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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专题

生态系统原真性概念及评价方法: 以长白山地区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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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 然而原真性的概念尚不明确, 评估方法亟待建
立。本文尝试厘清原真性的概念, 讨论其在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探究生态系统原真性的评价方法, 以期提升国家公园体制建
设和自然保护地规划管理的科学性; 并以长白山地区为例, 基于森林清查数据, 从植被角度选取起源方式、优势树种、林龄
和单位蓄积4项指标构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权重系数、原真性值计算公式和等级划分标准。评价结果
显示, 研究区域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值为0.69, 和龙市、安图县、抚松县、临江市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分别为0.70、0.71、0.67、
0.60和0.63。原真性从高到低5个等级的面积之比为9 : 44 : 33 : 11 : 3, 原真性高与极高的森林面积比例占53%, 空间分布呈现
以长白山主峰为中心向东、北、西逐渐降低的趋势。建议基于对区域生态系统原生状态的全面了解, 加强不同尺度、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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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原真性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
关键词: 原真性; 森林生态系统; 长白山; 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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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s: National parks have recently been listed as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s official documents to protect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natural ecosystems. However, it is unclear how ecosystem authenticity is defined, let alone
how to protect it. In this paper, we tried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authenticity, discuss its significance to
conservation, and explore the assessment metho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guid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f
protected areas.
Method: The study area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Changbai Mountains where the most typical and well-preserved
temperate mountain forest develops in Eastern Eurasia. We evaluated the forest ecosystems authent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getation using forest inventory data of Jilin Province. Four indicators—forest origin, dominant tree,
age of stand, unit stock volume—we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authenticity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forest
eco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we established the weight coefficient, authenticity value calculation formula and grading
standard.
Results: The forest ecosystem authenticity value of the whole study area was 0.69. The ecosystem authenticit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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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elong City, Antu County, Fusong County, Linjiang City and Korean Autonomous County of Changbai were 0.70,
0.71, 0.67, 0.60 and 0.63, respectively. Ecosystem authenticity is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with an area ratio of 9 : 44 :
33 : 11 : 3 in order of authenticity from highest to lowest, indicating 53% are in very high and high levels. In general,
the highest level of authenticity for the forest was in the main peak of Changbai Mountains, and gradually decreased
going north, west, and south.
Conclusion: Ecosystem authenticity refers to the degree that an ecosystem from a particular region maintains its native
state after various natural and human disturbances. It is convenient and generalizable to evaluat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forest ecosystem by using forest inventory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geta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give
attention to the authenticity index system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component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itive status of the ecosystem.
Key words: authenticity; forest ecosystem; Changbai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虽然一脉相承, 但含义有所不

问题, 如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及功能退化、
环境污染严重等。如何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

同。事实上, 原真性的生态学含义在恢复生态学领

生态环境, 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自然遗产成为一

域 已 经 有 所 讨 论 , 存 在 历 史 原 真 性 (historical
authenticity)与自然原真性(natural authenticity)两种
解释。历史原真性是指生态系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项严峻挑战。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是新时期我国提出的应对这一挑战的重大决
定(欧阳志云等, 2018)。建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是

念还有植被的自然度或天然性程度(naturalness), 即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 各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在编制试点方案、进行总体规划与功
能区划时, 也以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为主要指

现实植被与它们的天然状态之间的距离或相似性,
关注森林受到人类干扰的程度, 认为人类干扰程度
越高, 自然度越低, 而人类破坏程度越小, 则自然

标(何思源和苏杨, 2019)。然而, 原真性这一概念却
相对模糊, 保护意义不甚明确, 如何判断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更是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以及统一的标

度越高(Sprugel, 1991; 李迈和等, 2002; Tveit et al,
2006)。自然原真性是指生态系统在各种干扰作用下

准, 这无疑会影响到国家公园及其他类型自然保护

动和物质循环方面运行良好, 在种间的相互作用方
面达到动态平衡, 在承受当地环境正常压力事件
(如周期性火灾或季节性洪水)方面能够自我恢复等
(Clewell, 2000; 何思源和苏杨, 2019), 这与生态系

