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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的编制思路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

（以下简称《损害调查》）是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

节 第 1部分：总纲》设定的技术体系框架下的一部专项的技术指南。旨在规范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过程中的调查工作，《损害调查》将与未来制定的“因果

关系分析”、“生态环境损害量化”等关键环节专项技术指南相衔接。根据《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的技术体系框架

和适用范围，《损害调查》可用于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包含突发事件）

导致的态环境损害调查。依据实际工作经验，按照初步调查、系统调查两阶段的

调查模式，《损害调查》规定了各阶段调查的主要内容、调查要求等。

《损害调查》的制定充分借鉴国外如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欧盟环境损害

评估和日本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的相关标准或技术导则和国内环境保护、农

业、国家海洋局等各部分现有技术标准和导则，特别是在环境监测、样品管理等

方面参照了已发布相关技术文件执行，保证技术文件之间的统一性。

同时，为了满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需要，严格按照环境司法诉讼过程中

关于证据采集的要求制定本标准，提出科学规范的调查程序、调查方法和调查要

求，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工作，保证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客观性。

《损害调查》的制定过程充分征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单位、司法鉴定、

环境管理和法院等部门的需求、意见和建议。吸纳相关单位在案例实践中的经验，

确保《损害调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2 国内外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调查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2.1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调查技术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并且集中于海洋、健

康、污染场地等少数的几个方面。生态环境部、国家海洋局、农业部和卫计委等

基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工作需要，各自开展了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

规范的基础性研究。各机构发布的导则中对损害调查均有涉及，但没有对生态环

境损害调查的工作程序和不同类型损害适用的调查方法做出科学性、系统性的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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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海上溢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起步于海洋溢油导致污染事件评估研究。从 21世

纪初，我国学者逐步在海洋生态损害领域开展了溢油导致环境污染损失评价的相

关研究。陈尚（2006）等建立了我国海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查指标体系；张朝

晖（2007）等初步完成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指标的研究报告；国家海洋局

(2005)启动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北海分局（2007）

编写了相关行业标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HY/T 095-2007），其

中对于溢油事件造成的损害调查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理论研究中，耿晓辉

（2000）提出了具体溢油事故等级评价所需调查的内容：溢油位置、溢油量、油

种的毒性、持久性、易燃性、船舶破损状况、船龄、船吨位，运用模糊神经网络

建立了数学模型进行溢油事故等级评价。肖井坤（2001）建立了由溢油发生的地

域分析子系统、溢出油品分析子系统、事故船舶分析子系统、溢油相应分析子系

统构成的人工神经网络系统，针对各个分析系统提出了调查指标。杨伟华（2006）

讨论了层次分析法在海域船舶溢油污染危害评估的应用。宁庭东（2011）结合溢

油海域水文气象、污染情况、清污情况、溢油地点情况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

溢油的损害程度进行了研究，在分析各影响因素权重和隶属度的基础上，建立了

溢油损害程度评估模型。尽管我国学者对于海上溢油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开展了

一定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调查指标，但是对于调查的工作程序和方法没有展

开详细的研究。

2.1.2 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调查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污染事件导致健康损害的调查研究最早起源于卫生健康

研究领域。张兆华（1995）在流行病学研究基础上，定量地描述了环境污染对人

群健康的影响的经济价值调查指标。夏彬（2001）通过文献资料分析优选法，提

出了环境污染健康损害指标体系，包括环境污染源评价指标、环境污染健康损害

评价指标、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经济损失评价指标三个部分。此外，夏彬（2009）

还依照健康的定义将健康损害评价分为生理评价和心理评价两部分，暴露指标、

效应指标和易感性指标三大类，提出了环境污染事件导致健康损害的指标体系。

吴瑞肖（2012）总结了国内外主要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机理，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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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统计调查的环境污染致健康损害因果关系判定原则。

2.1.3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的相关指南。虽然现有相关标准涉及到各类环境要素的监测与调查技术要

求，但仍不能完全满足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工作的需要。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适用于我国县域、省域和生

态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的评价，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中通常涉及事件影

