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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环境损害基线的判定是环境损害鉴定与评估的基础与前提。参照点位法作为目前损害基线判定中使用最为广泛的

方法之一，有效弥补了历史数据不完善的问题。在基线判断的过程中，参照点位选择的不同，会导致判定基线的参照状态不同，

进而影响对人类干扰程度的判定和损害基线的基准值的设定。但目前缺乏统一的对草原生态系统参照状态的讨论与分析。提

出了草原生态系统参照点位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文献资料中的样点进行分类和筛选，形成 4 种参照状态，选择最优的参照状

态对损害基线进行判定，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典型草原区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自然保护区、草原

实验站宜采用极小干扰状态和历史状态作为基线标准。对于实施了人为正向干扰的地区宜采用最佳可获得状态作为基线标

准。对于草原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宜采用最低干扰状态作为基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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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system damage baseline assessment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As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 in baseline assessment，reference site method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lacking historical data． In the process of the assessment，choosing the different reference site can cause
different reference conditions，which affect the degree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and the set value of damage baseline． At
present，there is no universal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about the reference condition of grassland ecosystem．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reference site method in grassland ecosystem，categorized and filtered the samples in
bibliography to form four conditions，and then chose the most accurate condition to determine the damage baseline． We took
the typical grassland of Xilinhot in Xilingol League as the case stud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for natural reserve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s，it is appropriate to use minimally disturbed condition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 as the baseline; for the
areas where human implemented positive interference，it is appropriate to use the best attainable condition as the baseline;

for the most other parts of grassland，it is appropriate to use the least disturbed condition as the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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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和城镇化的扩张，生态环境损害事件时有发生，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遭

到破坏、生态系统服务降低［1］。如何对生态环境损害事件进行科学评估是解决生态环境赔偿案件的有效依

据［2］。生态损害原因各异，损害形式多样，损害过程复杂，而生态环境损害基线的判定是确定损害形式、过程

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3］。生态环境损害基线( 以下简称“损害基线”) ，是指生态破坏行为发生前，受影响区

域内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或水平［4］。损害基线是生态损害评估的基础和开端，是

判断生态损害事件发生的依据，也是确定损害时空范围、损害程度、修复难度的重要指标，更是确定损害赔偿

数额的参考依据［5-6］。目前损害基线的判定尚无统一标准和规范，主流的判断基线方法包括: 参照点位法、历

史数据法、环境标准法和模型法。他们确定基线的原理均是寻找时间或空间范围内未受到破坏的生态状态作

为基准值或目标修复值，再与现有生态状态进行比较，两者差值即作为损害程度。参照点位法凭借其完整性、

可重复性、灵活性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土壤研究、鱼群繁衍、水质测评等方面，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判定方

法［7-8］。但相同区域内不同参照点位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参照状态，进而造成结果的差异，如何科学的选择

最准确的参照状态，成为参照点位法在损害基线判定中的重点和难点。目前草原区的参照状态鲜有研究，本

文对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典型草原区进行研究分析，旨在找出不同区域草原合适的参照状态，进而为草原区

损害基线的判断提供科学方法和案例分析。

1 理论基础

参照点位法是从一组生境类似、可用以比较的参照点位中选择未受干扰的区域作为参照区，利用该区域

的历史数据或实验数据与评价区进行比较的方法［9］。参照状态是指一定区域内受人类活动干扰最少或影响

程度最小的状态，通过与环境现状对比，用以评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10-11］。参照状态是参照点位法

中参考点的最优生态状态，是验证参照点位法在损害基线应用中科学性的重要手段。若无参照状态很难确定

区域内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生态状态及受人类干扰的程度，参照状态的选择将对基线的选定起到重大影

响［12］。在任何时间段的任何点位上的参照状态均呈现出一系列的生物属性，而这些属性随着气候和自然的

变化而改变。由于研究者角度、研究目的和区域可获数据的不同，参照状态中所呈现出来的最佳状态也不同。

国内外学者把参照状态分为四类［12-13］:

