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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H=证书持有者 

FPIC=自愿、事先和知情同意 

HCV=高保护价值（区域） 

HCVRN=高保护价值资源网络 

IFL=完整森林景观 

IMS=内部管理系统 

KBA=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 

PA=保护区 

*注意：在本文件中，加下划线的词表示标准术语表中定义的术语。本指南不重述这些定义，

所以在执行标准时，建议查阅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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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植被，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如授

粉、病虫害防治、水净化、土壤保护与保持、作物适应力、微气候调节、固碳以及对气候变化

影响的整体适应力等。 

 

 本文件为实施雨林联盟2020可持续农业标准第6章

第6.1、6.2和6.3节提供了指导。该三小节主要涉及

自然生态系统、高保护价值（HCV）区域、自然植

被和河岸缓冲区。之所以一并提出第6.1-6.3节的

指导意见，是因为该三小节涉及的主题高度相关

，彼此联系：自然生态系统和河岸缓冲区包含自

然植被，保护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植被和河岸缓

冲区有助于保护高保护价值区域，和减缓其（可

能遭受的）风险（图1）。 

 
图1. 自然植被、自然生态系统和高保护价值区域之间的关系 

 

 

基于风险的自然生态系统方法 

2020 年雨林联盟认证项目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包括风险评估，为农场管理和审核准备工作

提供参考。风险评估工具主要有两种： 

1. 风险地图：由雨林联盟开发，涵盖证书持有者和农场层面的毁林和侵占保护区等重要

问题的风险。风险地图通过结合位置数据和外部数据，帮助内部检查员和审核员确定

农场是否符合标准要求。风险地图可推动农场管理决策和管理计划的制定。本指南讨

论了标准要求 6.1.1（毁林）和 6.1.2（侵占保护区）的风险地图。 

2. 风险评估工具：由证书持有者填写，也为管理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关于风险评估工

具，详见雨林联盟农场标准附件 S3（农场风险评估工具）。本指南重点关注高保护价

值区域（要求 6.1.3-6.1.4）和自然生态系统（要求 6.2.1）有关的风险评估。 

  

自然植被 

自然生态系统 

高保护价

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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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指南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如下所示： 

第 1 节：风险地图——本节介绍了如何绘制和评估毁林与侵占（保护区域）的风险。涉及要

求 6.1.1 和 6.1.2。 

第 2 节：风险评估——本节介绍了如何根据风险评估工具的答案，识别和制定纳入农场管理

计划的行动措施。 

2a：对高保护价值区域的风险。涉及要求 6.1.3 和 6.1.4。 

2b：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风险。涉及要求 6.2.1。 

第 3 节：收集指标数据——本节介绍了如何收集指标数据，以及如何根据自然植被和河岸缓

冲区要求设定目标。涉及要求 6.2.2、6.2.3、6.2.4、6.2.5 和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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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地图 

1.1 自然生态系统的（土地用途）转换和保护区域内的（农业）生产 

标准要求 6.1.1 和 6.1.2 主要涉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土地用途）转换以及保护区域内的（农

业）生产。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保护区域是本标准的根本基础。 

 

雨林联盟风险地图可帮助证书持有者、内部检查员和审核员识别 2014 年以后森林和自然生态

系统的土地用途转换以及在保护区内生产的情况。风险地图可显示与过去毁林或侵占保护区有

关的生产者和地区。 

如果风险地图显示某个农场或农场团体过去可能存在毁林或侵占保护区的行为，内部检查员必

须调查该风险，并由审核员核实。 

如果发现潜在风险，证书持有者必须在其管理计划中描述拟采取的行动，以防止未来毁林或侵

占（见下文）。如果经内部检查和/或审核，核实了毁林或非法侵占行为，所涉农场将不再具

备条件获得认证。 

关于收集地理位置数据和风险地图绘制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指南 D：地理位置数据要求和

风险地图。关于毁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件 S12：无（土地用途）转换要求的附加细节。 

 

风险地图结果评估 

如果风险地图显示有毁林或侵占保护区的风险，内部检查员须视情况在现场、内部管理系统（

IMS）或工厂层面评估这些问题。例如，检查员应调查是否存在近期毁林或非法砍伐的迹象、

是否记录在案等。 

如果内部检查员或审核员怀疑存在毁林行为（例如基于外部报告或农场的实际痕迹），那么，

即使雨林联盟风险地图上未显示证据，他们也可以拜访当地有关部门、邻近的农场和社区，核

实是否确实发生了毁林行为。如果至少有两个来源证实毁林行为（例如风险地图+现场证据、

现场证据+访谈、访谈+内部管理系统层面的检查），应提出不符合项。表 1 提供了风险示例

以及内部检查时应采取的行动。 

  

➢ 核心要求 

要求 6.1.1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天然林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不再转换为农业生

产或其他土地用途。 

➢ 核心要求 

要求 6.1.2 除非符合适用法律，否则不得在保护区或其官方设定的缓冲区进行

（农业）生产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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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示例 内部检查中的行动 

保护区内生产

的中/高风险 

• 内部检查/审核前：研究并熟悉保护区地图，确保地图覆盖所有相关保

护区。同时确保熟悉有关部门针对保护区制定的管理计划。 

• 内部检查/审核应核实农场是否确实与保护区重叠（即 GPS 点或多边形

显示农场全部或部分位于保护区或缓冲区内）。 

• 重叠风险依据的是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提供的保护区地图。

WDPA 地图根据各国的国家地图不断更新。根据这些地图，可实地核

实保护区的确切边界以及农场是否侵占保护区（例如查看地理位置数

据，查看最新的官方地图、文件或保护区内允许生产的许可文件等）

。 

• 某个保护区在风险地图上是否标记为“可进入”，即意味着根据适用法

律允许生产（以中等风险表示）：确保生产符合适用法律或管理计划

规定的原则；是否需要生产的许可文件（例如，加纳有获得许可的农

场）： 

- 检查农场是否有在保护区内经营的经营许可文件； 

- 检查许可文件的有效期； 

• 如果与“不得进入”保护区有重叠，即意味着不允许生产（以高风险表

示），则该团体成员或生产单位不能获得认证。 

毁林中等风险 

• 评估树龄： 

o 毁林地区的树木几乎都是 2014 年以后栽种的。 

• 核实风险地区是否有毁林迹象，近期毁林迹象包括： 

- 森林斑块边界内的树木近期有变化迹象，如长出的幼枝延伸到

开放斑块内； 

- 新（农业）生产区出现新树桩； 

- 出现砍伐大树的破坏迹象； 

- 森林或生产区开垦出带状土地； 

- 空地上长出苔藓、地衣、草以及容易在贫瘠环境中生长的物种

（如号角树），可能提示近期砍伐了树木。 

毁林高风险 

• 如上文所述，评估近期毁林的证据。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就可以假设

推断发生了（土地用途）转换，需要（后续）证据来评判风险地图的

发现。这些证据可包括： 

- 解释：风险地图上显示的（土地用途）转换是不准确的（例

如，非天然林被采伐并转换为农业用地；采伐遮荫树等）。 

- 证据表明：具有（土地用途）转换高风险的农场，是在截止日

期前建立的。 

表 1. 针对不同风险等级进行内部检查时的核实行动示例 

  

https://www.protectedplanet.net/region/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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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风险缓解行动并纳入管理计划 

