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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南南合作进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EbA South） 
EbA South是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由气候变化专项基金提供资金。该项目由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实施，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通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IGSNRR，CAS）执行。官方项目名称为“增强脆弱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力的能力、知识
和技术支持”。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在中国的一个
合作中心，也是第一个设在发展中国家并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环境合作中心，该中心为EbA 
South项目提供全面的项目管理服务和技术支助，并促进南南合作。本ALivE工具及其使用手册均为
EbA South项目出品。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是一家独立智库，倡导21世纪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我们的使命是
促进人类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我们通过支持健全决策的研究、分析和知识产品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的全局观点让我们能够应对当今地球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的根本原因：生态破坏、社会排斥、不
公平的法律和经济规则、气候变化。 IISD的工作人员超过120名，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多个学科的50
多名雇员和100多名顾问。我们的工作能够影响将近100个国家人口的生活。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
战略家 - IISD为开展行动输送知识。 

IISD是在加拿大注册的慈善组织，并在美国享有税法501（c）（3）款规定的非赢利组织待遇。IISD
的核心业务由加拿大政府通过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和马尼托巴省提供支持。研究院得到了加
拿大境内和境外许多政府部门、联合国机构、基金会、私营部门和个人的项目资助。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一个由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会员联盟。它向公共、私营和非政
府组织提供能够一起实现人类进步、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知识和工具。 

IUCN成立于1948年，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多元化的环保机构，集1300多个会员组织和约
16,000个专家的知识、资源。它是保育数据、评估和分析的领先供应商。IUCN广泛的会员人群让它
能够承担孵化器、可信赖最佳做法的资源库，工具和国际标准的任务。

IUCN提供了一个中立区，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科学家、企业、当地社区、原住民组织和其他各
方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方都可以在这块中立区中共同努力，制定和实施应对环境挑战的解决方案，实
现可持续发展。

IUCN与许多伙伴和支持者开展合作，在世界各地实施了大量多样化的保护项目。这些项目将最新科
学与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结合起来，旨在扭转生境丧失，恢复生态系统，改善人类福祉。

作者：Anika Terton and Angie Dazé（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感谢：作者感谢Dr. Hannah Reid、Charlotte Hicks、Mathias Bertram、付超、Tine Rossing、Dr. 
Camila Donatti、Monica Coll Besa、 和Ali Raza Rizv，以及EbA南南项目的技术顾问团队（Mr. 
Pierre Bégat、Dr. Robert Raw、Dr. Anthony Mills）以及项目管理组（Ms.Tatirose Vijitpan、谭
迪文和Ms. Silvia Cazzetta）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以及制作ALivE工具和使用手册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和支持。



适应、生计和生态系统规划工具：使用手册

iii

目录
1. 简介 ...................................................................................................................................................1

2.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3

EbA规划过程 .............................................................................................................................................................3

ALivE是什么? ............................................................................................................................................................4

3.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背景 ..................................................................................................6

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 ................................................................................................................................................6

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6

什么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  .............................................................................................................8

EbA和其他方法的区别是什么?...........................................................................................................................10

有效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具备什么属性？................................................................................... 10

第1阶段 – 为分析工作收集并汇编信息  .................................................................................................12

定义研究区域 .........................................................................................................................................................12

收集信息的方法论 .................................................................................................................................................13

应用ALivE所需要的信息 ......................................................................................................................................14

汇编信息  ................................................................................................................................................................16

第2阶段 – 使用ALivE分析信息：分步分析  ...........................................................................................17

通过ALivE进行导航...............................................................................................................................................17

ALivE：分步说明 ...................................................................................................................................................18

第1步：了解背景 ...................................................................................................................................................20

第2步：分析生态系统和生计的风险 .................................................................................................................28

第3步：确定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EBA）可选方案，并将方案按优先顺序排列  ................. 37

第4步：设计项目活动，促进实施EbA可选方案 ............................................................................................. 52

第5步：确定监测与评估EbA可选方案的主要因素  ........................................................................................ 58

第3阶段 - 将EbA纳入政策和规划  ........................................................................................................66

为什么要将EbA纳入政策和规划？ ....................................................................................................................66

确认切入点 .............................................................................................................................................................66

制定政策影响力战略 .............................................................................................................................................68

参考文献 .........................................................................................................................................................................69

附录A：第1阶段汇编信息模板 ..................................................................................................................................72

附录B：在EbA规划中用于收集信息的参与式研究工具 ........................................................................................ 74

附录C：关于社会弱势群体讨论的便利化指南  .......................................................................................................75

附录D：关于适应方案讨论的便利化指南 ................................................................................................................76

附录E：验证结果并为项目活动提供信息的便利化指南 ........................................................................................ 77

附录F：可能采用的EbA可选方案的指示性清单 ..................................................................................................... 78

附录G：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列表 ................................................................................................................................79



适应、生计和生态系统规划工具：使用手册

iv

缩略词 
ALivE - 适应、生计和生态系统

CBA - 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

CBD - 《生物多样性公约》

CEM - 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

CVCA - 气候脆弱性和能力分析 

EbA –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

ICIMOD - 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

ILRI -  国际畜牧研究所

INDCs – 国家自主贡献 

IPCC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M&E - 监测与评估

NAPs – 国家适应计划

NGOs – 非政府组织  

NRM – 自然资源管理  

NTFPs – 非木材林产品

ODI – 海外发展研究院

UNCC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SDR – 联合国减灾战略署

WHO –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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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
适应能力：机构、体系和个人利用机会、或应对潜在损害后果的能力（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
年）。

气候：几十年内（通常为30年）的“平均天气状况”或气候要素如温度、降水量和风的长期平均值（
改编自IPCC，2007年）。

气候适应：对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及其影响的进行调整的过程。在人类系统中，适应是为了缓和或避
免伤害、或利用有益的机会。在一些自然系统中，人为干预可以促进对预期气候及其影响的调整
（IPCC，2014年）。 

气候变化：持续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具有统计意义的气候状态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气候参数
的平均值、极值或频率的变化。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过程，或是外部强迫，或者是人为
地持续对大气组成成分和土地利用的改变（IPCC，2007年）。 

气候灾害：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水文气象事件或现象；这种事件或现象可能是具有可识别起止点的事
件，例如暴风雨、洪水或干旱等，也可能是更为永久性的变化，例如从一种气候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气
候状态（UNDP，2005年）。 

气候影响：气候灾害和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影响（改编自IPCC，2012年）。 

气候风险：由于气候灾害、暴露于灾害之中和脆弱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有害后果或预期损失（如
死亡、受伤、丧失生计手段、经济生产力下降、环境破坏）的可能性【改编自UNISDR，2009年】。

气候变率：在各种时间尺度上，气候状态的长期平均值变化超过个别天气事件的变化。变率可能由气
候系统内的自然内部过程（内部变率）导致，也可能由自然或人为外源强迫的变化（外部变率）所导
致（改编自IPCC，2001年）。 

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其无生命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合的功能单
位。人类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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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EbA）：“在总体适应战略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帮
助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CBD），2009年】。在本项使用手册和
ALivE工具中，EbA指的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保育和恢复，从而建立气候变化适应能力，降低
社区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所有惠益，包括供给服务（如提供食物、
水、木材和纤维等）；调节服务（如调控气候、洪水、疾病、废物和水质）；文化服务（如提供娱
乐、美学欣赏和精神利益）；以及支持服务（如维持土壤形成、光合作用和养分循环）（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2005年）。

暴露度：人员、生计、物种或生态系统、环境功能、服务和各种资源、基础设施或经济、社会或文化
资产有可能受不利影响的位置和环境。（IPCC，2014年）。

生计：各种资源（自然、人力、物质、金融、社会和政治）、活动以及获得这些资源，这些共同决定
了个体或家庭如何谋生（改编自埃利斯，2000年）。在这里，我们将生计理解为在特定地点开展的
生产活动（生计策略），包括农业、畜牧业、旅游业等。

恢复力：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应对灾害性事件或趋势或扰动的能力，以保持基本职能、特征和结构
的方式进行应对或重新组织，同时保持适应、学习和转型能力（IPCC，2014年）。

风险：造成有价值的事物处于险境且结果不确定的可能性，并且认识到价值的多样性（IPCC，2014
年）。

敏感性：气候脆弱性或变化对人类和财产的影响程度，既包括有利影响，也包括不利影响
（IPCC，2007年）。

脆弱性：“气候变化， 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对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的程度、或其无法应对
的程度”（IPCC，2007）。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由三项因素决定：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在
EbA中，生态系统及其脆弱性与社区脆弱性一起被纳入分析当中。

天气：某一特定地点和时间的大气状况，如热、云量、干燥程度、日照、风、雨等（根据在线牛津词
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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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1. 简介
ALivE是一项基于计算机的工具，目的是支持其用户组织和分析信息，从而在更
广泛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以下简称EbA）规划过程中，规划有效的
可选方案。ALivE代表适应（Adaptation）、生计（Livelihoods）和生态系统
（Ecosystems），是一种快速定性评估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生态系统，让用
户能够： 

• 理解并分析生态系统、生计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 

• 为社区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确定EbA可选方案，并将方案按优先顺序排列。

• 设计项目活动，促进EbA优选方案的实施。

• 确定监测与评估（M&E）框架的关键要素和主要指标。 

作为EbA规划过程的一部分，本使用手册为应用ALivE提供了详细指导。除了使
用工具本身的分步指导之外，本手册还提供了使用ALivE所要求的收集和组织信
息的框架和方法论，并指导如何确认切入点将EbA纳入政策和规划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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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方框1. 常见问题