地的建设实践。因此, 明确原真性的概念及其在保
护实践中的价值, 探究生态系统原真性的评价方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物与环境之间建立了相互协调的关系, 在能量流

1

统健康(马克明等, 2001)的内涵非常相似。这两种解

原真性概念

“原真性”译自英文“authenticity”, 本义表示真
的而非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
的。从汉语语义上看, “原”意为最初、开始, “真”表

释恰好与“原”和“真”的词义对应, 前者强调生态系
统未经干扰的原初状态, 后者强调生态系统演化的
真实过程。

示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 原真
性作为一个术语被引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用于评
估、保护和监控历史文化遗产, 强调信息来源真实
可靠、旅游体验逼真还原、拥有历史烙印和空间个
性。发展至今, 原真性已扩展到自然与人工环境、
艺术与创作、社会与传播等领域(阮仪三和林林,
2003; Steiner & Reisinger, 2006)。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的形成,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作为目标之一备受关注, 此处的原真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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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别于其他生态学名词并服务于自然保护
目标, 本研究认为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应指特定区域
内生态系统在各种自然和人为干扰下保持原生状
态的程度。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定义中包含人类干
扰特征, 但我们认为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并不完全处
于人类干扰的对立面。自然保护理念正由纯自然的
保护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综合保护转变, 其间适
度的人类活动也应被视为生态系统的真实存在部
分。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例, 现代林业依据生态学原
理, 创造出诸如“近自然林业”的森林管理方式,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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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原始的、不受干扰的状态, 与之相近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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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核心区, 主要包括长白山主峰、甑峰岭、老岭、
鸭绿江水系河谷、图们江水系河谷、头道松花江水

类的干扰有可能反而令原真性提高(Wehenkel et al,
2009)。原真性应更多反映处于某一干扰水平下生态
系统自身的状态属性。

系河谷和二道松花江水系河谷, 行政区域包括安图

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一定

县、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和龙市和临江市,

区域范围内的人类干扰控制在合理水平, 使生态系

涵盖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范围。区域总面
积24,200 km2, 其中森林生态系统有21,456 km2, 占

统在自然变化范围内保持良性循环, 保留与自然区
域相适应的属性特征(代云川等, 2019), 从而遏制生
态系统的退化趋势。研究原真性的目的是了解生态

研究区域总面积的88.7%, 属于受季风影响的温带
大陆性山地气候, 自山底至山顶具有明显的垂直气

系统历史演变状况和预测生态系统发展方向, 为进

候变化带谱特征, 东北红豆杉(Taxus cuspidata)、长

一步分析区域干扰状况、识别生态退化威胁提供更

白 松 (Pinus sylvestris var. sylvestriformis) 、 人 参

多的依据和评价方法。
目前, 关于如何评价生态系统原真性的研究相

(Panax ginseng)、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

对较少。杨锐(2018)在国家公园设立标准中提出荒

麝(Moschus moschiferus)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曾在区域内广泛分布。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
原因, 该区域内的森林遭到长期林业采伐、农耕、

野度和自然度两项指标, 从人类活动干扰、物种组

梅花鹿(Cervus nippon)、紫貂(Martes zibellina)、原

成、演替状态评价原真性, 也有学者建议从自然生
境面积比例、景观原貌保持状况(杜傲等, 2020)或以
①
生物量 确定生态系统原真性水平, 但在实践中应

研究报告

用不多。如果严格依照前述生态系统原真性概念,

采集松子等各种人为干扰, 加上风灾、火灾、生物
胁迫等自然干扰的影响, 原始森林逐年锐减, 地带
性顶极群落阔叶红松林留存较少, 取而代之的是大
量的次生林和人工林(陈高等, 2005; 王绍先等,

则需比较当前生态系统与其原生状态的相似程度,
这需要先解决以下2个问题: 首先, 如何确定生态
系统的原生状态? 借鉴植被自然度评价(Anderson,
1991; 吴银莲等, 2010), 一种方式是找一个几乎未

2020), 部分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为
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 区内建有自然保护地37处 ②,
总面积5,388 km2, 其中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