不合规的情况 

如果发现不符合要求 6.1.1 和 6.1.2 的情况（即 2014 年以后，发生的毁林或在保护区内非法生

产），证书持有者应将不符合要求的团体成员或生产单元排除在认证项目外。 

大型农场，如果存在土地用途转换，其转换面积小于农场总面积的 1%或不超过 10 公顷，其仍

可以申请认证（另见 2020 认证与审核规则、附件 S12：无（土地用途）转换要求的附加细节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补偿（土地用途）转换：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和/或提供补偿性保护

效益，具体如下： 

• 与生态学家合作制定恢复/补偿计划。计划应符合《问责制框架》中规定的有效环境恢

复与保护参数。1计划的恢复必须： 

- 成比例：恢复面积不小于（土地用途）转换面积。可以（土地用途）转换区域

退出生产并予以恢复，也可以恢复附近区域和/或提供补偿性保护效益。 

- 等价：恢复的生态系统必须与失去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生态价值上相当。如果恢

复区域的价值低于转换区域，则必须恢复更大的面积。 

- 额外补充：该恢复行动必须是额外的，在出于其他原因（包括雨林联盟对自然

植被的要求）所计划开展的活动（的基础上）附加的行动。 

- 永久性：恢复活动的设计必须确保长期可行，包括资金、管理责任、明确指定

的土地和土地（所有/使用）权。 

计划必须包括有时限的中期目标、明确的活动责任以及至少每三年一次的监测计划。

必须从一开始就对计划进行审核，必须至少每年监测和报告一次进展情况，并在审核

期间进行核实。 

  

 
1 https://accountability-framework.org/  

如果是大型农场，存在（土地用途）转换且转换面积小于农场总面积的 1%或不超

过 10 公顷，则管理计划应包括： 

 恢复/补偿计划的描述 

https://accountability-frame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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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将来的不合规风险情形 

在某些情况下，证书持有者须与生产者合作，防止将来的不合规风险。这些情况包括： 

i）风险地图和内部检查发现，在已认证农场的附近（但不在该农场内）发生了（土地用

途）转换或侵占保护区。 

ii）不合规的团体成员/生产单位被排除在外，但证书持有者在附近地区还有其他生产者

。 

 

2.风险评估 

2.1 对高保护价值（HCV）区域的风险 

高保护价值区域是重要的环境和社会特征。高保护价值资源网络（HCVRN）定义了六种高保

护价值：物种多样性；景观级生态系统；本地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社区需

求；文化价值。2高保护价值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概念，是许多企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始终坚持

的一个理念。 

雨林联盟证书持有者应开展适当的管理与监测活动，维持和提高这些价值。许多标准要求都涉

及高保护价值有关的主题。为进一步保护高保护价值区域，雨林联盟与 HCVRN 联合开发了一

种基于风险的高保护价值方法，旨在帮助证书持有者识别和减轻其生产加工活动对该区域内或

附近的高保护价值区域的威胁。为防止农场活动影响高保护价值区域，农民必须通过回答风险

评估工具中的问题来识别对高保护价值区域的风险（要求 6.1.3/6.1.4）。 

如果风险评估显示农场或农场团体对高保护价值区域的影响为低风险，那么遵守本标准的其他

条款即可以认为其足以保护可能存在的高保护价值区域，无需进一步评估或采取缓解措施。 

如果认为该农场被确定为其生产活动对高保护价值区域的影响为高风险，则需要根据风险评估

中的规定采取额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减轻威胁。这些措施必须在证书持有者的管理计划

中详细说明。 

 
2 https://hcvnetwork.org/how-it-works/ 

如果农场或农场团体有潜在将来的可能发生毁林、侵占保护区域等不合规行为的风

险，应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行动： 

 收集中/高风险区域附近的所有团体成员或生产区的 GPS 多边形数据，检查其

存在（土地用途）转换或侵占保护区域风险。 

 直接告知生产者不得转换（土地用途）和侵占保护区域，并与生产者订立协

议，确保他们不会转换（土地用途）和侵占保护区域。 

 组织活动和培训，提高对毁林、自然生态系统（土地用途）转换和侵占保护区

的认识。 

 在附近组织植树造林活动。 

 

https://hcvnetwork.org/how-i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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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1：是否靠近完整森林景观 

完整森林景观（IFL）是指大面积的森林和森林镶嵌体，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小，在卫星图像上

看不到采伐、采矿或基础设施的迹象。完整森林景观的树木和土壤中储存了大量的碳，并为当

地野生动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所有完整森林景观都被认为是具有高保护价值的区域。 

虽然经认证的农场不太可能位于完整森林景观内，但它们可能就在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

需要了解哪些活动可能导致完整森林景观退化，例如开辟新的道路、采伐木材、扩大家庭菜园

、搭建临时居住点等。 

 

风险评估问题 2：是否靠近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国际重要湿地或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遗址 

这个问题旨在解决特别有价值的“保护特征”面临的风险。保护特征是优先保护区（如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国际重要湿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址）旨在保护的关键物种和价值。

这些区域附近的农场也可以为保护特征物种提供栖息地。 

要求 6.1.3 核心要求（针对大型农场） 

➢ 要求 6.1.4 必选改进 L1（针对团体管理者） 

管理者，通过风险评估工具（1.3.1）确定高保护价值（HCV）的相关（风险）缓解

措施，并将（风险）缓解措施纳入其管理计划（1.3.2）。管理者实施上述（风险）

缓解措施。 

问题 2：农场（或团体的任何农场）是否位于指定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国际重
要湿地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遗址内或附近 2 公里范围内？ 

如果是，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使用本指南文件末尾的“保护特征表模板”

和以下各节中的信息可帮助完成此项工作）： 

 识别并列出相关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国际重要湿地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遗址的保护特征； 

 确定维持这些特征的必要条件； 

 评估农场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并在管理计划中增加可避免或减轻这些影

响的措施。 

问题 1：农场（或团体的任何农场）是否位于完整森林景观附近 5 公里范围内？ 

 如果是，请列出农民（以及常驻工作人员）的活动清单，包括砍伐树木、清除

或焚烧植被、放牧以及在农场范围外的更广阔景观中捕猎/采集等。 

根据活动清单，在管理计划中增加以下内容： 

 针对可能导致完整森林景观的结构或物种退化的任何活动，提出停止或重新指

导（上述不合规活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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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了优先保护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国际重要湿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遗址）的详细信息，以及如何查找相关保护特征信息。 

步骤 1：识别优先保护区 

保护区（PA） 

可通过地方、地区或国家保护机构和/或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ww.protectedplanet.net）获得

保护区信息。在世界保护区数据库网站上，可以在全球地图上定位任何一个保护区，点击具体

的保护区即可获取有关该保护区的大小、IUCN 分类和其他详细信息。也可以联系当地的自然

保护机构，获取保护区及其缓冲区内允许开展的活动信息。 

如果农场或农场团体位于保护区附近，请检查该区域是否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或国际重要湿