极小干扰状态( Minimally Disturbed Condition，MDC) : 用以描述区域没有显著人类干扰的状态。极小干扰

状态是自然环境下最优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受到气候和地质变化的影响，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当地的生物

完整性，该状态下的每个样点的生态指标值虽然不同，但差距较小，波动较低。尽管人类足迹未至区域目前已

经不多，但在人类已至区域中并没有受到人类干扰的情况下( 比如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状态可以被称为 MDC。

该状态常出现在热带雨林、保存完好的森林和草原深处、湿地和沙漠地区。

历史状态( Historical Condition，HC) : 用以描述区域内历史某一时点的状态。由于跨度长、调查方法和实

验技术的改进，相同地点的历史状态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样点通常选择没有进行过城市化、工业化和

农业集约化的地区，同时区域内的水文、地质和生态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最低干扰状态( Least Disturbed Condition，LDC) : 用以描述现阶段区域内受到干扰最低、各项指标最佳的

状态。由于人类活动和指标选择的影响，最低干扰状态的指标值呈现出区域差异值，并且根据人类干扰程度

显现变好或者变坏的趋势。在一定范围内，即使有人类干扰，但某一特定区域生态暴露风险和受干扰程度明

显小于周边区域，那么在该区域内的生态状态也可以被称为 LDC。该状态常出现于河流的上游、未有养殖和

航道的淡水区、未过度放牧的草原区、海拔较高的山区等。
最佳可获得状态( Best Attainable Condition，BAC) : 用以描述在环境治理或管理下区域达到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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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参照状态的 4 种状态示意图

Fig．1 Diagrammatic sketch of 4 conditions of reference condition

MDC: 极小干扰状态 Minimally Disturbed Condition ; HC: 历史状态

Historical Condition ; LDC: 最低干扰状态 Least Disturbed Condition;

BAC: 最佳可获得状态 Best Attainable Condition

由于最佳可获得状态是在最佳管理目标、先进的修复技

术下可达到的理论状态，所以又称期望状态。该状态取

决于人类活动对区域的干扰状态，但其不会优于极小干

扰状态，也不会低于最低干扰状态，常出现于城市化和

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的生态治理区域。
一个区域最开始的状态是 MDC，自然结构稳定，生

态功能齐全，由于自然或者人为干扰，生态系统向着不

稳定的方向发展( 图 1) 。当干扰程度超过一定阈值时，

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将表现出受损症状，此时

的参照状态是 LDC，且 LDC＜MDC。随着干扰强度和时

间继续增加，超过一定阈值，生态系统的稳态将被打破，

退化到另一阶段。在退化过程中某一时点的参照状态

是 HC。在生态系统演变的过程中，同一时点的 HC =
LDC＜MDC。在受损的情况下，将生态系统进行恢复，此

时的参照状态是 BAC。BAC 取决于人类活动对区域的

干扰程度、恢复时间和技术，但 LDC≤BAC≤MDC［11］。

图 2 研究区位置图

Fig．2 Location map of study area

2 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区域选择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范围内( 图 2) 。锡林浩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大草

原中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43°02'—44°52'，东经 115°18'—117°06'。锡林浩特处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

候区，年平均气温 0—3℃，平均日照 2877 h，年平均降水量 300 mm，降水多集中在 6—8 月份，结冰期长达 5 个

月，为华北最冷的地区之一。锡林浩特市自然资源丰富，草原种类齐全，以典型草原为主体，同时兼有草甸草

原和荒漠草原，天然草场面积 1378666．7 hm2。典型草原多由旱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所组成，区域内建群种为

大针茅 ( Stipa grandis ) 、羊 草 ( Leymus chinensis ) 和 克 氏 针 茅 ( Stipa krylovii ) ，优 势 种 主 要 有 糙 隐 子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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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sistogenes squarosa) 、线叶菊( Filifolium sibiricum) 、小叶锦鸡儿( Caragana microphylla Lam) 等。锡林浩特地

区土壤类型主要以栗钙土为主，兼有草甸栗钙土、草甸土、黑钙土、暗栗钙土、盐碱化土等，土壤质地多为轻质

壤土，通气状况良好。区域内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 233 亿 t，主要矿种有锡、铜、银、锌等。
2．1 参照状态确定的原则及方法