受干扰而仍处于天然状况的区域进行比较, 另一种
方式是假定消除所有干扰, 把群落全部演替系列完

积最大, 达1,966 km2。

成时的状态作为参照。其次, 若进行全面的比较,

2.2.1 评价指标及权重
本研究使用吉林省2018年林地变更调查更新
后的林地资源数据作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评价
的基础数据, 从森林起源、演替阶段、生长状况3
个方面入手, 遵循评价指标选取的可获得性、代表
性和可定量化原则, 选择起源方式、优势树种、林
龄、单位蓄积4项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其中, 以
起源方式反映森林来源, 以优势树种和林龄反映演
替阶段, 以单位蓄积反映生长状况。
从植被角度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评

需衡量生物地理群落中植物、动物、微生物、土壤
等的组成和结构等多方面的特征, 对于区域尺度而
言增加了生态监测成本和数据分析难度, 故通常根
据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按数据获取的便利性、指标的
代表性和统计特性选取关键指标(黄宝荣等, 2006)。
本研究以长白山地区为研究对象, 从植被角度
探讨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探索建立生态系统原
真性的评价方法, 同时也为将来长白山地区国家公
园的规划建设和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整合提供依据。

2.2 评价方法

2

方法

研究区域概况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的天然生态屏障, 拥有欧亚
大陆东部最典型、保存最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
系统。和全球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森林相比, 本区森
林以建群种独特、物种多样性丰富及含有较多的亚
热带成分而著称(郝占庆等, 2008)。研究区域位于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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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植被的自然度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一致性, 后者
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综合文献资料, 一般认为演
替阶段在评价中应占重要地位(Winter et al, 2010;
赵中华, 2009); 再结合专家意见, 得到了长白山地
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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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青 (2020) 全国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价及空间特征研究. 硕士
学位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 贵阳.
② 来源于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自然保护地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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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低。依据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等级定性划分标准,
0.7 ≤ SAU < 0.9表示原真性高, 0.5 ≤ SAU < 0.7表示

权重(表1)。
2.2.2 数据定量化

原真性中等, 0.35 ≤ SAU < 0.5表示原真性较低。

根据原真性内涵, 以长白山地区地带性顶极群
落为参照, 定性地构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等级划

3 结果

分标准, 从I到V级自然植被类型原真性逐渐降低。I:
演替至顶极, 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II: 处于演替中后

评价结果显示, 长白山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

期, 地带性顶极树种明显可见, 复层结构; III: 处于
演替中期或前期, 以过渡树种为主, 复层结构; IV:

性值为0.69, 森林原真性极高、高、中等、较低、
低的面积之比为9 : 44 : 33 : 11 : 3。原真性等级为高

处于演替前期, 以阳性先锋树种为主, 单层结构;

和极高的森林全是天然林, 主要由针叶混交林、阔

复层结构的人工林; V: 单层结构的人工经济林。

叶混交林、红松(Pinus koraiensis)林、云冷杉(Picea、

按“最接近原生状态特征赋值为1, 距离原生状

Abies)林、针阔混交林构成, 其中针叶混交林在原真

态特征越远赋值越小”原则, 对起源方式、优势树种

性极高的森林中面积比重占到70%以上; 原真性中
等的森林中, 93%为天然林, 7%为人工林, 主要的植

和林龄3项定性指标的不同属性特征进行定量化赋

被类型是天然阔叶混交林、天然栎林(Quercus)、天

值(表2)。
蓄积量按x = (x – xmin)/(xmax – xmin)进行数据标
准化处理, 至此4个指标值的变化范围均为0–1。
2.2.3 原真性值计算
森林小班和区域原真性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SAU =

林(图1)。不同植被类型原真性等级差异较大。针阔
混交林作为长白山地区海拔1,100 m以下的地带性

n

∑ f × W (i =

(1)

植被群落, 其中原真性极高的森林占15%, 原真性
高的森林占80%, 但由于受到过度干扰, 针阔混交

(m =
1, 2,..., k ) (2)