地（见下文）。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KBA）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对于全球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 IUCN 关于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地理上受限制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完整性、生物过程和

不可替代性的标准，可通过包容性磋商进程识别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 

要查找某个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的具体信息，可查阅世界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数据库（

www.keybiodiversityareas.org/home）。在世界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数据库网站上，可以导航

到全球地图，然后搜索具体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大多数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对鸟类和其他

生物而言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更多信息”下面有一个“BirdLife DataZone IBA Factsheet”链

接。BirdLife Factsheets 通常包含足够的信息，可用于高保护价值区域的风险评估。如果没有

找到（某些区域的）信息，可以在互联网上寻找其他信息来源，或通过国家或地区保护机构或

民间团体（如国际鸟盟等非政府组织）获得相关信息。 

 

国际重要湿地 

国际重要湿地是根据政府间条约《湿地公约》（又称拉姆萨尔公约）指定的对保护生物多样性

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淡水、咸水或海洋湿地。关于国际重要湿地的信息，可通过国际重要湿地

信息服务（https://rsis.ramsar.org）获得。在国际重要湿地信息服务网站上，在“筛选检索”下

选择相关的地区和国家。国际重要湿地以橙色圆点显示。点击一个湿地，即可生成湿地的概况

介绍和卫星图。关于详细的国际重要湿地信息表，如生态、物种组成、生态系统服务、威胁和

保护措施等，可通过“下载”获得，同时还可以获得湿地及其周边区域的植被和基础设施地图。 

每个国际重要湿地都应有专门的国际重要湿地管理计划，其中包括全部或部分流域、缓冲区、

恢复措施、土地使用限制等的信息。此外，您所在地区的自然保护机构也应该能够提供国际重

要湿地管理计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遗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遗址是 1972 年一项国际公约所界定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的具

有突出的普遍文化或自然价值的遗址。世界遗产遗址互动地图可在线查阅（

https://whc.unesco.org/en/list/）。在该网站上，文化遗址、自然遗址和混合遗址由不同的符

号形状和颜色表示，并标示出了哪些遗址处于危险中（红色）。点击遗址名称旁边的“库”符号

，即可查看信息表（有八种语言版本），信息表中包含遗址的简要介绍和所在区域的价值、完

整性和保护状态摘要。 
  

http://www.protectedplanet.net/
https://rsis.ramsar.org/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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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识别保护特征 

保护特征是优先保护区旨在保护的关键物种和价值。如果农场或农场团体位于优先保护区附近

，那么农场中也可能存在需要保护的保护特征。一旦确定农场或农场团体附近有优先保护区，

则必须评估有哪些具体的保护特征，然后确定保护措施。 

易危和濒危物种 

关于物种信息，可查阅 IUCN 红色名录（www.iucnredlist.org）、国家红色名录（

www.nationalredlist.org）或区域协调中心名单（

www.iucn.org/about/union/members/membership-focal-points）。通过这些网站，可搜索相

关优先保护区的易危和濒危物种： 

1. 在搜索框中输入通用名（英文）或学名（拉丁文）查找物种； 

2. 查找物种的灭绝风险、分布和种群规模信息； 

3. 在保护特征表（本指南末尾提供）中填写相关信息。 

 

第 3 步：评估威胁 

在这个阶段，保护特征表中应包含所在区域的价值以及主要威胁概况。下一步是评估农业活动

和景观利用实践是否会对这些保护特征造成威胁。如果开展或参与了信息来源中列为威胁的任

何活动，或者已知可能造成其他负面影响，则认为会造成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保护特征的威胁，应思考改变实践，比如放弃可能产生

负面影响的实践、通过调整实践避免有害影响、采取一些新的“安全”措施等等。 

在保护特征表中填写“行动要点”，并纳入到管理计划中。通过这样做，可跟踪监测你应尽的高

保护价值职责的履行情况，并向审核员证明符合相关程序。 

 

  

示例：豹（Panthera pardus） 

在 IUCN 红色名录上搜索“豹”，可以发现这种哺乳动物属于“易危物种”，全球种群数量正

在减少。点击“在地图上查看”，可以发现豹曾经出现在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所有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但现在只占原来分布的不到一半。 

点击方框中的物种名称，即可生成概况介绍，其中简要介绍了豹的栖息地和生态、威胁

以及保护措施，并提供了许多信息链接。 

http://www.iucnredlist.org/
http://www.nationalredlist.org/
http://www.iucn.org/about/union/members/membership-focal-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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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3： 当地社区 

当地社区可能有权出于特定目的而穿越、进入或使用农场内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进入捕鱼场

所、牲畜饮水、收集建筑材料等，也包括季节性地进入农场获取水、饲料、天然产品或食物来

源。农场的土地，有可能包括个人（所有权/使用权）和集体所有权/使用权的组合。 

证书持有者必须确定对农场内土地或资源拥有合法的正式或非正式权利的各方，并通过自愿、

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程序处理和解决涉及合法权利的冲突或争端。 

如果当地社区对农场内的土地或资源拥有惯有的或合法的使用权，则还需要考虑他们的活动是

否会对保护特征构成威胁。如果会，则必须与社区联合启动自愿、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程

序，并商定适当的措施，以减轻社区活动对保护特征的影响。 

 

  

问题 3：当地社区对农场是否有任何合法或惯有的权利？ 
 

如果是，则： 

 受影响的社区共同参与，联合绘制农场内使用当地社区土地的地图 

 识别并减轻农业活动对资源或栖息地的任何直接和间接影响 

 根据自愿、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原则，与社区就该区域内（资源）的使用

和管理达成正式协议，并记录在案 

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根据上述内容确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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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4：公有土地的使用 

公有土地往往为广大社区提供一系列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对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公有

土地既符合农业家庭的集体利益，也符合非农业家庭的集体利益。如果管理不善或控制不当，

农业活动可能会导致公有土地退化。例如，过度放牧会压实土壤，阻碍其自然再生；雇工式野

生捕猎可能会耗尽当地社区的蛋白质来源。如果公有土地退化，或公有土地上的资源减少，则

可能会失去对广大社区和农民的价值。 

首先，农民应该：列出他们目前或计划中的（对公有土地的）使用情况，并仔细考虑其对植被

以及对广大社区使用（公有）土地的影响，并致力于尽量减少对公有土地的直接影响。例如，

农民经常为了修建农场房屋而采伐木材，这种做法改变了森林结构，可能减少社区其他成员所

依赖的必要的非木材林产品或其他资源。在这个例子中，为了避免对当地社区的负面影响，农

民最好是向拥有合法来源的木材供应商购买建筑木材。 

此外，鼓励农民参与或发起社区层面的活动，由社区集体商定如何管理和维护土地，并明确哪

些农业实践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通过与当地学术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也可以

获得一些对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和恢复项目的技术支持。 

 

风险评估问题 5：农场和/或团体规模（公顷） 

农场或农场团体的规模以及前述风险评估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农场或农场团体是否需要进行全