样点区与评价区选择尽可能相似的生境状态。对于草原区损害基线的判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样点区

与评价区距离相近原则; 2) 自然背景值相似原则; 3) 人为干扰方式、程度类似原则; 4) 采集方法与数据获取方

法相似原则。

依照以上原则，本文建立一套筛选样点的指标体系( 表 1) ，并按照参照点位法中群体分布法的标准确定

基线［14］，该方法是选择每个样点指标频数分布的前 25%的值作为基线值。本文通过对近 40 年的文献梳理，

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植物样方样点 211 个，土壤样方点位 238 个，将样点数据归为不同状态，再选取各样点植被

状态指标、土壤养分指标正序的 75 分位值( 最高值的 75%) 和土壤重金属指标正序的 25 分位值( 最低值的

25%) 作为各状态的基线值。样方面积均为 1m×1m，样方植被指标主要通过人工观测记录，样方土壤均取自

0—10cm 土层，各指标值取回实验室测定。

表 1 样点指标筛选体系

Table 1 Filter system of sample points index

指标类别 Index Category 指标 Index 评判标准 Criteria

地点 Site 评价区域与参照状态下参照点位的距离 锡林浩特市内

自然背景值 气候类型 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Natural background value 降水量 区域内降水量相似，年均 300mm

用地类型 典型草原

优势物种 羊草+大针茅+克氏针茅

土壤土质 栗钙土为主，土质轻壤

人为干预活动 风险源 放牧、干旱、工矿业活动

Human intervention 是否自然保护区 均属于锡林郭勒盟保护区

有无人工治理 除最佳可获得状态的样点外，无人工修复措施

2．2 评价区和样点选择

评价区选择锡林郭勒盟胜利矿区( 2002) ，胜利露天矿位于锡林浩特市东北部 4 km，总体规划建设两期工

程。一期工程于 2004 年开工，对露天煤矿进行改扩建，配套建设矿区铁路和非煤产产业。评价区样点选择在

改扩建前的矿区周边的草原，景观基底为草原，占评价区面积的 81%，农田、城镇、工矿业用地较少［15］。植被

类型为典型草原，大针茅草原处于绝对优势，植物组成有克氏针茅、大针茅、糙隐子草、冷蒿、羊草等。评价区

土壤样点提取于煤矿改扩建前，土壤类型以栗钙土，草甸土为主，由于草场退化，形成沙化、砾石化栗钙土，有

机质含量较低。
MDC 样点选择了毛登牧场( 2013) 和白音锡勒牧场( 1979，1982，1984，2002) 。毛登牧场位于锡林浩特东

37 公里，是我国温带典型草原区的代表区域［16］。该区域建群种为大针茅和羊草，优势种为知母、糙隐子草。

样点选择未受放牧、刈割、工矿业、城市化扩张等影响，保留原始生态状态。白音锡勒牧场位于锡林浩特东南

部，属锡林郭勒高端低山丘陵区的边缘部分，该牧场自 1982 年围栏禁牧，是目前文献中最早记载锡林浩特草

原样点信息的地方，样点为非农田用地，除了少量啮齿类动物和昆虫活动外，无人为干扰，样点采集年份无干

旱( SPI 指数无旱) ，优势种有大针茅、羊草、克氏针茅、糙隐子草等，优质种科属与历年资料保持一致，保留典

型草原原始状态［17-19］。土壤采样点选择在白音锡勒牧场( 1984) 和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 1997) ，除上游高地

和高台地外，几乎全被栗钙土所占据［20］，无人为干扰，可归为极轻度无退化等级［21］。此外，选取了该地区典

型草原土壤本底值作为极小干扰状态样本［15，22］。

969619 期 李嘉珣 等: 参照点位法下的参照状态在草原生态系统损害基线判定中的应用分析



http: / /www．ecologica．cn

HC 样点主要借助于不同历史时期区域内的描述数据。除去干旱年份( 1986，1997，2001，2005，2007) ，结

合数据有效性，选择样点的地点在白音锡勒牧场( 1983) ，锡林浩特市( 2006—2008，2010—2011) ，毛登牧场

( 2012) ，和 道 兰 陶 拉 盖 ( 2013 ) ，草 原 类 型 均 为 典 型 草 原［23-26］。土 壤 样 点 选 择 在 草 原 生 态 系 统 定 位 站