ALivE的适用人群？
ALivE的目标受众分为两部分：用户和利益相关方。ALivE的预期用户包括在
地方或社区层面设计或实施EbA方案的项目经理和实践者。其次是EbA规划
过程中的相关利益者，包含社区成员、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和决策人员。
本项工具的用户将与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他们通过参与式过程提供必要信
息，将这些信息输入本工具后，可以用于验证分析结果。

何时使用ALivE？
ALivE旨在应用于较大规模的气候适应项目，并且该类项目已经确定要将EbA
纳入可选方案。本项工具应该在这类项目的设计阶段启用。在已经与利益相
关方建立了牢固关系的情形中，本项工具能够发挥其最佳效果。

为何使用ALivE？
ALivE采用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来确定EbA可选方案，同时顾及当地的生态
系统、生计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它的使用过程非常人性化，可以确定EbA可
选方案的可行性及有效性。Alive还可以在规划阶段确定M&E框架的要素，
强调适应性管理的必要性。

用户需要什么？
用户需要使用电脑和因特网连接下载本项工具，但工具本身是支持脱机使用
的。获取关于目标区域的生态系统、生计和气候变化的现有信息和分析内
容，可以为本项工具提供信息输入。如果掌握一些适应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
恢复、保育和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将会非常实用，但在这方面没有强制要
求。参与式研究和分析阶段需要有很强的引导技巧。 

需要多长时间？
ALivE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分析，它依赖基于案头研究和参与式研究过程中
所收集的信息。收集信息所需要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的范围、目
标区域已有的可用信息量，以及现阶段与当地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一旦收集
到了所有信息，使用ALivE完成工作通常只需要两三天到五六天的时间。

ALivE可以用来做什么？
ALivE并不是用来取代独立的全面气候风险评估或详细的环境评估的，它不
覆盖完整项目规划周期中涉及的所有步骤和阶段，也不包括EbA方案的成本
效益分析。这类工作可以使用其他工具和框架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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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AlivE仅仅用于部分项目规划过程，特别是在项目设计阶段，这种项目通常已经
确定要将EbA方案纳入其设计之中。在许多情况下，项目或规划目标可能比EbA
的目标范围更广。因此，EbA规划过程， 包括ALivE的使用，将作为其他分析和
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适应规划过程的补充，其结果可以被纳入总体项目执行策略
以及监测与评估（M&E）框架之中。本节简要介绍了EbA规划过程，并描述了
ALivE的目的和构成。.

EbA规划过程
EbA规划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都将有助于EbA方案的成功规划、实施
和推广。

EbA规划过程通常包括收集信息（第1阶段）、分析信息、规划EbA可选方案并
与利益相关方一起验证这些方案（第2阶段），以及将EbA纳入到政策和规划过
程中（第3阶段）。图1列出了EbA规划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所在的参考页面。
该过程中，重要的是要为每个阶段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有效开展工作。

图1. EbA规划过程

第12页

第1阶段 –
收集并汇编信息，用于分析

本阶段将收集并整理必要的信息，应用于ALivE。这包括
二次研究证据和关键知情人访谈，以及社区成员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式研究。

第17页

第2阶段 –
使用ALivE分析信息：分步分析

第2阶段将使用ALivE分析在第1阶段收集到的信息，包括
与利益相关方分享调查结果并验证这些结果，从而确保信

息解读的正确性，同时为项目活动的设计提供信息。

第66页

第3阶段 –
将EbA纳入到政策和规划中

最后阶段要确认将EbA纳入现有政策和规划过程中的
切入点，这将有助于实现规模性和可持续性效益。



适应、生计和生态系统规划工具：使用手册

4

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ALivE是什么?
正如前文所述，ALivE是一项基于计算机的工具，可以用来分析EbA规划第1阶段
中收集到的信息。它可以引导您系统地输入、整理和分析信息。您可以下载不同
的摘要报告，修改您的应答，并根据新的信息修改数据。这项工具不会代替您去
做分析工作；相反，它是一个决策支持工具，有助于了解生计、弱势群体以及生
态系统如何受到气候和非气候压力源的影响，以便根据所提供的具体背景资料，
确定切实可行的EbA可选方案，并将这些方案按优先顺序排列。ALivE有助于设
计项目活动和M&E框架的要素，从而支持社区优选方案的实施和监测。 

ALivE主要有三个模块和五个步骤，它们都建立在彼此的基础上：

• 模块A能够系统地分析生态系统、生计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从而更好
地了解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作
用。 

• 模块B能够确定社区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的EbA可选方案，并将方案按优先
顺序排列，同时设计有助于方案实施的项目活动。

• 模块C能够确定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关键要素和主要指标。 

这些模块包含了五个步骤，如图2所示。

方框2. ALivE和CRiSTAL 
ALivE在概念上借鉴了CRiSTAL工具（Community-based Risk Screening 
Tool – Adaptation Livelihoods）。CRiSTAL是一种定性风险筛选工具，目
的在于帮助项目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确定气候风险并确定其轻重缓急，同时
确定对适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生计资源，并据此制定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从
2007年CRiSTAL发布以来，在亚洲、非洲和美洲20多个国家，各种机构和专
业开发人员都在使用这一工具。

https://www.iisd.org/cristal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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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B

模块C

1

2

3

4

5

了解背景

分析对生态系统
和生计的风险

确定基于生态系
统的EbA可选方
案，并将方案按
优先顺序排列

设计项目活动，
促进实施EbA可

选方案

确定监测与评估
EbA可选方案的

主要因素，

» 所需信息输入
» 主要参与人员
» 作用和职责
» 机会和障碍
» 项目活动

» 指标
» 本底
» 数据收集方法
» 时间轴

» 适应结果
» EbA可选方案
» 可选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 EbA优选方案的主要行动

» 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
» 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计的影响
» 非气候压力源
» 弱势群体

» 生计
» 生态系统
» 生计需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和趋
势，及其与生计的联系

气候和非气候压力源对于
生计、生态系统和弱势群

体的影响

EbA优选方案

用于支持EbA的项目活动

M&E框架

图2. ALivE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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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
应：背景
本节简要介绍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EbA）在ALivE中应用的概念，
以及EbA方法的背景知识。已经熟悉EbA概念框架的用户可以直接查看第12页的
第1阶段内容。  

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
科学家们深信，气候变化会导致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物种灭绝。气
候变率的增加已经影响到全球的物种和生态系统，是贫穷和灾害风险的驱动因素
（IPCC，2007年）。生计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生产性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和其
他压力源造成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丧失和退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计和人类福
祉，并且进一步增加了面对气候风险的脆弱性。这些变化尤其会对贫困人口产生
影响，他们往往依靠仅仅可以维持生存的生计策略，而这些策略主要依赖自然资
源，如健康的土壤、水资源、森林产品、原材料、鱼类和药用植物（Reid，2016
年）。

在供水、粮食生产、燃料和纤维供给、病虫害防治以及气候、水和养分循环的调
节方面，许多系统都详细记录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于基本需求、健康和福祉的贡献
和效益（MA，2005年）。如果以可持续的方式对生态系统加以保育和管理，
在帮助人类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可以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系统可以减轻滑坡、洪水、飓风和旋风等自然灾害的影
响，并对人类的恢复力作出宝贵贡献（Sudmeier- Rieux, Masundire, Rizvi, & 
Rietbergen，2006年）。 

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2005年）。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每种类型既在气候适应
方面发挥作用，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供给服务提供人类适应所需要的资源。它们为农村地区的生计提供原材料，因此
是建设气候适应性生计的基础，包括粮食、淡水、木材、纤维和燃料。这些自然
资源往往对温度和降水等气候变量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它们的使用和管理不
仅必须顾及生计和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潜在惠益，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对
其质量和有效性可能造成的变化。 

调节服务保持空气和土壤质量，调控洪水和疾病、授粉、扰动因素，控制侵蚀和
保持沉积物。生态系统能够缓冲风暴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并且防止传染病的危
害。有效的调节服务对供给服务的质量和可效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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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与气候变化适应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它们对生计十分重要，因为它们
能构成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例如以自然和文化为基础的旅游业），而且往往对
当地人民有重要的特定价值。气候影响可能降低这些服务的生计潜能（例如，海
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损害），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创造一个重要的
动力。 

支持服务为植物和动物提供生境，同时维持能够巩固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自
然进程。 

支持服务可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不断变化的气候会改变供应、支持
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的各种自然进程的能力。支持服务是生态系统健康的基
础，因此，想要实施EbA，必须维护支持服务。

附录G中是按类型分列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指示性清单及示例。

图3.生态系统服务在气候变化适应中的作用

生态系统服务如何支持对气候变化适应？

通过具有韧性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减少人类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供给服务为人们提供建立
气候适应性生计的资源。 

示例：
» 食物（农作物、牲畜、渔业、水

产养殖、野生动植物食品）
» 生物原料（例如木材、纤维和树

脂、兽皮、沙子、肥料、木柴） 
» 淡水（如饮用水、农业用水、冷

却水）
» 遗传资源（例如，农作物恢复力

调节服务支持重要的气候适应
性生计，为自然和社会体系提
供缓冲，以应对极端天气事件
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示例：
» 空气质量调节
» 气候调节（全球、区域和地方） 
» 水资源调节和净化 
» 侵蚀控制
» 废物处理
» 疾病调节
» 土壤质量调节
» 害虫控制
» 授粉
» 自然灾害调控