面的高保护价值区域方面的风险评估。如果是上述优先保护区内或附近的大型农场（＞10000

公顷），或是影响当地社区惯有权利的农场，更有可能拥有高保护价值。这些农场的（生产）

活动，也对高保护价值区域构成更大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雨林联盟要求由持证照的高保护价值评估人员进行全面的高保护价值评估。团

体和农场管理人员需与高保护价值资源网络（https://hcvnetwork.org/）联络，确定高保护价

值的存在性和具体位置，以及这些价值可能受到哪些直接或间接威胁。高保护价值评估员还将

建议如何管理和监测农场及更广泛景观中的高保护价值。评估主要通过桌面审查、实地收集数

据以及与当地社区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协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问题 4：是否将公有土地用于认证作物生产或加工相关活动，例如采伐木材？ 
 

如果是，则： 

 识别并描述目前或计划的，使用来自公有土地的资源的，农业活动或认证作物

加工活动，如烘干、建造棚舍等 

 评估这些活动是否影响植被结构、社区的土地使用或社区的宗教/神圣重要性  

 在农业活动扩大或多样化时，设法降低负面影响，并避免依赖来自公有土地的

资源  

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根据上述内容确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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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农场自然生态系统的风险 

雨林联盟标准第 6.2 节关注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植被。该节的目标是测量和跟踪自然生态系统

的范围与质量，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和保护（要求 6.2.1)，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农场自

然植被的数量与多样性，增加栖息地和维护生态系统健康（要求 6.2.3-6.2.6）。 

该节使用的许多术语，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保护”，均在标准附件 S1 术语表中作了定义和描

述；建议使用者查看该附件。请注意，自然生态系统由基本保持原始状态的自然生态系统，以

及再生的、管理控制下的或部分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组成。 

该节对如何处理自然生态系统风险评估发现的问题提供了指导。风险评估问题仅适用于存在所

述自然生态系统（如森林、湿地等）的农场或农场团体。 

 

风险评估问题 1：天然林 

此风险评估问题旨在评估农场或农场团体的林区是否为天然林（或是否正在自然再生），或者

是否需要采取额外的管理措施来保护和提高这些生态系统的质量。证书持有者应通过以下特征

了解其农场的森林质量：冠层覆盖率、林层数以及森林生长是否受藤蔓植物生长的影响。以下

对这些特征作了解释： 

冠层覆盖率 

冠层覆盖率是对森林生态系统密度或丰满度的估计。冠层覆盖率为森林物种提供了重要的栖息

地，维持生态系统水平衡，并促进树木可量化效益之一——二氧化碳呼吸。冠层的结构和丰满

度也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存活。冠层覆盖率取决于所在地区天然林中的原生植被类型，但通常

不低于 40%。关于冠层或遮荫覆盖率的详细测量，见本文件 3.1“混农林系统自然植被”中描述
的方法。 

 

林层 

健康天然林通常有多个垂直层，也称为林层。林层反映了森林的结构完整性，有助于生态系统

的正常运转。主要的林层包括： 

• 枯枝落叶层（由土壤、落叶、枯枝等组成）； 

• 林下层（由草本植物、灌木、树苗和幼树组成）； 

• 中间层或冠层（在林下层以上，离枯枝落叶层约 15-30 米，通常植被茂密，藤蔓植物

较常见）； 

• 上层或新生冠层（高度达到 30 米或以上，高大树木分散分布，树冠延伸到中间冠层上

面）。 

每一层都在森林生态系统运转中发挥着作用，包括光照调节、土壤富集和栖息地（图 2）。 

天然林一般有四至五个健康垂直层系。可以通过简单的实地观察来估计农场林区的林层数：在

森林中找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点，周围被相对一致的森林包围，并注意是否有林层缺失或未发

育完成。根据观察结果和图 2，确定森林的垂直结构中是否有明显的空隙，或者是否有垂直层

比其他层密集得多。在林区内选择多个点反复观察，最终确定有代表性的林层数。 

  

➢ 核心要求 

要求 6.2.1 管理人员制定并实施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该计划根据 1.2.9 所述的

地图和 1.3.1 风险评估工具中的自然生态系统部分制定，每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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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蔓植物 

藤蔓植物（木本攀援植物）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十分常见，在植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藤

蔓植物生长迅速，不投入能量发展支撑结构，而是依靠其他树木进行支撑。因此，藤蔓植物会

减缓树木的生长速度，对生物量积累和固碳具有负面影响。然而，藤蔓植物是热带森林的一个

自然组成部分，如果其生长得到适当控制，那么除了为生活在树上的物种提供食物外，还能作

为树冠间通道，促进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一般来说，茎部直径大于 5 厘米的藤蔓植物被认为是天然热带森林的有益元素，而茎部较小的

藤蔓植物往往对其所生长的树木具有负面影响。在一个结构良好、树木高大、冠层覆盖率广的

森林中，由于环境阴凉，藤蔓植物通常较少。因此，如果小型藤蔓植物过多，则预示森林质量

下降。 

根据实地观察和农民的知识，判断农场天然林生态系统中是否存在过多的小型藤蔓植物。对下

列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为“是”，都可能表明藤蔓过度丰富。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藤蔓植物是否迅速生长或增多？ 

2. 幼树或成材树的生长是否受到大型藤蔓植物的阻碍或影响？ 

3. 是否有 50%以上的树木受到藤蔓植物侵扰？ 

4. 藤蔓植物是否集中在树冠上？ 

如果是，应在管理计划中纳入措施清除某些类型的藤蔓植物或减少藤蔓植物过度生长对森林生

态系统的影响。 

下面的流程图可帮助回答风险评估问题。 

图 2.健康天然林的四个主要林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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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2：湿地 

湿地因具有独特的防洪能力，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水体。湿地含有多孔土壤和特殊植被，能够适

应各种 不规律的水文状况。例如在暴雨天气，湿地能够吸收和储存多余的水，然后缓慢释放

，减轻洪水。由于湿地并不总是完全淹没，因此需要确定湿地的空间范围，确保农业及其他开

发活动不会影响湿地的防洪能力。 

注意，在管理湿地时还必须考虑雨林联盟标准中的其他要求，例如对河岸缓冲区（6.3.1、

6.3.2 和 6.3.3）和农用化学品禁喷区（4.6.6）的要求。在本部分中，我们重点关注湿地及其在

减轻洪水方面的作用。 
  

问题 1：从冠层覆盖率、林层以及藤蔓植物生长情况来看，林区是否类似天然林？ 
 

如果风险评估问题的答案为否，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管理冠层覆盖率、林层以及藤蔓植物（例如开辟空地、种植其他物种、必要时

限制采伐或放牧等）以促进天然林的再生和生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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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洪泛区？ 

通常在暴雨、堰塞或融雪情况下，当河流或其他水道在短时间内蓄积大量的水时，就会发

生泛洪。经常或周期性被淹没的周围地区被称为洪泛区，是健康河流的自然组成部分。洪

泛区形成了一种季节性或周期性湿地栖息地，对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而言十分重要。洪泛