响范围中的生态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的参考意义不强。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规范了生

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定义、分类体系、调查和编目的技术要求，适用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与编目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促进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利用以

及公平分享惠益，并指导相关传统知识的分类、调查和编目。《生物多样性观测

技术导则》（HJ 710.1-2014至 HJ 710.11-2014共 11个导则）分别针对两栖动物、

陆生维管植物、陆生哺乳动物、地衣和苔藓、大型真菌、大中型土壤动物、爬行

动物、蝴蝶、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鸟类、内陆水域鱼类规定了多样性观测

的主要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生态环境调查中涉及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调查与观

测技术可参考此系列标准，但具体生态环境调查受损的生态对象调查仍需要明确

其调查范围和方法。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规定了区域土壤背景、农田土

壤环境、建设项目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和事故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布点采样、样

品保存、分析方法和实验室质量控制技术要求。《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多适用于国控、省控、市控和县控等区域地下水背景值监测和污染控

制监测。这两个标准适用性广，但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土壤和地下水采样

分析的针对性较差。

2.1.4 污染场地调查

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批准发布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4

25.3-201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和《污染场地术语》

（HJ 682-2014）等 5项污染场地系列环保标准，为场地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

估、修复治理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此外，我国于 1995年颁布了《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GB/ 156182-1995），其中主要规定了土壤中 Cd、Hg、As、Cu、Pb、

Cr、Zn 等重金属的检测方法，主要是参照采用《环境监测分析方法》（1983）、

《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1992）、《土壤理化分析》（1978）中规定的方法执

行。我国的农业、林业、地质以及卫生部门也已相继制定了一些有关土壤调查的

行业或国家标准和规范，有些标准方法或规范，在土壤环境损害调查过程中可以

供参考。

2004年颁布了《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其中规定了土

壤环境监测的布点采样、样品制备、分析方法、结果表征、资料统计和质量评价

等技术内容。在采样准备中对监测项目与频次进行了规定，同时阐述了简单随机、

分块随机、系统随机三种布点方法。在样品采集中主要规定了区域环境背景土壤

监测、农田土壤监测、建设项目土壤环境评价监测中采样的相关要求，其中还介

绍了混合样的采集方法及随机深度和分层深度采样的采样深度计算方法。样品制

备中主要介绍了制样程序。样品保存中主要规定了新鲜样品保存条件和时间。土

壤分析测定中主要规定了样品处理、土壤常规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土壤环境质

量评价中主要介绍了评价标准、评价因子及相关评价模型。此标准主要是针对土

壤普查监测与环境质量评价等方面提出相应要求，主要适用于全国区域土壤背

景、农田土壤环境评价等的监测，但是对于场地的环境损害评估缺乏针对性。

2.1.5 生态环境监测

生态环境部针对不同环境因子如地表水、地下水、污水、环境空气、室内空

气、酸沉降、固定污染源废气、土壤、噪声、固体废物等监测技术规范，以及各

类监测分析标准方法。例如，《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中规定了地表水监

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相应的监测分析方法，但是主要是针对于江河、湖

泊、水库和渠道的水质监测，包括向国家直接报送监测数据的国控网站、省级（自

治区、直辖市）、市（地）级、县级控制断面（或垂线）的水质监测，以及污染

源排放污水的监测；在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地表水监测的采样点选择方面缺乏针对

性。另外，《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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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频率、监测项目、采用仪器与相应的监测分析方法等内容，适用于对环境空

气质量进行监测。这些监测技术导则在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调查工作中，具有一定

的借鉴作用，但很难满足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在复杂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2.2 其它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在国际上，日本、欧盟和美国都在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

日本于上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分别通过《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日本公害

诉讼纠纷法》，该法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相关内容，如通过座谈、问卷、健

康检查等技术手段调查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和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欧

盟近年也在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方面开展相关工作，于 2013年颁布了《气候变化

与生物多样性环境评价技术导则》，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作出了相关规定。美国

在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在美国涉及自然资源损害评估的主要

有美国国会颁布的三部法律，《联邦水污染控制法（CWA）》（也称为《清洁水法》），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也称为《超级基金法》）和《油