文化服务可以通过提供替代生
计机会，以及促进持续学习、
健康和其他福祉的组成部分来
提高适应能力。

示例：
» 消遣娱乐与生态旅游 
» 道德和精神价值 
» 知识和心智发展信息 

供给服务
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物品和产品。

调节服务  
从生态系统的自然过程中获

得的惠益。

文化服务  
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惠益。

支持服务
产生和维持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过程（如生物多样性、水循环、养分循环、初级生产、土壤形成）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气
候

变
化

适
应

中
的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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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健康、运作良好的生态系统才能提供完备的气候变化适应服务，支持生计活
动，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恢复能力。这意味着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
生产（如粮食生产）取决于生态系统提供所需服务的能力状况。因此，有必要评
估生态系统服务状态的趋势（生态系统的生态能力），以及在气候变化影响下提
供服务能力的生产趋势。

什么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 
如上图所示，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与适应气候变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日
益认识到生态系统提供的多重环境和社会经济惠益，利用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
化的概念，即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EbA），前景非常可观，。《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拉姆萨尔公约》和里约二十国集团适应计划行动（Rio+20 Action on 
Adaptation Plan ）将EbA纳入最近的公约内容中，作为能够帮助人类适应并实
现气候缓解和适应协同增效的方法。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交的许多国家
自主贡献（INDCs）都推动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IIED，2016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正式将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EbA）定义
为：“在总体适应战略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帮助人类适应气候
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包括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保育和生态系统恢复，同时
顾及地方群体共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CBD，2009年；CBD，2010
年）。 

方框3. 什么是“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是让人类、机构和体系能够管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
和长期变化的能力。它是恢复力的关键—适应能力越强，实体的脆弱性就越
低。适应能力具有动态性，并且根据不同的背景环境各不相同。人类的适应
能力取决于能否获得适当的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策略相关的信息和知识，
以及是否拥有实施这些策略的资源。适应能力受到其所运转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还有这些制度如何促成或限制其可选方案的影响。适
应能力的核心是灵活、有远见的决策（ODI，2010年），并且这种决策要以
气候信息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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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的定义强调，在EbA理论中，恢复和维护生态系统有助于确保生态系统的良
好运作，并且最终能够提供有助于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 

在开发ALivE时，我们逐渐认识到，EbA过程涉及以下内容：

• 恢复：加强和协助恢复已退化、遭到损坏或毁坏的生态系统。

• 保育：保育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和物种组成的策略，同时认识到所有组
成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 

• 可持续管理：以促进生态系统长期可持续性和持续向社会提供基本生态系
统服务的方式管理资源。  

采取这些行动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 支持适应气候变化和人类的可持续生计。

• 确保生态系统健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 

方框4举例说明了EbA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形。

方框4. EbA方案示例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案可以包括： 

• 通过维护和/或恢复红树林和其他沿海湿地进行海岸保护，从而减少沿
海社区面临的水灾和水土流失风险。

• 可持续管理高地湿地和河漫滩，即使雨型发生了变化，也要维护下游社
区的水流和水质。 

• 保育和恢复森林植被，稳定坡地并调节水流，在降水量和降水强度增加
时，保护人类和财产不受山洪暴发和山体滑坡的影响。

• 建立多样化的复合农林生态系统，包括使用气候适应性树种进行植树造
林和供人类和牲畜消费的农作物，从而减少高温和极端降水事件对农作
物造成的损害，同时提供灵活的生计和收入手段，以管控气候变化增加
的风险。

• 可持续管理草原和牧场，提高牧区对水灾和旱灾的适应能力和恢复力。

• 建立海洋保护区，加强沿海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恢复力，提高鱼
类生产力，提供发展基于自然景观资源的旅游业的机会，让生计和收入
手段多样化，进而更好地管控风险。 

• 利用本地植物物种巩固和修复沙丘，避免沙漠环境中人居环境的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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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和其他方法的区别是什么?
EbA建立在其他方法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其他方法的补充。虽然所采取的行
动往往类似于传统的保育或自然资源管理（NRM）办法，但他们之间存着几个
主要区别。首先，EbA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它有意将保育和社会经济目标
结合起来，来维持生计和提高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其次，EbA方法直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气候风险，同时考虑当地实际，结合科学
知识。虽然发展和自然保育项目可能为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积极的生态和社会经济
效益，但EbA方法从始至终注重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 

EbA还借鉴了其他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特别是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
（CBA）方法，这种方法由当地力量推动，是一种参与式方法，用于减少面对气
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EbA和CBA拥有共同的目标，并常常使用相似的工具和策
略来吸引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但是，EbA特别强调生态系统在支持气候变化适应
方面的作用，以及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性，这样才能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
努力更加有效、更加可持续。 

EbA还立足于支持上述工作的社区发展和地方治理进程，认识到必须确保弱势群
体获得现时和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具有恢复力的生计策略，并且借鉴几十年来
生计手段方面的经验。此外，它还强调，从长远来看，在确保支持、维持和监测
EbA方法方面，不同参与人员所发挥的作用----包括社区、非政府组织、研究机
构和地方政府当局所发挥的作用。EbA不是一项孤立实施的方案，而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有效治理自然资源大行动的组成部分。 

有效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具备什
么属性？
有效的EBA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 整合气候信息：正如上文所述，EbA方案是在切实应对观测和预测的气候
变率和变化。因此，EbA规划必须考虑气候信息，包括历史趋势和未来预
测，以及在地方层面，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

• 纳入到总体适应战略中：应将EbA纳入到更广泛的适应战略和计划中，为
其他应对气候风险和变化的办法提供补充。在切实可行和条件适宜的情况
下，应评估现有政策和规划进程，确定发展和适应规划及过程的潜在切入
点，从而扩大和提高EbA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 参与性和以社区为中心：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于EbA措施的规划、执
行和监测的参与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规划阶段，关键是让态度包容的利益
相关方参与进来， 了解最弱势群体的适应需要并确定其适应需要目标，同
时认识到导致脆弱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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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敏感性： EbA方案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多样性，包括性别的差异性，认
识到女性和男性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的适应能力也可
能有很大差异。这意味着，在参与和影响决策、获取信息，以及确保公平
分享实施EbA方案所产生的资产、机会、惠益和损失方面，EbA规划必须
要注重性别差异（Dazé & Dekens，2017年）。

• 整合适应性管理原则：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让适应性管理成为EbA一项必
不可少的内容。这涉及了一个迭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监测具体环
境背景下和情形下不同的EbA行动，从而能够根据新的知识和信息不断评
估和改进行动的效力。这种“边做边学”的做法对于长期适应气候变化至
关重要。

• 促进多层治理：高效的EbA有助于多级政府、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协作。通
过确定负责相关政策和规划过程的机构和参与人员，并启动协调和信息共
享对话，可以促进跨部门和跨层级的EbA整合。 

以下章节更详细地列出了EbA规划过程的三个关键阶段。第1阶段具体指导了信
息收集和流程安排，这里结合了二次研究证据、关键知情人访谈和参与式研究。
该阶段概述了一些实用的方法论。第2阶段分步说明了如何使用ALivE工具分析信
息。第3阶段通过具体指导如何确定切入点和通过沟通影响策略，解释了将EbA
纳入到策略和规划中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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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阶段 – 为分析工作收集并汇编
信息 
与ALivE相关的EbA规划过程的第一阶段侧重于收集和汇编有关研究区域的必要
信息，以便输入到本项工具中。这一阶段至关重要，因为涉及到让主要利益相关
方参与对话和参与式分析，这些内容将为规划进程提供信息。 

高效的EbA规划要求结合科学信息与本土知识，从而确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本
土化解决方案。 

定义研究区域
第2节中描述的EbA规划过程聚焦特定地区内的社区、生计和生态系统，我们称
之为研究区域。研究区域可以与项目目标区域相同，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根据项目所涉及区域的规模和性质，在一个项目的范围内界定若干不同的研究
区域，也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确保利益相关方能够有效地参
与其中，并且能够掌握特定区域的具体情况。在界定研究区域时，可以考虑以
下内容：  

• 区域内掌握的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数量和多样性。 

• 生计策略和活动的差异。

• 联系主要知情人和召集利益相关方进行重点小组讨论方面的实际性。

• 关于目标区域的现有信息量和现有可用信息规模。

定义研究区域是EbA规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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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信息的方法论
高效地应用ALivE需要掌握关于研究区域的特定信息。收集这些信息需要结合二
次研究证据、关键知情人访谈，以及涉及位于研究区域社区中的女性、男性和组
织的参与式研究。下面一节将提供详细的指导。

二次研究证据
二次研究证据包括查阅现有文件，为EbA规划汇编相关信息。本项过程涉及的实
用文件可能包括：

• 生态系统评估报告。

• 在研究区域内，关于过去或正在进行的保育、发展或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的
报告和监测信息。

• 地方政府的保育、自然资源管理发展或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 气候变化报告，包括UNFCCC的国家信息通报，研究区域内或相关生计部
门的脆弱性评估报告，以及迄今为止已观测到的气候变化报告和/或对气候
变化的未来预测报告。