区还通过吸收洪水和减缓洪水速度，为附近社区带来诸多好处。许多沿海地区也存在湿地

洪泛区，如潮浸浅滩地。这些湿地在大型潮汐事件、风暴或海平面上升时起到防洪作用。

尽管湿地洪泛区可能只在某些季节或时段活跃，但保护和恢复这些湿地至关重要，有利于

维持湿地效益，防止洪水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影响。 

问题 2：湿地是否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能储存或输送洪水？ 
 

如果答案为“是”，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划定和管理湿地和活跃洪泛区，以确保生产和加工活动不侵占洪泛区的计划。 

 



 

SA-G-SD-14-V1 18 

风险评估问题 3：侵蚀风险 

裸地面积大和有陡坡的自然生态系统容易遭受侵蚀和表土流失。一旦发生侵蚀和表土流失，土

地生产力会降低，水体和灌溉渠道沉积物负荷增加，有时还会影响到下游很远的农业和渔业社

区。陡坡还可能导致山体滑坡，对山下的居民区和基础设施有潜在的致命影响。 

坡度大于 1:3 的地区（大于 0.1 公顷）受侵蚀风险较高（图 3）。此外，草原、牧场、稀树草

原和沙漠生态系统中的大块裸地（大于 0.1 公顷）也有受侵蚀的风险，应通过地被植物、植被

、植物篱笆或铺设土壤覆盖物等办法加以稳定。 

 
 

图 3. 易受侵蚀的斜坡（坡度大于 1:3） 

 

可以通过永久植被覆盖，包括草、灌木或具有稳定根系的树木等来减轻侵蚀风险。斜坡还可以

通过开垦梯田加以稳定。但是，梯田的开垦需要大量的初期工作，并且需要持续维护，防止退

化，因此梯田大多用于在人口稠密地区密集种植高价值作物。维持和/或恢复保护性坡面植被

需要的工作量相对较少，可通过植树园或种植以遮荫树和多年生林下作物（如咖啡、可可）为

主的生产性农混林实现。 

 

 

  

问题 3：草原/牧场或非天然沙漠地区是否含有大面积的裸地，并有可能侵蚀到附近的水道
？ 

如果是，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种植更多的原生地被植物（草、灌木、树木），同时采取其他措施防止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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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4：休耕地树木再生 

休耕地 

以前用于农业用途、但现在退出生产的土地被称为休耕地。土地可以暂时退出生产，以肥沃土

壤（例如通过风化、利用植物和动物粪便自然施肥等），也可以永久停止生产，以再生自然植

被。如果休耕地以前是森林，或者位于能够生长森林的地区，那么土地通常可以恢复到森林状

态，对水文和养分循环、土壤质量、侵蚀控制、栖息地和减缓气候变化都有很大的好处。跟踪

休耕地上的森林再生，有助于监测土壤质量，并帮助农民衡量建设或重建森林的进展。 

证书持有者也可以利用永久休耕地来达到要求 6.2.4 中规定的 10%或 15%的自然植被阈值。在

这种情况下，应让休耕区自然再生，同时辅以管理措施，改善植被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农民和

团体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确定土地休耕的时间和植被自然再生的情况来评估休耕地的质量，并确

定适当的管理办法。 

根据耕种记录、掌握的知识和其他观察结果，确定土地最后一次用于农业用途的时间，以及土

地是否是从该时间起自然再生。通过实地观察，确定休耕地上的树木是否再生，并确定可以实

施的管理措施，以促进再生（例如种植本地（植被）苗木、保护已有苗木等）。 

 

风险评估问题 5：生态系统连通性 

虽然保护全自然生态系统很重要，但农场或农场团体生态系统的空间配置也可能会影响生态系

统的质量和功能。栖息地碎片化是指大型栖息地通常受人类活动影响而破碎成越来越小碎片的

过程，对生物多样性具有极其不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自然生态系统碎片化后，生物多样性

可减少高达 75%，同时还会影响营养循环、生物量积累等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碎片化后，通常更容易受到人类在其边缘使用土地的影响。随着破碎化程度的增加，

受干扰的栖息地数量也随之增加。如果生态系统碎片彼此孤立，碎片之间动物的迁徙就会减缓

或停止，特别是当中间的土地不适合动物迁徙时（例如中间的土地为开放的、退化的或农业用

地）。因此，碎片化对短期和长期的生态系统功能都有影响。 

通过查阅卫星图或所有权草图，确定农场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是否通过景观廊道连通。图 4

显示了连续的、孤立的和连通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我们的目标是创造连通或连续的自然生态

系统。如果农场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目前是以孤立的碎片形式存在，那么可以通过种植原生

植被廊道连通。关于景观走廊的主要特点和维护，可以向当地的自然保护机构及其他相关组织

咨询意见。 

问题 4：永久休耕地上的树木是否自然再生？ 
 

如果否，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根据森林演替规律，种植原生草、灌木和树种，恢复休耕地的植被。 

 确保休耕地不受杀虫剂和肥料使用（即喷雾飘移、农用化学品径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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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6：原生植被物种 

河岸缓冲区、森林、树篱和林带（“绿篱”）均有助于增加农场原生植物物种的丰度和多样性。

原生物种是指在其自然范围内出现并适应其自然生长环境条件的物种。因此，原生物种可以在

特定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并在支持原生野生物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依赖原生植物物种提

供食物和栖息地的鸟类、哺乳动物和传粉动物。 

农民应寻找机会增加农场或农场团体内的全天然和半天然生态系统中原生植物物种的数量和多

样性。原生植被物种可以种植在绿篱中，用于稳定河岸和河岸缓冲区，也可以种植在再生土地

或森林中。种植和保护原生植被物种也有助于满足标准中规定的自然植被要求（要求 6.2.3-

6.2.6）。 

 

 

图 4. 农场自然生态系统图：连续的生态系统（左）、孤立的生态系统碎片（中）和连通的生态系统碎片（右） 

问题 6：您是否期望所有的农场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树篱、林带、河岸缓冲区和森林等，
都有原生物种？ 
 

如果否，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采取措施增加农场自然生态系统中原生植物物种的数量和多样性；措施包括：

种植原生植物物种到如下区域：河岸缓冲区、再生区、休耕地、花带、树篱和

林带。  

 寻找机会增加农场或农场团体原生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度。 

 

问题 5：自然生态系统区域是否通过景观廊道连通？ 
 

如果否，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用栖息地或景观廊道连通现有的生态系统碎片的计划。 

 维护和加强现有生态系统碎片周围的缓冲区，防止农场活动的侵占，并设置农

用化学品“禁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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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7：扩大生产区 

证书持有者应跟踪生产加工区的空间变化，确保生产活动的转移不会威胁农场自然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加工活动不得延伸至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的边缘；通过在自

然生态系统周围建立缓冲区，可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区域不受农用化学品使用、物理干扰、人流

和车流以及其他农业生产加工活动的影响。 

 

风险评估问题 8：林产品采收 

标准不允许在自然生态系统区域进行农业生产，但农民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可能会进行一些非

商业性采收。采收的产品可以包括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如坚果、浆果和药用植物。在存在这

些采收活动的情况下，农民或农场管理人员应制定可持续采收计划，确保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

的质量不会受到威胁或退化。此外，农民或农场团体管理人员应评估并监测采收的范围和规律

。 

 

 

  