( 1997) ［27］，锡林浩特典型草原区( 2006—2011) ［28-29］和白音锡勒牧场( 2005) ［20］。
LDC 样点位于白音锡勒牧场( 2006) 和锡林浩特东 40km 的典型草原中心区域样地( 2010) ［29-30］。自 1984

年起，锡盟推出牧场“双权一制”政策，将全盟可利用草原面积 95%的草场划分到户，锡盟超载过牧现象严重，

导致草原退化严重。自 2002 年起，锡盟实行了“围封禁牧，划区轮牧”政策，草原退化、沙化趋势得到了有效

遏制，但草原区生态状态不如 20 世纪末期。本文 LDC 样点采集时间均在 2000 年以后，在当时均为围封时间

较长，未有放牧、刈割及其他人类活动干扰的区域，是当时受到干扰最少的区域。土壤采样区选择在白音锡勒

牧场( 2002，2008，2011) ［31-32］，和胜利矿区外围 10km 处( 2014) ［33］，均为典型草原栗钙土为主。
BAC 样点选择在白音锡勒牧场( 2002—2007) ［23，34］、毛登牧场( 2012) ［24］胜利矿复垦区和锡林浩特北部地

区( 2010—2013) ［35］，白音锡勒牧场改良措施包括围栏封育、耙地松土等措施，并从 1983 年起，样点没有进行

任何方式的利用。毛登牧场改良措施包括切根、施肥、灌溉等。锡林浩特北部样点采取围栏、禁牧、休牧等措

施。由于实施了恢复改良措施，样地内呈现不同的群落演替状态，有一、二年生杂类草向多年生杂类草和丛生

禾草过渡，样地内草原高度、盖度、多样性均与周围未实施恢复措施的草原呈现明显不同。随着恢复措施的加

强和年限的增加，退化草原将逐渐呈现像天然草原方向进化的趋势。土壤样地选择在白音锡勒牧场( 2002)

和胜利矿区排土场覆土种植区( 2010) ［22，32-33］，对土壤的整治措施主要包括: 适度放牧、人工覆土、边坡再造、

人工种植等。

3 结果

通过对样点的筛选和计算，形成了锡林浩特市典型草原各参照状态下植被状态基线和土壤状态基线( 表

2，表 3) 。

表 2 锡林浩特市典型草原植被状态基线

Table 2 Vegetation baseline of typical grassland in Xilinhot

状态
Condition

高度
Height /cm

盖度
Coverage /%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 ( g /m2 )

对照 Control 25—50 60—80 150—350

MDC 19—72 75—85 180—330

HC 20—26 44—47 73—300

LDC 29—55 50—80 120—400

BAC 25—63 70 131—450

MDC: 极小干扰状态 Minimally Disturbed Condition ; HC: 历史状态 Historical Condition ; LDC: 最低干扰状态 Least Disturbed Condition; BAC: 最

佳可获得状态 Best Attainable Condition

表 3 锡林浩特市典型草原土壤状态基线

Table 3 Soil baseline of typical grassland in Xilinhot

状态
Condition

pH 值
有机质
OM/

( g /kg)

全氮
TN /%

全磷
TP /%

速效钾
AK /

( mg /kg)

铜
Cu /

( mg /kg)

铅
Pb /

( mg /kg)

锌
Zn /

( mg /kg)

镉
Cd /

( mg /kg)

砷
As /

( mg /kg)