• 国家政策和规划文件，包括国家适应计划（NAPs）和其他适应计划，以
及自然资源管理或保育计划。 

如下一节所述，本项二次研究证据过程应包括确定潜在的主要知情人。之后还可
能需要进行更多的二次研究证据，继续追踪利益相关方在对话时提出的议题。

主要知情人访谈
主要知情人能够提供详细的目标区域局势的信息。EbA规划的潜在主要知情人可
能包括： 

• 研究区域的社区领袖，包括政治或宗教领袖和/或基于社区的组织代表，如
妇女群体、原住民群体或资源用户群体。 

• 活跃在研究区域的保育和发展组织的代表。

• 负责研究区域的地方政府代表，特别是那些关注保育、自然资源管理和气
候变化的地方政府代表。

• 了解研究区域相关论题的学者/研究人员。

应利用主要知情人访谈来填补通过二次研究证据收集到的信息缺失的部分，并提
供用于规划参与式研究进程的信息。在参与式研究之后，还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访
谈，例如，为了更好地理解利益相关方确定的适应方案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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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研究
参与式研究方法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对话，讨论各自的经验。通常，这种研究要与
社区内特定群体进行重点小组讨论，讨论他们面临的挑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对
于参与式研究的不同方面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发展研究所管理的参与式方法网址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可以在CARE国际编写的《气候脆弱性和能力分析手册》
的实地工作指南1中找到常规的帮助提示。

应用ALivE所需要的信息
表1中列出了有效应用ALivE所需要的研究区域相关信息。如表中内容所示，信息
收集过程包括二次研究证据，主要知情人访谈，以及涉及位于研究区域社区中的
女性、男性和组织的参与式研究。附录A中的模板提供了主要问题示例，用于获
取本阶段所需要的信息。在开始收集详细信息之前，要进行初步研究，制定研究
区域的整体概述，并且初步调研保育、自然资源管理、气候变化和发展方面的主
要参与人员，以确定主要的知情人。 

在开始应用工具之前，应收集ALivE第1、2和3步中所需要的信息。在第3步完成
后，要举行验证研讨会，来收集其余信息。关于验证研讨会的详细信息请见第2
阶段和附录E。 

http://www.participatorymethods.org/
http://careclimatechange.org/tool-kits/cv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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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需信息和方法论

ALivE步骤 所需信息 建议的信息收集方法论

第1步：了解背景

生计策略和相关活动
参与式研究：
季节性日历、福祉和生计讨论

生计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
参与式研究：
住户体系图

研究区域内的主要生态系统（大致规模、重
要动植物、为什么该生态系统非常重要、与
社区的联系、主要用户）

二次研究证据
参与式研究：社区资源调研

生态系统功能性的趋势
二次研究证据
参与式研究：生态系统服务趋势分析

第2步： 分析生
态系统和生计的
风险

描述研究区域的气候

（季节、高温和低温、平均降水量以及发生
过的极端天气事件）

二次研究证据

降水、温度和气候灾害中观测到的趋势
二次研究证据
参与式研究：历史时间轴、灾害地图

降水、温度和气候灾害的预测趋势 二次研究证据

影响生态系统的非气候压力源 参与式研究：灾害调研

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
其对生计可能造成的后果

二次研究证据

参与式研究：脆弱性矩阵、灾害地图

面对气候影响尤其脆弱的社会群体

第3步：确定EbA
可选方案，并将
方案按优先顺序
排列

在现有计划/政策中确定的适应优选方案 二次研究证据

社区确定的适应可选方案 参与式研究：关于适应方案的讨论

第4步：设计项目
活动，促进实施
EbA可选方案

区域内与EbA相关的主要参与人员
主要知情人访谈 
参与式研究：验证研讨会

EbA优选方案面临的机会与障碍
主要知情人访谈
参与式研究：验证研讨会

第5步：确定监测
与评估EbA可选
方案的主要因素

适应指标（源于现有计划/政策或监测与评
估体系）

二次研究证据

主要指标的本底情况 二次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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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EbA规划过程，我们建议运用一系列参与式学习和行动工具，促成一段精心
安排的对话。附录B提供了参与式研究工具（如社区资源调研、季节性日历、灾
害地图）和建议流程，其中概述了如何对建议使用的工具进行排序，包括每项工
具与便利化指南的联系。在现有资源中找不到适当工具的情况下，便利化指南将
作为附录列入本使用手册。根据从二级来源已经获得的信息量，以及迄今为止、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程度和性质，要对具体过程加以改进。 

方框5. 性别敏感性便利措施
为了确保参与式过程能够敏感捕捉到性别问题，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
（ICIMOD）制定了一套《性别敏感性方案指南》（ICIMOD，2009年）。
本文件提供了一份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参与式方法清单，其中包括以下
问题：

• 男性和女性各自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 女性参加公开会议的促成因素和所面临的障碍 

• 男性对女性参与的反应

• 女性公开发表意见的信心，以及在公开发表意见时的影响力方面所存在
差异 

• 举行会议的时间、地点和组织安排是否有利于女性的参与 

• 语言和读写能力问题。

在参与式研究进程中，国际畜牧研究所（ILRI）介绍的这些内容是应对性别
问题的实用提示（ILRI，2011年）。

汇编信息 
所收集的信息最终将被输入ALivE。最好先将信息都整理好，确保收集到了全部
所需信息，并且可以随时输入到本项工具中。附录A提供了整理信息的模板，方
便应用ALivE时使用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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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阶段 – 使用ALivE分析信息：
分步分析 
第2阶段涉及了ALiveE工具的实际应用。本节分步指导了信息输入和使用ALivE工
具分析信息的工作。建议您在完成工具步骤时，将本项指南放在手边，以便随时
查阅。 

通过ALivE进行导航
左侧菜单：

本菜单概述了不同步骤，可以从一个步骤马上跳转到另一个步骤。若要访问工具
中特定的点，请单击任何步骤图标，打开一个子菜单，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一步骤
的开头或特定的子步骤。在进行某个步骤的工作时，菜单上会突出显示这一步，
以提醒您在工作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基本功能： 

• 建议选择使用以下最新版本的互联网浏览器：Google Chrome（谷歌浏
览器）、Microsoft Edge（微软Edge浏览器）或Microsoft Explorer（微
软Exlplorer浏览器），从而确保本项工具发挥最佳功能。 

• 点击右上角的图标 ，可以跳转到已保存的分析列表，并且可以打开之
前保存的分析。

• 每个步骤都设置了“Previous（上一步）”和“Next（下一步）”按
钮，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的任何点在各个步骤之间来回切换，根据需要修
改、更新或更改信息。 

• 每个步骤都设置了“Save（保存）”按钮，用于保存输入的信息或所做的
更改。

• 每个步骤结束时，可以看到“Summary（摘要）”按钮，用来为特定的
这步创建摘要报告，该报告可以保存为PDF格式或打印出来。我们建议您
以横向格式打印摘要报告，并根据需要调整缩放比例，从而可以在页面上
添加更多的信息。本项工具共计生成五份摘要报告，即一步一份报告。 

• 工具中的各个步骤都设置了红色“Guidance（指南）”选项卡，位于这
一步骤的右侧。这个功能可以提供定义和背景信息，协助您完成这一步的
工作。单击选项卡，查看指南，随后出现一个文本框。想要隐藏文本框，
请再次单击选项卡，文本框即被隐藏。使用手册会提醒您何时使用该符号:  
Guidance（指南）?  来查看指南选项卡

• 在某些步骤中，可以添加多个选项。添加按钮位于文本框旁边，用蓝色符
号  +       表示，可以使用该符号添加另一个文本框，输入其他信息。

• 文本框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小垃圾箱 ，可以删除文本框和其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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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vE：分步说明
起始页
阅读简介内容，确保您了解规划工具的目的和目标。您可以选择“Start a new 
analysis（开始新分析）”或单击“List of saved analyses（保存的分析列
表）”，对之前的分析信息进行修改、更新或添加。若要返回ALivE的起始页，
必须关闭程序后再重新打开程序。开始进行分析之前，请通读本手册，这有助于
准确了解本项工具如何支持工作的开展。

ALivE：起始页

ALivE： 保存的分析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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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vE： 分步说明

1

2

3

4

5

了解背景

分析对生态
系统和生计

的风险

确定基于生态
系统的EbA可
选方案，并将
方案按优先顺

序排列

设计项目活动，
促进实施EbA可

选方案

确定监测与评估
EbA可选方案的

主要因素

子步骤
• 描述研究区域、项目目标和目的
• 描述研究区域的生计状况
• 评估生计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性
• 描述研究区域的主要生态系统
• 确定生计活动所需的生态系统
• 确定生态系统如何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

子步骤
• 记录研究区域内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
• 评估气候变化对生计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 分析气候变化对生计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 评估非气候压力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分析气候和非气候压力源对生计的影响
• 确定特别脆弱的社会群体

子步骤
• 确定弱势群体生计策略的适应结果
• 确定弱势群体生计策略的EbA可选方案
• 优先考虑对弱势群体生计策略有效的EbA可选方案
• EbA有效方案列表
• 更改或添加新的EbA方案
• 确定评价标准，评估EbA可选方案的可行性
• 根据选定的标准评估EbA方案的可行性
• EbA可行方案列表
• 确定实施EbA优选方案所需要采取的主要行动