问题 7：生产区是转移还是扩大？ 
 

如果是，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通过强化意识和定期监测，确保工人了解维护自然植被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必要

性。 

 明确标示农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缓冲区的边界，确保生产加工活动（包括农用

化学品的使用）不侵入这些区域。 

 

问题 8：农场或农场团体是否从自然生态系统中采收林产品，包括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 
 

如果是，请在管理计划中纳入以下内容： 

 描述采伐活动，并制定可持续采收计划；识别采收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或

空间范围的潜在威胁。 

 对工人和社区成员开展可持续采收以及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方面的能力建设。 

 建立一个简单有效的采收监测系统，确保采收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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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集指标数据 

3.1 自然植被 

自然植被是指主要由原生植物物种构成的植被，在结构和物种组成上与未受人类干扰的植被相

似。自然植被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原生野物种一起发展演变，形成一个能很好适应当地土壤条件

、空气温度、水分状况和其他气候要素的群落。由于自然植被能适应当地环境，因此需要的照

料和投入通常比引入（外界）植被少。此外，自然植被也为包括昆虫在内的野生物种提供了重

要的栖息地，而昆虫在授粉和病虫害防治方面又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保护和加强自然植被，可提高土壤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通过固碳减缓气候

变化，并维持生态进程。因此，标准要求所有证书持有者在农场或农场团体建立、维护并对自

然植被实行可持续管理（要求 6.2.2）。根据要求 6.2.3 和 6.2.4，证书持有者须在第 6 年在农

场维持最低自然植被覆盖率（10%或 15%，取决于是否种植耐荫作物）。这意味着，证书持有

者必须：i）测量并监测其农场或农场团体的自然植被数量；ii）如果现有的自然植被覆盖率未

达到 10%或 15%的阈值，设定中间目标并采取行动，确保在第 6 年达到阈值。 

➢ 核心要求 

要求 6.2.2 对于剩余的森林树木，除非其对人类或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否则农场应

予以保留。对于农场其他原生树木及其采伐，实行可持续管理，使农场树木数量和

质量保持不变。 

➢ 必选智能计量表 

要求 6.2.3 生产者维护自然植被，管理者监测自然植被覆盖率，并自第一年起每年

报告指标。 

如果自然植被覆盖率低于总面积的 10%或 15% （后者针对种植耐荫作物的农场），

则管理者设定目标并采取行动，确保农场达到 6.2.4 中规定的阈值。 

自然植被主要由原生或本地适应性强的物种组成，在物种组成和结构上与没有人类

干扰情况下出现的植被类似。自然植被可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非排他性）： 

• 河岸缓冲区 

• 农场内保护区 

• 混农林系统中的自然植被 

• 住房与基础设施周边或以其他方式种植的边界植物、绿篱和绿障 

• 认证农场外的保护区与恢复区，长期有效保护的相关区域（至少 25 年），产出

额外保护价值和保护状态（相对于现状） 

指标：自然植被占农场总面积的比例（%） 

➢ 必选 2 级改进 

要求 6.2.4 自然植被覆盖 

• 种植不耐荫作物农场总面积的 10%或以上 

• 种植耐荫作物农场总面积的 15%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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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满足最低自然植被覆盖率要求外，还鼓励证书持有者通过种植耐荫作物实现最佳遮荫覆盖

率（自选智能计量表 6.2.5），使农场或农场团体的自然植被覆盖率达到或超过要求（自选智

能计量表 6.2.6）。 

 

这些要求提供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来维护、增加和改善农场自然植被的数量和质量，使农

场和周围生态系统的利益最大化。 

 

要求 6.2.3 还要求证书持有者监测原生植被覆盖情况，以衡量进展，采取适当行动，实现持续

改进。  

维护现有的自然植被 

（6.2.2、6.2.3） 
改进并超过最低

阈值（6.2.6） 

监测自然植被覆盖率（6.2.3） 

提高自然植被覆盖率，并在

第 6 年达到阈值（6.2.4） 

➢ 自选智能计量表 

要求 6.2.5 种植耐荫作物的农场根据遮荫覆盖率和物种多样性参考参数，努力实

现具有最佳遮荫遮荫覆盖率和物种多样性的混农林系统。 

指标： 

• 种植耐荫作物农场或农场团体的平均遮荫遮荫覆盖率（%） 

• 每公顷耐荫作物的平均遮荫树种量 

➢ 自选智能计量表 

要求 6.2.6 农场增加的自然植被面积超过 6.2.3 规定的数量。 

指标： 

• 自然植被占农场总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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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自然植被覆盖率 

自然植被覆盖包括自然生态系统、河岸缓冲区、种植的自然植被和混农林系统树木。因此，自

然植被可以出现在预留的保护区中，也可以纳入生产区作为混农林遮荫。农民也可以通过预留

保护区与混农林结合的方式达到自然植被阈值。如果是农场团体，自然植被覆盖率按团体成员

的平均值计算。 

本小节介绍了如何测量预留保护区和生产区的自然植被（如混农林遮荫）。 

  

示例 1：某农场占地 21 公顷，其中 1 公顷为保护区（林地），10 公顷为 10%遮荫遮荫覆

盖率的咖啡地，10 公顷为全日照咖啡地。在农场 21 公顷的土地中，共有 2 公顷自然植被

，自然植被覆盖率为 9.5%。 

该农场不符合自然植被覆盖率要求。 

该农场种植的是咖啡（一种耐荫作物），自然植被覆盖率在第 6 年必须达到 15%。鼓励该

农场努力达到 40%的混农林遮荫遮荫覆盖率，即咖啡的最佳遮荫遮荫覆盖率。 

 

示例 2：某可可生产者团体有 30 名成员，成员农场上的混农林遮荫覆盖率各不相同。10

家遮荫遮荫覆盖率为 30%，10 家为 0%，10 家为 15%。该团体的混农林遮荫遮荫覆盖率平

均为 15%。 

该农场符合自然植被覆盖率要求。 

虽然该团体中不是每个农场都达到了 15%的最低遮荫遮荫覆盖率，但平均而言均达到了

15%的阈值。鼓励该团体成员努力达到 40%的混农林遮荫遮荫覆盖率，即可可的最佳遮荫遮

荫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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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保护区内的自然植被 

主要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计算预留保护区内的自然植被，以衡量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6.2.3 和

6.2.4。 

1. 点状网格 

通过在草图或卫星图上应用点状网格，可估算自然植被覆盖率（见下面的示例）。 
 

准备一张雨林联盟认证农场的轮廓地图。 在地图上突出显示自然植被区域。我们的目标是确定

自然植被在农场总面积中占的百分比。 

通过叠加点状网格，估算自然植被占农场总面积的百

分比。 

 

用自然植被区内的点数除以整个农场的点数，即可计

算出自然植被覆盖率。 

 

 =  

 

 

如果网格中的点越小（左边），估算出的原生植被覆

盖率就越准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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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谷歌地球、“我的地图”或地理信息系统（GIS）程序 