对照 Control 8．2 14．7 0．15 0．07 197．1 7．46 17．35 22．47 0．016 4．38

MDC 8．7 36．67 1．87 1．74 124 2．13 NA 8．65 0．01 NA

HC 8．3 27．61 1．66 1．53 224 12．3 15 NA 0．0928 6．85

LDC 7．5 22 2．4 0．34 NA 14．21 3．39 41．89 24．18 NA

BAC NA 35 1．91 0．38 170 15 3 33 0．102 9．63

NA 为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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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方面，评价区植被状态与 LDC 最为接近，高度、盖度、生物量均在 LDC 的区间中。MDC 的植被高度、
盖度、地上生物量均处于较高水平，物种丰富，生态结构稳定，是区域内原生的最佳状态。HC 的各项指标均

较低，样地采集区受到干扰程度比较大，导致其生态状态不佳。LDC 的高度和盖度介于 MDC 和 HC 之间，但

生物量的极差较大，且地上生物量最高值高于 MDC 的。除了地上生物量最高值外，BAC 的各项指标介于

MDC 和 LDC。土壤养分方面，评价区土质沙化现象明显，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含量均较低，养分指标与 LDC
指标相近。MDC 所处地区有适度放牧和人工施肥，土壤肥力高，pH 值最高，有机质含量最高，全氮、全磷均保

持较高水平。LDC 有机质含量小于 HC 含量，间接验证了目前锡盟草原整体处于退化趋势［36］。土壤重金属

方面，MDC 的铜、铅、铬水平最低，而受到矿业活动干扰的 LDC，除铅外，其余指标均处于最大值。经过生态治

理和土壤修复后 BAC 的重金属含量略低于 LDC，而 HC 的各项状态处于中间水平。草原区 4 种生态状态所

确定的基线水平与其他生态系统的所测定的基本一致［37］。

4 讨论

对草原区植被而言，植物群落高度、盖度和生物量是能够综合反映草原生态环境质量好坏最直接的指标。

物种之间生物量相差较大，若样方内建群种或优势种不一致，将会导致生物量的失真［38］。所以在基线判定中

首先应该确定区域内建群种或优势种，再进行测定。由于样方调查中高度、盖度均凭借人为判断，具有较强主

观性，无法做到十分精确，因此基线确定不应是某个确定的数值，应以划定范围为准，范围控制在 10%内为

宜。此外，由于草原退化，某些优势种变成消退种，而某些单株个体较大、生物量大的物种变成增强种，这样造

成草原退化而地上生物量增加的现象。在 LDC 样点中，出现了草原退化的标志物种———披针叶黄华和狼毒

大戟，这两种植物单株株体大，造成样点内整体生物量增大，但草原出现了退化迹象［39］。由于草原植被生长

的周期性，采样时间对于植被生物量的影响巨大，一般采取一年中植被生长最好的时间( 8 月) 进行生物量的

测定和基线确定。
对草原区土壤而言，土壤成分因时间和空间选择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营养成分时间差异较大，重金属含量

空间差异较大，对于基线的判定产生较大影响。土壤有机质含量取决于土壤形成的条件( 如微生物、温度、动
植物) 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同的放牧条件下，BAC 和 LDC 的土壤营养成分出现较大波动［40］。经过适当

放牧和土壤改良后的 BAC 某些指标强于未经人工恢复的 LDC，甚至强于原始状态 MDC，但过度放牧将会导

致植被减少，进而导致土壤有机含量下降。此外，草原区的植被恢复通常引进固碳能力强、耐瘠薄的外来

种［41］，造成区域内优势种的变化，进而影响基线的判定。对土壤营养成分的筛选，需要对人工恢复措施进行

变量实验。不同样点内，重金属成分波动较大，靠近人类活动的地区重金属含量普遍较高，且重金属有累积效

应，导致 LDC 下的重金属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状态。为了提高基线判定的科学性，应采取如下措施: ( 1) 增加土

壤样点采集数量，避免出现极值所带来的数据偏差; ( 2) 降水量差异可能导致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

化［42］，使土壤养分发生变化，因此，样点应避免极旱、涝年份采集; ( 3) 工矿业的活动容易造成重金属的超标，

造成整体数据偏高，所以样点应避免在河流中下游、电厂及煤炭开采区采集; ( 4) 若地区土壤背景值有相关重

金属的数据，可以选择其作为基线判定依据。

在草原区基线判定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同草原区自然生境、人类干扰程度存在差异，四种状态的选择对