子步骤
• 确定EbA优选方案所需的信息输入
• 确定EbA优选方案的作用和职责
• 确定影响实施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的机会和障碍
• 确定项目活动，支持实施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同时顾及所

需要的信息输入、参与人员、职责、所面临的机会和障碍

子步骤
• 确定衡量适应结果的长期指标
• 确定衡量EbA可选方案的短期指标
• 描述每项适应结果的本底情况
• 数据收集和方法----监测
• 数据收集和方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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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了解背景
ALivE的第一步侧重于了解研究区域的生计和生态系统，而且
进一步探讨生计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及其给人类带来
的惠益。第1步包括以下子步骤：

• 描述研究区域、项目目标和目的

• 描述研究区域的生计状况

• 评估生计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性

• 描述研究区域的主要生态系统

• 确定生计活动所需的生态系统

• 确定如何降低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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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 小提示
表达要简明扼要。您可以
决定输入信息的详细程

度，但这些信息往往要尽
可能地具体，以便为接下
来的分析提供可靠的信息

基础。

虽然您可能很了解这一区
域，但建议您仍要进行背
景研究，丰富您所了解的

内容。

描述研究区域、项目目标和目的

这一步有助于总结进行气候研究的区域的主要信息，还有实施活动的地点，同
时，还有助于界定分析的范围。这些信息包括：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和研究区域名称（如果与项目区域不同）。

研究区域说明：提供项目地理位置的信息（如地区、区域、流域），以及有助于
确定研究区域特征的主要信息，特别是以下信息： 

• 用于界定研究区域边界的分析单位

• 经济背景

• 文化和政治背景

• 管理体系的类型、对生态系统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例如社区管理体系，私
营体系）。 

描述项目目标和目的：概述项目的总体目标，输入项目希望取得的具体目的或成
果。说明在更广泛的项目中，EbA将在哪应用。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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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描述研究区域的生计状况

总结研究区域的主要生计策略和活动。从可选方案列表中选择一项或多项在研究
区域中实施的主要生计策略。如果生计策略未包含在内，请选择“其他”，并填
写您自己的策略。按“Ctrl”或“Command”从列表中同时选择多个策略。对
于所选择的每项生计策略，右边都会出现一个字段，以及对该生计策略的说明。

在“description（说明）”字段中，简要叙述所实施的生计策略。通过提供以下
方面的信息，描述每种生计：

• 说明生计需要什么（例如农作物或牲畜的种类、常用渔捞方法或交易的具
体产品） 

• 这一生计策略对研究区域内社区的重要性

• 参与该策略的特定社会群体

• 与该策略有关的性别作用和职责的信息 

对于每项生计策略和说明，可以在右侧找到一个主要生计活动的字段。使用这一
字段，描述生计策略所涉的及各项活动【例如非木材类林产品（NTFPs）收集、
薪材收集、药用植物和芳香植物收集】。 

Guidance（指南）? 有关“livelihood strategy（生计策略）”和“key 
livelihood activities（主要生计活动）”的定义，请查
看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具体而言， 一次只描述一项活动，单击 +  添加与生计策略相关的其他主要生计
活动。也可以添加多项主要生计活动，来涵盖生计策略中涉及的所有活动。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 小提示
在描述中，承认性别差
异非常重要，因为男性
和女性在社区扮演着不
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

的职责。

促进气候变化适应需要
理解两性的相似和差异
之处，并且，在规划和
实施EbA时，要应对这

些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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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评估生计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性

自然资源往往是主要生计活动的基础。想要评估具体生计策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依赖程度，找出上一步确定的主要生计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对于每项确定的主
要生计活动，都可以描述所需的自然资源（例如水、森林、饲料、药用植物的可
用性）。通过单击  + ，为每项主要生计活动添加一项或多项自然资源。 

Guidance（指南）? 有关“natural resources for livelihood activities（
生计活动所需的自然 资源）”的定义，请查阅这一步的
指南选项卡。

如果某项特定的主要生计活动（如购买牲畜）不需要任何自然资源，则将无需填
写其右侧的字段。本项活动无需推进到下一步。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 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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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描述研究区域的主要生态系统

在这一步中，确定研究区域的主要生态系统并描述其主要特征。在生态系统名称
下列出生态系统，并位每个生态系统填写生态系统说明1，同时考虑以下内容：

• 生态系统的规模、类型和健康状况。

• 主要动植物物种，包括本地物种和濒危物种。

• 圣地、考古遗址或因其精神方面的重要性而受到当地社区重视的动植物。 

• 对社区生计策略至关重要的旅游基础设施。 

在“总体生态系统功能趋势”下，可以定义生态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的
未来可能趋势，可以从“improving（改善）”到“declining（衰退）”中做出
选择。 

默认情况下，最多可以提供三个生态系统的信息。要添加更多内容，请单击左下
角的“Add ecosystem（添加生态系统）”。

可选项-如果需要，可以提供有关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或功能的其他注释。这些补
充注释不会体现在分析当中，但是将作为更广泛的发展和脆弱性背景被纳入考虑
之中。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1 见附录G中的生态系统示例、说明和其所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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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生计活动所需的生态系统

在前面的步骤中，已经确定了生计策略、主要生计活动、支持这些活动的自然资
源，以及研究区域的主要生态系统。现在要分析生计活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之间的联系。在左侧，可以看到生计策略和每一项依赖自然资源的生计活动，
以及所确定的各项资源。在“Identify source ecosystem for each natural 
resource（为每项自然资源确定源生态系统）”下，可以找到一个下拉菜单，
其中列出了在上一步中确定的主要生态系统。

若要为每项自然资源确定其源生态系统，单击下拉列表并选择提供所列自然资源
的生态系统。如果该项自然资源有多个源生态系统，请单击“Ctrl/Command”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每项自然资源有多个生态系统。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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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生态系统如何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

在左侧，可以看到在上一子步骤中确定和选择的、能够为生计活动提供自然资源
的每个源生态系统。在这个子步骤中，现在能够确定这些生态系统提供了哪些服
务，用于减少极端天气事件或灾害的影响。为每个生态系统2选择一个或多个减
少风险可能性的类别： 

• 防洪：湿地、沼泽、泥炭沼泽、湖泊、红树林、沼泽森林和珊瑚礁等生态
系统吸收和减少水流量，并为溢洪留出空间。 

• 海岸保护：除其他功能外，红树林、珊瑚礁、沙丘、海岸沼泽和堰洲岛构
成了防止潮汐、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的物理屏障，降低了潮汐溢流的强
度，并为潮汐溢流留出了空间。

• 风暴缓冲/防护：健康的森林、遮荫树和防护林带可以为农作物、建筑物
和其他资产提供重要保护，让其免受强风和风暴的侵袭。 

• 森林火灾管理/保护：湿地、热带稀树草原、干燥森林和温带森林以及灌
木丛有助于保持自然耐火性。 

• 滑坡防治：例如，陡坡上或陡坡下的森林和其他植被可作为防止土方移动
和稳定土壤的缓冲。

• 防止山崩：陡坡上的森林可以作为防止山崩的缓冲。

• 侵蚀防护：深根系的植物----包括本地植物和树木和灌木等多年生木本植
物----有助于保持土壤。草原和旱地上的植被覆盖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 防旱：森林摄取多余的水量后，能够将其释放回潜水面。湿地蓄存多余的
水量，在旱季将其送回到潜水面，并保持土壤水分。 

• 其他：如果上述任何一项都没有正确定义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提供的减少风
险的可能性，选择“Other（其他）”。 

按Ctrl/Command，选择可选方案，可以为每个生态系统选择多项服务。 

这一步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然后单击右
上角的“Summary（摘要）”，查看、打印或保存第1步 （模块A）中
先前输入信息的PDF摘要报告。报告将在浏览器中的新选项卡中打开。

2 改编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自然保护基金【（未注明出
版日期）】。过去30年来研究中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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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分析生态系统和生计的风险
ALivE的第2步侧重于确定研究区域内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
具体而言，需要确定当前和今后可能出现的气候灾害，记录气
候和非气候压力源对于生计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且确定弱势
群体。第2步包含以下子步骤：

• 记录研究区域内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

• 评估气候变化对生计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 分析气候变化对生计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 评估非气候压力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分析气候和非气候压力源对生计的影响

• 确定特别脆弱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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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记录研究区域内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

在这一步，可以输入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和灾害的相关信息，同时利用科学资料
和参与式研究。提供研究区域气候的整体概述，包括过去的各个季节、高温和低
温、平均降水量和极端天气事件的信息，以及根据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料中发生的
气候变化。 

方框6.当地知识 
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有时候会忽视生活在危险中的人们所掌握的知识。案例研
究表明，地方社区往往不信任外界提供的气候信息和支持服务，因为这些信
息和服务很少征求当地人的意见。对于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人口群体来说，
情况尤为如此。因此，信息和支持服务无法充分地适应当地的情况和需要。

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协商讨论中，将利益相关方纳入其中，从而确保能够获
得当地信息，并且能够对这些信息加以讨论，同时将其纳入决策过程之中。 

现在要描述观测的和预测的主要气候变量的发展趋势。在rainfall（降水）下，
从下拉列表中指定当前observed trend （观测到的趋势）3，并使用文本框
进一步说明研究区域内观测到的相关降水变化（例如，降水的时间、分布）
。重复这一过程，描述projected trend（预测的趋势）。对观测和预测的
temperature（温度），进行同样的操作。