如果是大型农场，证书持有者应使用遥感技术（如谷歌地球、“我的地图”或其他 GIS 程序）创

建农场总面积和自然植被覆盖区域的空间多边形。利用 GIS 程序，可通过测量多边形的大小来

计算自然植被覆盖面积。关于创建地图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指南 F：GPS 与多边形。 

 

大型咖啡农场多边形示例，其中显示了自然植被覆盖的区域 

 

混农林系统自然植被 

除了预留的保护区外，自然植被也可以出现在混农林系统中作为遮荫。注意，混农林遮荫只有

在物种多样性和组成上与该地区未受人类干扰的植被类似时，才能算作自然植被。换言之，只

有当遮荫树主要由原生物种构成，并且在物种多样性上与自然系统类似时，才能算作自然植被

（表 1）。混合农林系统中如果只有一种或两种遮荫树种，也不能算作自然植被；但是，可以

通过种植更多原生物种和增加物种多样性来达到自然植被的要求。 

 

耐荫作物 地区 最低冠层覆盖率（%） 最低遮荫树种数量 

咖啡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 
40%  12  

可可 
西非、东非、东南亚、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40%  5  

丁香、香草 东非 40%  12  

胡椒 南亚 20%  12  

表 1. 根据雨林联盟冠层覆盖率和物种多样性参数确定的遮荫覆盖率阈值 

由于遮荫覆盖率很难估计，我们建议使用以下分类系统来评估遮荫覆盖率： 

1. 0-10%：树荫稀疏，不符合必选 2 级要求 6.2.3；需要改进和提高遮荫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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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5%：遮荫度中低水平；符合要求 6.2.3；为了符合自选改进要求 6.2.5，需要提高遮

荫覆盖率（例如，咖啡和可可的最低遮荫覆盖率为 40%） 

3. 25-35%：遮荫度中高水平；接近符合自选改进要求 6.2.5 

4. 35-45%：遮荫度较高；符合自选改进要求 6.2.5  

5. ＞45%：遮荫度过高；建议通过采伐商业树种，有选择性地疏伐  

下面详细介绍了一些推荐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确定农场或农场团体的遮荫类别。 

关于估算混农林系统中遮荫覆盖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文件（西班牙语）： 

• FNC: Evaluación de herramientas para valorar el porcentaje de sombra en sistemas 

agroforestales con café (https://www.cenicafe.org/es/publications/AVT0472.pdf) 
 

1. 利用照片测量混农林遮荫覆盖率  

通过照片评估遮荫覆盖率具有一定准确性，但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准确判断。这种方法适用

于容易观察到遮荫冠层的作物（例如相对开阔的咖啡或可可种植园）。 

• 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如 HabitApp3、CanopyCapture4、Canopeo5等，可测量混农林

系统的冠层覆盖率。这些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是拍摄具有代表性的冠层，然后自动计

算冠层覆盖率。但在测量冠层覆盖率之前，需要校准；这是测量冠层覆盖率的一种简

单而准确的方法（图 5，左）。 

•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只需拍摄冠层的照片，然后将照片与遮荫覆盖率参考估

算器进行比较（图 5，右）。 

图 5.（左）通过 HabitApp 拍摄的照片示例，显示遮荫覆盖率为 76%；（右）遮荫覆盖率参考网格示例，可根据实
地拍摄的照片和观察结果估计遮荫覆盖率 

 

 
3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crufster.habitapp&hl=en  
4 https://nikp29.github.io/CanopyCapture/ 
5 http://canopeoapp.com/#/login 

https://www.cenicafe.org/es/publications/AVT0472.pdf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crufster.habitapp&hl=en
https://nikp29.github.io/CanopyCapture/
http://canopeoapp.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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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树种和丰度数据测量混农林遮荫覆盖率 

利用树种和丰度资料可以准确估算混农林遮荫覆盖率。如果有可靠的数据，可以通过计算树种

的数量并记录它们的种类和树龄/大小（胸高直径）来估算遮荫覆盖率。 

想要利用特定树种密度和丰度数据测量混农林遮荫覆盖率，主要有三种方法： 

• 如果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如加纳 CanOvaLator）支持，则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根据

用户输入的数据计算遮荫覆盖率。 

• 如果没有应用程序支持，则使用显示特定树种的树木密度与遮荫覆盖率之间关系的参

考（如有）。 

• 也可以根据作物和遮荫树密度简单估算混农林遮荫覆盖率——估算每公顷遮荫树的数

量，然后除以每公顷的作物树数量。例如，如果农场每公顷有 800 棵可可树，要达到

15%的自然植被覆盖率（800×0.15），则需要大约 120 棵遮荫树。 

3. 利用点状网格测量混农林遮荫覆盖率 

可以利用卫星图像和点状网格估算混农林地块内的遮荫覆盖率。请参见上文“预留保护区内的

自然植被”章节中的第 1 条“点状网格”中提供的示例。 

 

4. 利用树木断面积测量混农林遮荫覆盖率 

断面积是衡量树茎部横截面的一个指标。如果有可靠的参考表，那么利用断面积是一种简单而

可靠的遮荫覆盖率估算方法。可借助角规估算断面积（图 6）。要计算总的断面积，将所有不

同大小类别的遮荫树相加即可。 

 

 

图 6.（左）角规示例；（右）显示科特迪瓦断面积与冠层覆盖率之间关系的参考表（来源：
https://www.nitidae.org/en）。该参考表是利用 CanOvalator 应用程序绘制的。 

5. 利用密度计或光谱仪测量混农林遮荫覆盖率 

在可行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利用密度计或光谱仪准确估算遮荫覆盖率，尤其是当冠层开阔且容

易观察到的情况下（如咖啡混农林系统）。密度计/光谱仪属于袖珍型仪器，有一个凸面镜，

凸面镜上有 24 格网格。通过统计凸面镜上覆盖植被的方格数，可以计算冠层覆盖率。 

关于估算混农林系统中遮荫覆盖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文件（西班牙语）： 

• FNC: Evaluación de herramientas para valorar el porcentaje de sombra en sistemas 

agroforestales con café (https://www.cenicafe.org/es/publications/AVT0472.pdf) 
 

https://www.nitidae.org/en
https://www.cenicafe.org/es/publications/AVT04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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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植被数据收集时间 

每年在内部检查时测量自然植被覆盖率。然而，遮荫覆盖率在一年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雨

林联盟标准要求依据的是一年中树叶最茂密的时候（如雨季）收集的遮荫覆盖率估计值，而不

是修剪后收集的遮荫覆盖率。 

由于整个农场的遮荫覆盖率在空间上也有所不同，因此必须在农场的不同位置收集数据。样本

数量取决于采用的方法：如果是根据树木的数量或具体的遮荫树分布信息进行估计，抽样应覆

盖整个农场。 

 

增加和恢复自然植被覆盖率 
 

为了保护自然植被，如有下列情况发生，标准要求6.2.3和6.3.3要求农场和团体管理人员制定

一个带有明确改进时间表的管理计划： 

• 农场或农场团体不符合农场的自然植被阈值（10%；若种植耐荫作物，则为15%）。 

• 河岸缓冲区（毗邻水生生态系统的区域）未按雨林联盟的缓冲区宽度参数进行维护。 

 