污法案（OPA）》。美国内政部在超级基金的法律框架下分别颁布了自然资源损害

评估规章，商贸部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为与油污法有关的诉讼颁

布了相应的执行规章和技术指南。美国能源部为超级基金诉讼颁布了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12580：超级基金的执行》以及《行政命令 13016：对 EO12580的

修订》）。

此外，美国环境保护署出台的污染场地调查规范中提出了调查地表属性、水

文地质、地下水、土壤包气带、气象、人口、土地利用、生态调查等工作内容；

同时对于污染源及污染物迁移提出了调查方法，如采用现场筛选技术、土壤气体

分析、污染物现场检测等方法对于污染源在土壤，底泥中进行监测检测，采用建

井、建立地下水观测系统、在排放口上下游取水样监测分析、现场筛选等技术进

行调查对地下水、地表水中的污染范围确定。

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其开展的对于矿区开采的自然影响研究中提出了生态环

境损害调查需调查土壤、岩石和底泥的地理和地化学特性、河流与地下水水文和

水化学特性、水生和陆生生物多样性；对历史遗留矿坑、排洪洞和粉碎废物进行

调查；判断酸性控制和潜在有毒元素释放的地质条件；采集分析水样、土样、底

泥、岩石、尾矿和粉碎废物样品；进行毒性测试，评估鱼群分布和栖息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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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鱼类器官和生物膜；分析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制作分布图以评估生态系统

健康；分析水文结构，测量地表水物化参数，评估分析合理污染源等。

日本、欧盟和美国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的调查技术规范多数包含于生态环

境损害评估技术导则和相关法律之中，损害调查技术体系全面且完整，涵盖人身、

财产、生态环境等内容。而我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未建立清晰明确的工作程序和完整的技术方法体系。国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调查技术方法体系对建立健全我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3.1 适用范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改革方案》的相关规定，我们将《损害调查》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因污染环境或破

坏生态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不包括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导致

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鉴定评估。

由于核与辐射所致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损害调查》

的制定过程中，没有考虑核与辐射所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相关内容。因此，

《损害调查》不适用于因核与辐射所致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3.2 术语和定义

术语定义部分主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工作中的生态环境损害、生

态环境损害调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基线、生态环境恢复、基本恢复、补偿性

恢复、补充性恢复等 8个专用词汇进行了解释。本标准所涉及的部分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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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保持一

致，针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相关内容，详细定义了“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这项术语。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是编制组从服务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需求角度结

合总纲所划分的技术体系进行定义的。指采用科学、系统的调查方法，收集信息

和数据，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提供支持的过程。

3.3 调查原则

调查原则部分主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工作中的指导性原则进行

了说明。在参考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的实际工

作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制定了规范性原则、中立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及时性原

则四条原则。

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的结果往往服务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定级、司法诉讼和

赔偿，因此环境调查的规范性、中立性尤为重要。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应由专业人

员开展，运用公认的技术方法进行现场调查、检测、化验，并保证样品的质量。

同时，调查活动需要在相关方知情下进行，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不能与涉及损害

调查的相关方存在利害关系。

调查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损害鉴定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须做到全面、完整，不以偏概全。为确保生态环境损害

调查数据的全面和完整，应尽量做到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调查，及时固定鉴

定评估所需的数据资料。

3.4 调查程序

调查程序部分主要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的工作程序以及调查的主要内容进

行了说明。一般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需要初步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类型、范

围和程度进行判断。在此之后，根据鉴定评估目的（因果关系分析、直接经济损

失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确定等）、实际条件（数据完整性、专项实验开展的

可能性等）以及工作具体安排（工作时限要求、工作进度要求等），对生态环境

损害进行系统性调查。本标准在参考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大量的实际

工作情况，设计了初步调查和系统调查两阶段调查模式。此外，考虑本标准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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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标准体系的衔接性，本标准中涉及监测、采样、实验样品质量控制等国家已有