接下来，确定和描述研究区域当前和未来可能的气候灾害。单击Hazard1（灾
害1）下的“change（更改）”按钮，输入该区域的主要气候灾害。若要添加另
一种灾害，请单击Hazard2（灾害2）和Hazard3（灾害3）下的“change（更
改）”按钮。这里最多可以描述研究区域内发生的三种灾害，所以要把重点放在
为生计和生态系统带来最大影响的灾害上。对于每一项气候灾害，都需要从箭头
中选择，具体指明观察到的灾害强度和频率的趋势。此外，如果有足够的科学资
料，还可以从箭头中选择，具体指明灾害强度和频率的预测趋势：

 （强度增加）     （强度恒定不变）     （强度降低）

Guidance（指南）? 有关“climate hazard（气候灾害）”的定义，请查阅 
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强度：强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如风速、洪峰高度）的危险程度。发生灾害时的
危害有多大？

频率：气候灾害发生或在特定时期内重复发生的速率。多久发生一次灾害？

3 过去30年研究区域中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

 � 小提示
比较科学资料提供的和利
益相关方观测到的气候变
化信息。前者通常只适用
于更大的范围尺度，而利
益相关方的观察内容可以
验证这些更大的趋势，从
而理解当地人对气候变化
情况的看法。此外，请务
必注意预测中提到的任何

不确定性的范围。

 � 小提示
要区分原因和结果。确保
所确定的问题是实际的灾
害，而不是“粮食不安

全”等压力源。

例如，粮食不安全可能是
干旱造成的，而干旱是一
种气候灾害。 作物病害
可能由于无霜的冬季造

成，无霜冬季也是一种气
候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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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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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评估气候变化对生计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这一子步骤要确定哪些对生计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会受到降水量和温度模式变
化的最不利影响，并确定具体的气候灾害。在左侧，可以看到“ecosystems 
important to livelihoods（对生计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及其为主要生计活
动提供的自然资源，这些均为本方案第1步中已经确定的内容。 

评估观测和预测的降水量和温度模式变化的影响程度，以及每个对生计至关重要
的生态系统的每具体气候灾害。单击下拉列表，从“high impact（影响大）”
、“medium impact（中等影响）”、“low impact（影响小）”和“no 
impact（没有影响）”中进行选择，说明影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如果这步的评估中就得出结论，认为特定的气候变量对于对生计至关重要的特定
生态系统影响小或没有影响，则不会将这一生态系统推进到下一步进行分析。
例如，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池塘和湖泊不受温度和雨型变化、或任何已知气候
灾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就不再显示“ponds and lakes（池塘和湖
泊）”，也不再描述具体影响。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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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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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分析气候变化对生计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评估了每个生态系统会受到的影响程度后，现在要提供具体信息：对于研究
区域中每个生态系统，说明降水量和温度模式的变化的影响以及气候灾害。 

对于每一项气候变量（如降水量、温度和已确定的灾害），描述它对生态系统
及其为生计活动提供的自然资源的直接正面和/或负面影响。在分析和描述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时，还需牢记对已确定的气候灾害的观测和预测频率和强度的评
估。

在这一子步骤中，我们将这些影响称为气候灾害和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后
果。例如，飓风（气候灾害）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是破坏红树
林、鱼类生境丧失和丧失风暴防护的天然屏障。对生计的间接影响将在以后的
步骤中进行讨论。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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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非气候压力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通常，还存在其他压力源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削弱其面对气候压力源的恢复
力。因为其他非气候趋势、影响和变化（例如城市化、公路建设、非法侵占）可
能加剧气候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资源的负面影响，所以这些问题值得引起
关注。

在这一子步骤中，可以通过单击蓝色框中的“change（更改）”，最多指定三
个“non-climatic stressors（非气候压力源）”，输入具体的压力源名称。
在下面的方框中，填写一份“description（说明）”，说明对于每个生态系统
及其所提供的自然资源，每种具体的压力源如何促成或加剧气候灾害对其的负面
影响。在“pressure of stressor（压力源）”的压力下，可以从下拉列表（从
高、中、低）中进行选择，指明压力源影响的严重性。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 (保存)”， 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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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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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分析气候和非气候压力源对生计的影响 

这一步有助于了解和描述气候灾害和变化，以及非气候压力源对生计策略的影
响。

左侧是主要的生计策略，旁边是支持这些策略的（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在它
旁边，可以看到一份气候压力源对（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摘要和一份非
气候压力源对（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摘要。所有四列信息都会进行自动
填充，填充内容来自前文子步骤中所提供的信息。

现在需要描述“combined impacts from climate hazards and non-
climatic stressors on the main livelihood strategies（气候灾害和非气候
压力源对研究区域主要生计策略的综合影响）”。在此，必须回顾支持主要生计
活动的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同时，牢记气候灾害的任何预期变化及其潜在影响，
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如何影响今后的生计策略。虽然有些情况尚未发生，但仍有必
要对其进行关注。

气候和/或非气候压力源对生计策略影响的实例：

• 飓风（气候灾害）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导致红树林遭到破
坏，鱼类生境丧失，丧失防护风暴的天然屏障（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影
响）。对渔业（生计策略）的影响可能是破坏近岸渔民的家园，以及由于
鱼类种群减少和生境丧失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 更长时间的旱季（气候灾害）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导致森林火
灾发生率上升，生物原料质量下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森林侵袭（
非气候压力源）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无法可持续地采伐林产品。对以
森林为基础的耕作方式（生计策略）的影响可能是收入损失，这种损失是
由于非木材林产品减少而造成的。 

输入信息时，必须牢记这类气候影响链。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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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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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特别脆弱的社会群体 

这一子步骤审视了先前输入信息的结果，目的是确定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危害
和变化影响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与所确定的每项依赖生态系统的生计策略有
关。在确定气候变化适应的可选方案之前，要确定哪些是弱势群体，同时了解
他们为什么可能需要有针对性的策略，这是关键的一步。 

在确定弱势群体时，要考虑许多因素。由于以下原因，某些人群、家庭或群体
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灾害性事件的影响：

• 居住环境：社区的某些区域可能比其他区域更容易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区域居住着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例如，在河漫
滩定居的无土地人群）。 

• 资产：比较贫穷的人群拥有的资产较少，可能更加依赖对气候敏感的生计
策略。

• 性别：女性和男性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感受各不相同，他（她）们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也有差异。由于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限制了女性的流动
性和决策权，在获得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资源和服务方面，女性
尤其可能会面临障碍。

• 宗教或族裔：在有多个宗教和（或）族裔群体的地区，信仰少数宗教的群
体或少数族裔群体可能面临歧视，这限制了他们获得信息、资源和服务的
能力，由此降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

• 流动性挑战：在保障生计和保护自己免受灾害影响方面，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幼儿、孕妇和残疾人可能面临各种挑战。 

必须考虑到，如果这些加剧脆弱性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影响会更加显著。
例如，由于歧视和被排斥在社区决策之外，属于少数族裔群体的女性可能比具有
类似社会经济状况的非少数族裔女性更加脆弱；与相对宽裕的人相比，在行动能
力和获得信息和服务方面，残疾人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要考虑上述因素是如何
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对于确定社会弱势群体极其重要，也有助于避免无益的泛
泛而谈（例如，所有女性都是弱势群体）。 

以下问题有助于引导您确定哪些是弱势群体，并且解释其脆弱性的原因： 

• 在获得信息、资源和服务方面，特定群体是否因其宗教、性别、族裔、年
龄或识字率低而面临障碍？ 

• 是否存在某些社会群体被排除在社区规划和决策进程之外？ 

• 社区成员是否能够公平分享发展投资和服务供给的惠益？如果无法公平分
享上述惠益，哪些社会群体获得的惠益较少？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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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

• 在这种背景下，流动性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有了什么作用？哪些群体面临
着流动性挑战？ 

• 谁能使用和管理社区的自然资源？在资源的使用权方面，特定社会群体是
否面临着障碍？ 

• 性别的不平等如何影响适应能力？性别问题是如何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
的？ 

• 是否有某些社会群体倾向于居住在容易发生灾害的区域？

回顾气候和非气候压力源对于依赖生态系统的生计策略的影响的信息。
在“impacts（影响）”旁边的文本框中，具体指明容易受这些影响的所有社会
群体。每次只列出一个社会群体，同时附加群体说明，然后单击， +  添加其他
群体。请为每组弱势群体填写其特别脆弱的原因。

这一步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然后单击右
上角的“Summary（摘要）”，查看、打印或保存第2步 （模块A）中
先前输入信息的PDF摘要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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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确定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
（EBA）可选方案，并将方案按优先顺序排列 
ALivE的第3步侧重于说明脆弱生计的气候变化适应结果，然后
为研究区域确定切实有效的EbA可选方案，并将方案按优先顺
序排列。第3步包括以下子步骤 

• 确定弱势群体生计策略的适应结果

• 确定弱势群体生计策略的EbA可选方案

• 优先考虑对弱势群体生计策略有效的EbA可选方案

• EbA有效方案的列表

• 更改或添加新的EbA方案

• 确定评价标准，评估EbA可选方案的可行性

• 根据选定的标准评估EbA方案的可行性

• EbA可行方案列表

• 确定实施EbA优选方案所需要采取的主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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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