在这些情况下，农场和团体管理人员必须在农场管理计划中纳入明确的改进时间表。对于自然

植被阈值，必须在第0年制定改进计划，在第6年完成计划（要求6.2.4，必选2级改进）；对于

河岸缓冲区，必须在第3年完成计划（要求6.3.3，必选1级改进）。 

 

识别恢复生态系统和发展混农林系统的机会 

在制定计划增加自然植被覆盖率之前，应根据当地景观和实际条件识别恢复生态系统和发展混

农林系统的机会。 

• 收集认证范围和景观地图； 

• 让景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包括农民、当地林业或环境部门、当地社区成员和

原住民等； 

• 考虑每种恢复方式的成本和效益——评估土地价值、恢复效益（例如生态系统服务

）、拟采用的方法、需要恢复的类型（例如恢复为自然生态系统，还是发展混农林

系统）等； 

• 考虑自然植被所需的维护，例如浇水、保护幼树免受野火和放牧的影响等； 

• 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好处，例如，通过恢复自然植被廊道，连通两个孤立的自然生态

系统，有助于栖息地之间野生动物的迁徙； 

• 与当地的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和其他支持服务机构联系，获取更多关于恢复实践的

信息。 

如果农场或农场团体不符合自然植被或河岸缓冲区宽度的最低标准，应在管理计划

中纳入实施以下改进的时间表： 

 恢复和加强河岸缓冲区内的自然植被（毗邻水生生态系统的区域） 

 将生产力低下的耕地恢复为自然生态系统 

 种植非作物自然植被，作为住房和基础设施周边的边界作物或屏障、绿篱和混

农林遮荫树 

 利用自然植被廊道连通自然生态系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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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力低下的耕地 

可以在休耕地和生产力低下的耕地上建立自然植被，帮助证书持有者达到标准中对自然植被的

要求。恢复这些区域时可采用以下做法： 

• 用原生植物物种重建植被 

• 消灭入侵物种和其他非原生物种 

• 实施土地管理，促进先前遭受过破坏或退化的生态系统完成自然生态演替  

在这些区域建立自然植被后，应根据要求6.2.1和风险评估工具的结果进行管理。 
 

提高混农林遮荫覆盖率 

制定计划提高遮荫覆盖率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引入新的遮荫树：在地块恢复活力、重新种植或在新区域种植期间，应引入新的树种

。 

• 混农林设计：应根据当地条件设计。例如，在潮湿气候条件下，如果混农林系统过于

密集，可能会促进真菌疾病传播。在这些情况下，可以在地块周围种植成群的遮荫树

，让空气能够在整个作物上方循环流通；如果采用机械化收割或修剪，可以成行种植

遮荫树，以方便机械移动。 

• 树种：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功能。树木通常按其是否提供（功能）服务、果实或木材

进行区分：（功能）服务树提供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如固氮、保水、生成有机物

等；果树提供果实或坚果；用材树生产木材类林产品。果树常常与农作物竞争养分和

水，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功能）服务性树种和用材树种可能更受欢迎。 

• 对农民的好处：遮荫树可以为农民带来不同的好处，如养分循环、动物饲料以及其他

生产和生计机会，包括水果、坚果和木材等。 

• 遮荫树管理：混农林系统在每个阶段都需要管理。例如，幼树阶段可能需要保护和灌

溉，成材阶段需要修建，避免过度生长。遮荫树的管理须符合雨林联盟标准，虽然它

可能暂时减少冠层覆盖率。 

 

设定管理计划目标和行动 

参见指南 B：管理计划模板。 

下面的示例说明了农场和团体管理人员可以为了提高其农场或农场团体自然植被覆盖率而设定

的目标类型。 

 

活动 时间 来源 负责人 

在咖啡地块种植 300 棵原生遮荫树   技术助理 

通过修剪等方式促进树木自然生长，恢复

两个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河岸区域 
2 年   

清除生产力低下的耕地上的作物树木，使

其恢复为自然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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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河岸缓冲区 

河岸缓冲区是水体边缘与生产加工区之间的自然植被带。应让这些自然区域不受干扰地生长，

作为农场活跃区域与水体或水源之间的缓冲地带。河岸缓冲区的面积也计入标准要求的自然植

被（见上文）。 

河岸缓冲区具有重要的生物、化学、物理和生态功能。例如，河岸缓冲区能滤除污染物，包括

杀虫剂、氮、磷和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其他化学品。河岸缓冲区还能截留侵蚀泥沙和受干扰农田

的径流，减少进入溪流和河流的泥沙。因此，河岸缓冲区在农业区附近尤为重要。 

河岸缓冲区除了滤除污染物和截留泥沙外，还为无脊椎动物、鱼类和其他野生物种提供了重要

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并通过遮荫调节水温。最后，河岸缓冲区通过稳定土壤，可减轻溪流、

河流和湖泊岸边的侵蚀。河岸缓冲区可以作为天然的生物群落廊道，连通栖息地，方便动物迁

徙。 

如果农场距离饮用水水源不足 50 米，证书持有者必须确保有额外的保障措施来保护饮用水的

质量（要求 6.3.2）。 

河岸缓冲区的宽度必须与要求 6.3.3 中规定的水道或水体大小相适应。一般而言，河岸缓冲区

越宽，带来的生物和生态效益越大。 
  

➢ 核心要求 

要求 6.3.1 农场维护与水生生态系统相邻的现有河岸缓冲区。 

 

➢ 核心要求 

要求 6.3.2 如果农场距离饮用水源超过 50 米，生产者必须确保有额外的保障措施

来保护饮用水。 

水源周围： 

• 保持或设置河岸缓冲区＞10 米 

• 保持农药禁喷区＞20 米 

• 保持农药禁喷区＞40 米，如果使用了机械、手辅助或靶向方式喷洒农药 

 

➢ 必选改进 

要求 6.3.3 河岸缓冲区环绕水生生态系统；河岸缓冲区宽度参数如下： 

• 1-5 米宽河道两侧的水平宽度为 5 米。如果农场面积小于 2 公顷，则河岸两侧

宽度可减至 2 米 

• 5-10 米宽河道两侧，以及泉水、湿地和其他水体周围，水平宽度为 8 米 

• 10 米多宽河道两侧的水平宽度为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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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宽度如下所示（图 7） 

 
 

图 7. 不同水道大小对应的河岸缓冲区最小宽度 

 

图 7. 小型（＜5 米）、中型（5-10 米）和大型（＞10 米）水道对应的河岸缓冲区宽度说明。此处所示的缓冲
区宽度应视为最低要求。 

如果农场或农场团体不符合河岸缓冲区的最低宽度标准，应在管理计划中纳入实施

以下改进的时间： 

 恢复和加强河岸缓冲区内的自然植被  

 在水生生态系统附近种植自然植被，增加生产加工区与水生生态系统之间植被

缓冲区的宽度 

 



 

 
 

 

保护特征表模板 

 

优先保护区类型： 

 

 

名称和位置： 

 

 

主要保护特征：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护特征信息来源（网络链接、机构、组织、专家、文献）：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农场/农场活动对这些保护特征的潜在威胁：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农民为避免、减少或减轻对每种保护特征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