林在研究区域内的分布面积已大幅减少, 在长白山

其中, SAU为各森林小班的原真性值, fi为森林生态

地区所有原真性高和极高等级的森林中仅占6%;
亚高山地带性植被云冷杉、红松及其混交林中43%
的森林原真性极高, 51%的森林原真性高, 整体原

i

i

1, 2,..., n)

i =1

k

∑

TAU =
SAU m × Am /

k

∑A

m

m 1=
m 1
=

系统原真性评价指标i的定量化值, Wi为指标i的权
重值, n为指标个数, TAU为区域森林原真性值,

真性水平高于其他植被类型; 阔叶混交林在研究区
域内分布最广, 面积最大, 原真性几乎全为高和中
等等级, 占比分别为55%和38%。
长白山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等级空间分
布不均, 以长白山主峰为中心向南、向北、向西呈
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图2)。研究区域东北部的生态系
统原真性水平高于西部, 和龙市、安图县、抚松县、

SAUm为森林小班m的原真性值, Am为森林小班m的
面积, k为森林小班数量。
森林小班原真性值SAU ≥ 0.9时为天然顶极种
组的全部成过熟林以及近熟林中单位蓄积极高的
林地, 原真性极高; SAU < 0.35时为人工经济林的全
部幼龄林以及中龄林中单位蓄积极低的林地, 原真

表1 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评价指标权重
Table 1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ex for authenticity of forest ecosystem
内容 Content

指标 Index

说明 Introduction

森林起源 Forest origin
起源方式 Mode of origin
演替阶段 Succession stage 优势树种 Dominant tree

生长状况 Growth status

S

森林的主要生成方式 The main ways of forest formation
森林小班内蓄积量占比最大的树种
The tree with the largest volume in forest sub-com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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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组 Ag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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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权重 Weight
0.3
0.3

根据优势树种平均年龄划分 Classification by mean age of dominant tree 0.3

单位蓄积 Unit stock volume 单位面积活立木材积总量 Total volume of living standing trees per unit area 0.1

指标说明详见国家林业局2003年4月发布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ndicators, see Main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Forest Resource Planning and Design Survey issued by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in Apri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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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白桦(Betula platyphylla)林、天然针阔混交林、人
工落叶松(Larix)林、人工针叶混交林; 原真性等级
低与较低的植被类型主要是栎林、白桦林和落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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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白山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不同原真性等级主要植被类型面积比例。Mn: 针叶混交林; Mb: 阔叶混交林; Md: 针阔混交
林; N1: 红松林; N2: 云冷杉林; N3: 落叶松林; B1: 椴树林; B2: 栎林; B3: 白桦林; B4: 杨树林; OT: 其他。
Fig. 1 Proportion of major vegetation types with different authenticity levels of forest ecosystem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Mn,
Coniferous mixed forest; Mb,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Md, 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N1, The forest with Pinus
koraiensis as dominant tree; N2, The forest with Picea spp. and Abies spp. as dominant tree; N3, The forest with Larix spp. as
dominant tree; B1, The forest with Tilia spp. as dominant tree; B2, The forest with Quercus spp. as dominant tree; B3, The forest
with Betula platyphylla as dominant tree; B4, The forest with Populus spp. as dominant tree; OT: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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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白山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值空间分布图。a: 和龙市; b: 安图县; c: 抚松县; d: 临江市; e: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value of forest ecosystem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a, Helong City; b, Antu County;
c, Fusong County; d, Linjiang City; e, Korean Autonomous County of Chang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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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临江市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森林原真性值依次
的森林广布且集中,
对长白山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保
rs
e
v
i
为0.70、0.71、0.67、0.60和0.63。原真性极高的森林
护的贡献最大。原真性高的森林主要分布在和龙市
d
o
i
主要分布在海拔1,100 m之上, 大部分位于长白山B 与安图县交界的甑峰岭区域、长白山主峰东北坡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延边仙峰国家森林公园、甑峰
性 南坡、抚松县北部。原真性低的森林星散分布在研
样
岭自然保护区、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内, 受到严格保
究区域西侧、鸭绿江和图们江水系河谷, 大多处于森
多
护, 尤其是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原真性极高
林生态系统与其他类型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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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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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Index