相关技术文件的内容，参照已有技术文件执行。

（1）初步调查

初步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况进行初步判断，为系统调查

的开展建立数据基础。本标准考虑调查在实际工作中的开展情况，初步调查开展

于调查初期，通常对于环境事件的情况尚不清楚，对于影响区域的历史情况和现

状并没有充分的认识，需要对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敏感区域情况等基础信息进

行初步的梳理分析，以便制定具体的调查监测方案和系统调查计划，开展初步调

查有助于提高调查的针对性，减少不必要的调查项目，提高调查效率。初步调查

主要开展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数据或其他

已有调查监测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原则上该阶段主要开展现场快速采样分析。

（2）系统调查

系统调查是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根据鉴定评估的目的开展的。通常在初步

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已经对生态环境损害类型、范围等有了初步的判断。同

时，在这一阶段对于损害鉴定评估的目的也相对明确，系统调查针对不同类型生

态环境损害的特点开展。这一阶段需要从多渠道获取数据，设计合理的调查问卷

和数据报送方式，配合环境监测、实验室样品检测等手段协同开展。在确定环境

介质和生态受体、制定采样方案、制定健康和安全防护计划、制定样品分析方案、

确定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等方面，本标准参照国家已有技术文件执行，并根

据实际工作经验，考虑了超大型污染区域调查、复杂条件采样监测等生态环境损

害调查的难点情况。

3.5 调查内容与项目

对于已有比较成熟调查方法的损害，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文件参照执行，如《渔

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 21678-2008）、《农业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损失评价技术准则》（NY/T 1263-2007）等。但是已有技术文件存在调查项目不

清晰，度量体系不匹配的问题，不仅导致实践中损害调查和评估工作难以开展，

同时也给后续的损害赔偿以及责任认定带来困难。因此本标准在技术方法尽量执

行已有技术文件的基础上，对调查项目进行统一说明。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介质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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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变化、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害情况以及污染清除的支出三个方面。对于生态环

境调查中涉及的环境监测方法、布点采样方法、监测项目选取内容，本标准参照

国家已有技术导则执行。调查项目主要包括环境质量数据等反映环境介质变化的

指标、种群密度、数量等反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指标和污染物处置费用等反应

污染清除情况的指标等。

本标准涉及环境监测、生态受体监测内容参照已有技术文件执行。环境监测

可以参考 HJ 493、HJ494、HJ 495、HJ/T 55、HJ/T 91、HJ/T 164、HJ/T 166、HJ

25.1、HJ25.2、HJ/T 194、HJ/T 298、HJ/T 373、HJ/T 397等技术规范。生态受体

监测可以参考 NY/T 789、GB 5490、NY 5344、NY/T 763、NY/T 544.6、LYT

1814-2009、HJ710.1~HJ710.11等技术规范。

3.6 质量控制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的数据来源多样，包括调查问卷的反馈、信息的直报、基

础资料的收集、监测数据、采样分析数据等。首先，初步调查阶段中，现场踏勘

一般采用现场快速检测方法，此类数据需要与实验室检测数据进行比对，而实验

室检测样品的质量控制情况也需要重点审核；其次，由于涉及信息提供方较多，

如果各上报机构间沟通机制不完善，可能存在信息重复报送、漏报等情况；再次，

由于部分上报数据将作为司法诉讼或者赔偿磋商中的证据使用，数据的真实性也

是需要重点审核；最后，对于部分涉及跨界污染等情况，可能存在夸大损害等问

题，需要进行严格审核。因此，本标准从资料收集、现场探勘、人员访谈、实验

监测数据以及统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两个方面考虑，提出了数据复审、快速检测

数据实验室比对，访谈回访等质量控制要求。对于实验样品质量保障等已有技术

文件的内容，本标准参照已有技术文件执行。

4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为了保证本标准的实施，建议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方法研究，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环境司法审判、环境行政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建议加大标准的

宣传，扩大标准的影响力，促进标准在科研、司法实践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本

标准是第一次以国家标准形式发布，建议及时总结存在的问题并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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