核

查、信息服务和公众参与等功能可部署在互联网。 

7 建设运行要求 

各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应符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规定的相关数据、服

务、通信和功能接口标准，保障各地红线监管平台与国家平台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共

享和监管业务协同。 

7.1 接口要求 

平台建设应执行 HJ 718 和 HJ 719 中相关接口规范的要求。 

7.2 联通要求 

平台建设应执行 HJ 718 中的相关联通性要求，具备对相关业务应用和信息化平台的数

据访问和接收能力，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台账和基础信息的共享更新和业务协同，为相关业务

应用和信息化平台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实现不同应用平台间的数据共享交换和工作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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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全要求 

平台运行环境及系统功能应执行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以及 HJ 729 中的相关

要求，满足结构安全、信息安全、网络访问控制、边界完整性检查、恶意代码防范及网络设

备防护等安全控制要求。 

系统应具备用户认证、密码管理和基于角色的用户授权等安全功能，系统应支持数据存

储、数据传输、密钥管理等方面的安全功能。 

7.4 运行要求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成效评估制度，制定评估标准，从台账数据库数据完善

程度、监管业务支撑力度、与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程度、信息公

开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对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成效进行分析评估，促进平台建设效果落

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