基线判定将产生较大影响。一般而言，MDC 是损害基线的最优选择，但在所有草原区以其为判定标准存在诸

多困难。首先，草原受到降水影响较大，草原种类分布与降水分布呈现非常强的相关性［43］，降水对草原有渐

变性和波动性影响，同一片区域的优势种和建群种由降水周期的改变而改变，对一个区域进行判定时，即使无

人为干扰，也很难根据植被类型确定该区域就是历史上受到干扰程度最小的状态; 其次，草原包括草甸草原、

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等多种类型，并且内陆草原存在着由草甸草原向荒漠退化的过程［44］，若选择的区域是典

型草原或者荒漠草原，很难确定该区域原始的草原状态，进而无法判断该区域是否是极小的干扰状态。HC
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环境的变化情况，但该状态同样不宜作为所有草原基线的状态。首先，历史状态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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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取决于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在生态损害发生前，很少有科研机构或个人对该区域进行长时间的监测，草

原区生境状态资料匮乏; 其次，历史研究通常不是以生态环境损害为目的的研究，草原区所获得的历史数据常

用于研究植被特征、物种演化、群落稳定性等特征，导致历史数据很难满足损害基线定量化的要求［45］; 再次，

由于研究介质和对象的自然可变性，同一区域的草原可能发生退化，植物群落、土壤性状发生改变，导致在确

定基线时出现偏差。对于草原生态自然保护区、观测研究站等附近的草场，由于有连续的基础数据，加之保护

力度强、人为干扰少，草原生境变化少，宜采用 MDC 和 HC 作为基线标准。
在草原露天矿复垦区、生态实验站等附近的草场，宜采用 BAC 作为基线标准。以胜利矿区为例，复垦区

土壤中严重缺乏有机质、氮、磷，经大量补充改良土壤后，引进羊草、冰草、高羊茅等耐旱耐寒植被，并增加截

流、保边护底、固土、围栏等措施，植被有所恢复。矿区活动( 剥离、采矿、运输) 离复垦区较远，不会对其造成

影响。由于在修复区域有对损害过程中实现持续的监测和检验［46］，可在不同空间尺度( Spatial Scales) 和时间

尺度( Temporal Scales) 实现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化，因此 BAC 可以作为复垦区及周围草原的基线标准。对于

剩余的大部分草原地区而言，由于实验的可重复性、指标选择的灵活性都较强，因此宜选择目前受干扰程度最

低的状态作为基线判定的标准。在操作过程中，应先对区域内的风险源进行筛选，对干扰程度进行等级划分，

选择综合干扰程度最低的区域进行样点采集。此外，由于生态损害及修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未来可以将

LDC 和 BAC 相结合，建立一套动态的基线标准，形成完整的从损害发生到修复治理的参照状态，以期全方位

对损害事件进行评估。

5 结论

本文以草原区生态环境损害基线确定为出发点，系统总结了参照点位法所形成的 4 种参照状态，并对 4

种状态在草原区的利用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讨论。以锡林浩特典型草原为例，利用文献数据对胜利矿区周边草

场进行参照状态的划分，并计算出该地区 4 种状态下的基线。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目前 4 种状态在草原区应

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并提出 4 种状态应用范围和顺序，可根据草原区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状态来确定基

线。如果未受人类活动干扰，推荐使用极小干扰状态; 如果有详尽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推荐使用历史状态; 草

原生态自然保护区、观测研究站等附近的草场适合选择以上两种状态作为基线。在大部分草原地区，如果可

以根据要求进行实地样点采集和分析，推荐使用最小干扰状态; 如果经过人工治理措施和科学管理，如在草原

露天矿复垦区、生态实验站等附近的草原，推荐使用最佳可获得状态。本文验证的草原参照状态符合中国北

方草原区现状，可为中国草原损害评估提供科学指导，也为制定草原损害基线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具有

较强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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