 � 小提示
回顾那些已经为研究区
域确定了相关的优先适
应事项的国家、区域或
地方加护和政策，以便
为适应结果提供信息。

确定弱势群体生计策略的适应结果

回顾模块A中的前两份报告（第1步和第2步），必要时，从前面任意一步回到工
具中调整内容，让摘要报告尽可能准确和全面，为以下步骤准备好报告，以便随
时使用。

在这一子步骤中，本工具自动总结了前面步骤中的信息。这些摘要概述了主要的
生计策略、支持生计的生态系统、以及对生态系统和生计的气候和非气候影响。 

回顾并分析信息，为每项生计策略确定和制定长期4适应结果。您可以使用 +  
添加另一个文本框，指明多项适应结果。 

Guidance（指南）? 有关“adaptation outcome（适应结果）”的定义，请
查阅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在制定适应结果时，保证其能够明确表达以下内容： 

(1) 通过生态系统恢复、保育或管理实现的生态系统和/或其服务的理想状态。 

(2) 生态系统如何帮助人类适应气候变化。

(3) 应对的气候风险有哪些？ 

示例：

• 保育和恢复森林树种，增加社区森林生物多样性，并为以森林为基础的耕
作生计防治滑坡问题。

• 改善农业耕作的用水供应，解决雨型变化造成的水源枯竭问题。 

这一练习有助于了解您希望的社区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未来走向，并展现具有
气候适应性的社区的面貌。在整个规划过程中以及在执行气候变化适应行动时，
也会再提到这一点。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4 长期适应结果往往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目的在于改变生态系统或社会、环境或经济状况。长期
分析的考虑的是项目结束之后的问题，侧重于关注5至10年的结果。

 � 小提示
好的开端首先要确定已经
发生了什么，在此基础上
可以展开哪些工作。是否
有现成的计划、政策或策
略已经指明了一些方案，
能够帮助管理最重大的风
险？或者是否有已经计划
好的项目，能够帮助提高

恢复力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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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弱势群体生计策略的EbA可选方案

应当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气候风险对生计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或难
以缓解，因此必须考虑工程结构可选方案或混合策略。例如，海堤是为了防止进
一步侵蚀海岸线而设计的坚硬工程结构。使用石笼保护河岸，再加上植被恢复的
努力，这就是一项混合方案，这项方案结合了基于生态系统和硬基础设施的两种
方法。

然而，这一子步骤和下面的子步骤将重点确定和优先考虑可以确保生态系统的恢
复力、保证其为生计提供服务的EbA可选方案，同时还要利用其减少气候风险的
潜力。

根据确定的适应结果、对当前和未来影响的理解，以及通过参与式研究过程与社
区讨论的适应方案，现在可以开始确定EbA可选方案了。这些可选方案应当计划
实现预期的适应结果。

Guidance（指南）? 有关“EbA options（EbA可选方案）”的定义，请查阅
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正如第9页中的内容所述，EbA可选方案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恢复：协助恢复已经退化、遭到损坏或毁坏的生态系统的过程。 

保育：保育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和物种组成的策略，同时认识到所有组成部分
都是相互关联的。

管理：以促进生态系统长期可持续性和持续向社会提供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的方式
管理资源。

在理想的情况下，EbA可选方案应解决对应对气候影响十分重要的自然资源使用
权和管理权问题。如果弱势群体能够拥有更多主要资源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他们
的适应能力就会加强。附录F提供了不同生态系统可能采用的EbA可选方案的指
示性清单。

在上述类别中，为每项适应结果确定潜在的EbA可选方案。您可以使用， +  添
加另一个文本框，为每项适应结果指明多个EbA可选方案。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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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

优先考虑对弱势群体生计策略有效的EbA可选方案

为了确定EbA优选方案，本项工具使用五项公认的EbA效能标准，辅助多标准分
析。 

Guidance（指南）? 有关“effective EbA options（有效EbA可选方案）”的
定义，请查阅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EbA效能标准：

减少与当前和未来气候灾害和变化有关的风险的潜力：该类EbA方案直接应对气
候灾害、变化和不确定性问题，同时考虑到气候变化的观测结果和预测结果。为
其提供信息支持的既有科学资料，也有传统知识。

提高人类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潜力：该类EbA方案让人类能够适应气候变化，例
如通过稳定提供气候敏感资源，创造分散风险的新型生计机会，或改进自然资源
管理体系，以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管理权的公平性。 

为社会弱势群体创造惠益和加强性别平等的潜力：实施该类EbA方案可以确保社
会弱势群体能够参与方案成果并受益其中。它解决了阻碍气候变化适应的社会不
平等和性别不平等问题。

可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来构建恢复力：该类EbA方案利用生态
系统服务，以不降低生态系统健康性的方式和速度，增加人类的生计资产及其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构建生态系统应对当前和未来气候灾害和变化的恢复力：该类EbA方案通过支持
基本自然进程和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联系，平衡人类的气候变化适应与
生态系统恢复力。以一种不会损害生态系统本身的长期恢复力的速度来使用生态
系统服务。 

建议的EbA可选方案列于左下方，效能标准会显示在顶部。通过对每个标准由高
到低进行排序，评估和评价每项潜在EbA可选方案的效能。

根据您的评估（高=3，中=2，低=1），通过将每项潜在EbA方案的值相
加，ALivE将自动计算总分。系统将采用阈值10来突出显示最有可能产生预期结
果的最有效的EbA方案。 

 � 小提示
在根据每个标准对潜在

的EbA可选方案进行排名
时，请确保仔细考虑每项
标准的确切含义以及每个
EbA可选方案将如何有助

于满足这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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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 保存输入的信息。

方框7. 权衡与协同增效
当无法同时提供几种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或几种所需生态系统服务彼此约束或
会引发冲突时，就需要权衡生态系统服务。这种权衡可能导致用户之间发生冲
突，具体取决于哪一方会承担生态系统服务的责任，哪一方会从生态系统服务供
给中受益（Turkelboom等，2016年）。为适应而管理生态系统可能需要确定生
态系统提供的某些服务的先后顺序，这就要以牺牲其他的一些服务为代价。虽然
双赢的局面可能比较有吸引力，但这种局面并不是必然的，还有一些研究表明，
在实践中，实现双赢的可能性不太大。对于EbA实践者来说，明确知悉需要对生
态系统服务进行权衡，这才是值得肯定的、能够推动方案实施的态度，同时还要
努力理解权衡和协同增效的基本机制和动机。这将有助于规划和管理生态系统服
务，因为它有助于： 

(1) 预测何时何地可能需要进行权衡。

(2) 减少不必要的权衡和相关冲突。

(3) 加强可取的协同增效作用（例如，采用同时能够提供若干生态系统服务的
策略）。

(4) 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促进诚实对话、激发创造力和学习热情。

(5) 促成更有效、更有效率和更加令人信服的管理决定。

(6) 通过考虑权衡的分配影响，获得更公平的结果（Turkelboom等，2016
年）。

例如，保护珊瑚礁和海洋区域可以加强沿海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提高鱼类生产
力，并为发展生态旅游创造机会。EbA可选方案应当平衡最脆弱、当前和预期
的气候相关脆弱性、资源和发展的需要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限制（Andrade
等，2011年）。因此，实施EbA可选方案的决定必须接受风险评估、参与式规
划和适应性管理办法的制约，这些办法应当认识到潜在的权衡因素并将其纳入各
项办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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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有效方案列表 

现在已经对每一种潜在的EbA方案的效能进行了评估和排序。根据上一步为潜在
EbA方案做出的排序，现在对这些方案进行展示。在每个EbA方案后面，您将看
到总分。排名最高的潜在方案排在第一位，排名最低的排在最末位。得分高于10
的每个潜在EbA可选方案均使用绿色高亮显示，得分低于10的每个潜在EbA可
选方案均使用红色高亮显示。系统采用阈值10来突出显示最有可能产生预期结果
的“有效”EbA方案，从而为您的决策过程提供信息。

这一子步骤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只为您显示排名，必要时，请返回到上一步并
进行内容调整。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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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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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步

第3阶段

更改或添加新的EbA方案

在评估了每个EbA方案的效能之后，现在需要选择应该向前推进哪些EbA方案，
因为它们能够最有效地产生预期结果，并且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您可以单击每个EbA方案旁边的方框，选择您希望在下一步分析的方案。任何未
被选中的EbA方案都不会推进到下一步。

这一子步骤还可以让您添加新的EbA方案。单击“Add new EbA option （添
加新的EbA方案）”。 然后，您需要输入要添加的EbA方案，并选择该EbA方案
可以帮助实现的哪些适应结果。

在添加新的EbA方案时，确保这一新增方案侧重于管理自然资源的供应和需求，
以降低生计群体面对已确定的气候灾害的脆弱性。该类EbA方案还应着眼于人类
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管理权，而这些权利对应对气候影响十分重要。如有必
要，请重新查阅使用手册中关于确定潜在EbA可选方案的指南（第40页）。更改
或添加新的EbA方案。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 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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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评价标准，评估EbA可选方案的可行性

默认情况下，建议使用八个权重相等的标准来辅助评估每个EbA方案的可行性。 

在下一个子步骤中，从待评估并确定优先级的EbA可选方案的默认标准中进行
选择。必须从建议的默认标准列表中至少选择四项标准。可以通过单击“add 
criterion（添加标准）”添加标准，然后单击红色垃圾箱再次删除标准。在进入
下一步之前，请务必单击标准旁边的方框，选择您自己的标准。  