属性 Attribute

起源方式
天然更新 Natural regeneration
Mode of origin 飞播造林 Aerial seeding
人工造林 Artificial afforestation
优势树种
顶级种组 Climax species group
Dominant tree 过渡种组 Developing species group
species
先锋种组 Pioneer species group
龄组
Age group

赋值 Value
1.0
0.6
0.2
1.0
0.6

标体系, 计算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值并进行空间定
量分析。从评价结果来看, 准确度相对较高, 区域
间具有可比性。将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评价与森林
资源清查相结合, 实现了数据共享和成本节约, 适
用于区域尺度样地调查困难时对森林生态系统原
真性进行快速评价。选用优势树种和林龄反映演替

经济树种 Benefit-oriented species

0.2

阶段具有研究基础。林龄被认为是划分森林演替阶
段最直接简单的方法(Saldarriaga et al, 1988), 乔木

成过熟林 Mature forest

1.0

层中的优势树种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近熟林 Near mature forest

0.8

分, 可区分不同森林群落, 两者结合可较好地反映

中龄林 Middle forest

0.4

幼龄林 Young forest

0.2

群落演替状态。单位蓄积反映了森林生产力, 在植

0.4

根据长白山地区生物群落演替的基本特点(郝占庆等, 2008; 范秀华,
2018), 将白桦、春榆、山杨等阳性树种划分为先锋种组, 红松、云
杉属、冷杉属植物划分为顶极种组, 其他树种划分为过渡种组, 经
济树种单列。
According t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succession in
Changbai Mountains (Hao et al, 2008; Fan, 2018), Betula platyphylla,
Ulmus davidiana var. japonica, Populus davidiana and other
heliophilous species were divided into pioneer species group; Pinus
koraiensis, Picea spp. and Abies spp. were divided into top species
group; Other species, except benefit-oriented tree, are grouped into
developing species groups.

4

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森林生态系统原真性的评价指

讨论
长白山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空间差异

较大, 这与该区域长期的森林保护与开发活动密切
相关。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60年, 得益于长
期有效的管护, 在长白山主峰干扰类型主要为自然
干扰, 除峰顶因火山灰沉积和气候严寒呈裸地状态,
以及局部地区受风灾影响退化为草甸外(王绍先等,
2020), 保护区内森林总体保持高原真性水平。保护
区周边大部分林区属于吉林森工集团, 过去是我国
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 遭受长期采伐, 原始林逆向
演替为次生林或彻底破坏后重新造林成为人工林
(郝占庆等, 2008; 于琳倩等, 2014), 原真性水平普
遍低于保护区内。东西部的原真性等级分布反映了

被自然度评价上常用于指示森林的活力水平、层次
结构等(喻庆国, 2007; 赵中华, 2009), 在森林生态
系统原真性评价中仍具有适用性。
然而, 仅依靠森林清查数据在指标选取上受限
较大, 就森林生态系统而言, 动物、土壤等组成部
分也需要重点关注。今后应以样地调查的生态系统
原真性评价为基础, 加强不同类型组成要素的自然
属性、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 提高评价结果的
可靠性。另外, 对生态系统原生状态特征的充分了
解是评价原真性的前提, 若是评价工作倾向于以各
项指标的最优值为标准就偏离了原真性内涵。随着
研究区域尺度扩大, 生态系统的原生状态可能出现
复杂混合特征, 如何确定参照对象有待进一步讨
论。本研究从生态系统自身的状态属性出发, 反映
的是所有自然和人为干扰对生态系统影响后的状
态, 因未区分干扰类型, 无法为识别区域生态风险
提供更多信息。对生态系统原真性的进一步研究应
加强对评价区域生态系统原生状态的全面了解, 建
议从生态系统内部结构过程功能和承受压力(过度
干扰)来源两方面入手, 同时应用遥感等技术手段,
构建适用于较大研究区域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使
原真性评价具有准确性的同时, 在更大尺度上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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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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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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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江林业局所辖林场森林原真性水平明显低于
v
i
1971年成立的白河林业局所辖林场。评价结果与实 iod
际情况相符, 可以较准确地反映长白山地区森林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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