Guidance（指南）? 有关“Feasible EbA Options （EbA可行方案）”的定
义以及对建议默认标准的说明，请查阅这一步的
guidance（指南）选项卡： 

• 可负担能力

• 技术可行性

• 政治可行性

• 维护成本

• 是否可以监测

• 灵活性

• 为更多的受益者提供支持

• 文化契合性

应当强调指出，ALivE没有提供深度经济分析组件。进行经济效益分析可能比较
有难度，而且大都取决于具体的本地化数据和仔细甄选的评价方法。方框8概述
了一些常用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详细地评估EbA可选方案的效益和成本。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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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方框8. 评估EbA可选方案的效益、成本和影响 
评估是描述、衡量和分析EbA可选方案的成本、效益和影响是如何产生、
获得和感知、从而支持决策的过程。经济价值往往对决策人员特别有说服
力。证明EbA可选方案在经济方面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这将有助于为实
施EbA可选方案提供充分理由，沟通其中的效益和结果，并为主流化的努
力提供支持。然而，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或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
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几乎没有生态系统服务会制定一个市场价格，因此
想要根据不完备的信息来量化和预估这类商品的货币价值，这是比较困难
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工作变得有些复杂，而在较传统的适应方案的成本
效益分析中，可能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另一项可能面临的挑战是是否能
够获得特定区域的数据。很可能有必要使用来自类似区域或其他研究中的
数据。为了突出EbA可选方案的经济价值，将气候变化的考虑纳入其中，
这会在另一个层面上增加工作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需要工作人员进行广
泛的背景研究，仔细甄选经济方法，并明确确定要解决的问题范围、目
的、成本、效益和影响。

下面列出了评估EbA可选方案的效益、成本和影响的常用方法：

• 缓解性和规避性支出（处理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影响的成本）

• 条件价值评估方法（涉及直接询问人们愿意为避免损失、或加强生态
系统服务支付多少费用）

• 选择实验（人们从方案“菜单”中选择能够提供不同水平生态系统服
务和不同成本的方案，例如实施的政策决定中，包含可能对生态系统
造成不同影响的行动）。 

• 效益转移（转移已在另一地点和/或背景下已经完成的研究的价值）。

• 市场价格（为在商业市场上交易的生态系统货物和服务支付的款项）。

• 替代品价格（与天然产品的功能接近的替代品的市场价格）。 

• 对生产的影响（通过考虑生态系统变化造成的质量和/或数量变化、
或市场商品的变化所推测出的价值）。

• 旅行费用（假定某个目的地的价值反映在人们愿意支付的前往这里的
旅行费用金额大小上）。 

• 特征价格（影响市场商品价格的环境设施的价值，如滨水房地产）。

• 更换成本（以更换生态系统服务或提供替代服务的成本为基础的价
值）。

请注意，上述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旅行费用
方法主要用于评估生态系统提供的文化服务的价值。 

资料来源：Kosmus, M., Renner, I., Ulrich, S.（2017）。《将生态系统服务（IES）纳入发展规划培训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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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定的标准评估EbA方案的可行性

本项子步骤可以让您根据所选定的标准评估建议的EbA方案。上一子步骤中的
EbA方案和标准均将自动显示在横轴和竖轴上。 

通过将每项标准进行由高到低的排序，评估和评价每个EbA可选方案的可行性。

例如： 

• 本项EbA方案价格非常合理（排名：高） 

• 本项EbA方案在技术上非常可行（排名：中）

• 本项EbA方案在政治上不可行（排名：低）

• 本项EbA方案的维持成本会很高（排名：低）

• 本项EbA方案非常容易监测（排名：高）

• 本项EbA方案可以惠及大量受益人（排名：高）

• 本项EbA方案文化契合性差（排名：低）

• 本项EbA方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在发生变化时对其加以调整（排
名：中）

根据您的评估（高=3，中=2，低=1），通过将每个EbA方案的值相加，ALivE
将自动计算总分。在下一子步骤中，将根据EbA方案的可行性对其进行排序和显
示。

单击“Next（下一步）”查看EbA方案的排名。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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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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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EbA可行方案列表

现在已经对每一种潜在的EbA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和排序。根据上一步为潜
在EbA方案做出的排序，现在对这些方案进行展示。

得分高于8的每个潜在EbA方案均使用绿色高亮显示，得分低于8的每个潜在EbA
方案均使用红色高亮显示。阈值8用于高亮显示EbA“可行”方案，这些方案可
以是可能实现的、实现的、完成的或合理的方案。

在评估了每个EbA方案的可行性之后，现在需要选择应该向前推进哪些EbA方
案，因为这些方案被视为可行并且可以实现的方案，由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
分析。

单击每个EbA方案旁边的方框，可以选择您希望在下一步分析的方案。未被选中
的EbA方案均不会推进到下一步。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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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实施EbA优选方案所需要采取的主要行动

已选的EbA优选方案会被纳入实施的考虑之中。左侧将显示EbA优选方案，这些
方案是在前面的步骤中通过确定方案的优选次序推进到这一步的。现在要确定成
功实施这些EbA方案必须采取的主要行动。

通过确定EbA可选方案的优先次序（例如，在水源附近增加种植园的水份补给）
，您已经决定了希望看到的变化结果。为了实现这些变化结果，这一步要确定实
施“what（什么内容）”并布局实施方案。 

对于每个EbA方案，都需要输入实施或落实EbA优选方案所需要采取的主要行
动。

Guidance（指南）? 有关“key actions（主要行动）”的定义，请查询本项
步骤中的 指南选项卡。

主要行动显示在每项EbA方案旁边，每次只能使用一个文本框来描述一项主要行
动，然后可以添加另一个文本框来描述第二项主要行动。要为特定的EbA可方案
添加另一项主要行动，请单击  +  。您可以为每个相关的EbA方案添加任意多项
主要行动。 

! 这一步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然后单击右
上角的“Summary（摘要）”，查看、打印或保存 第3步（模块B）中先
前输入信息的PDF摘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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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

验证结果 
完成这部分的分析之后，我们建议项目组举办一次验证研讨会，与社区代表
和利益相关者分享您的调研结果，从而确认得出结论的效度。通过分享结
果，还可以确保信息阐释的正确性，并且没有遗漏任何内容。在社区验证了
分析和EbA优选方案之后，应该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些方案，并且围绕所需的
信息输入、需要参与的主要人员、机会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机会和挑
战，进行信息的收集。这有助于更多地了解当地人的关切点和现实情况，并
为项目活动的设计提供信息，从而支持EbA优选方案的实施。 

验证工作通常在研讨会上进行，这类研讨会会将社区代表和一系列的利益相
关方聚集在一起，讨论分析结果并提供相关反馈。在为验证研讨会做准备
时，您需要将结果汇总到一个简明的综合报告中，方便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查
阅和理解。您可以使用第1、2和3步末尾ALivE生成的摘要报告。

您应该在研讨会应介绍自己的调研结果，然后让与会者讨论和验证这些结
果。 接下来，对于EbA优选方案所需的信息输入、主要参与人员以及面临的
机会和挑战，与会者可以提供相关的信息或观点等。附录E为这一过程提供
了便利化指南。

验证研讨会的反馈应被纳入到分析之中，您可能需要对工具的第1、2和3步
中的条目进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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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设计项目活动，促进实施EbA可选
方案
ALivE的第4步侧重于设计项目活动，促进实施EbA可选方案。
要确定所需要的信息输入、主要参与人员及其职责、面临的机
会和障碍以及具体的项目活动。第4步包括了以下子步骤：

• 确定EbA优选方案所需的信息输入

• 确定EbA优选方案的作用和职责

• 确定影响实施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的机会和障碍

• 确定项目活动，支持实施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同时顾及
所需要的信息输入、参与人员、职责、所面临的机会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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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

确定EbA优选方案所需的信息输入

EbA可选方案和主要行动的成功实施需要知识、人力资源、物资和其他技术支
持。想了解项目如何能够向社区和地方机构提供支持，必须明确了解这些要求。
在本项步骤中，对于为每个EbA优选方案实施相关的主要行动，确定所需的全部
信息输入。

Guidance（指南）? 有关“required inputs（所需信息输入）”的定义和建
议考虑的类别划分，请查阅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 设备和材料

• 信息

• 金融资源

• 技能和知识

• 培训

• 自然信息输入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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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EbA优选方案的作用和职责

对于每个EbA优选方案，上一子步骤中确认的所需信息输入现在都自动显示在主
要行动旁边。 

现在，在所需信息输入旁边的文本框中，指明需要成功实施该EbA方案及其相关
主要行动的所有参与人员。其中可能包括社区成员、地方政府机构和政治家、
地方团体、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任何其他社会团体。如有可能，为每个群
体指明其具体的核心人物。 

接下来，描述每个确定的参与人员的作用和职责。具体来说，请描述他们将如
何支持实施该EbA方案的主要行动。这可能涉及他们的审批权限、他们可能能够
提供的金融资源或他们贡献的具体技术技能或知识。此外，还要考虑到关键个
人的作用，由于他们所拥有的个人技能和认可度，他们可能在创建联盟中发挥
重要作用。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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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方框9. 与私营部门接洽 
在考虑私营部门参与人员在支持EbA可选方案能够发挥的潜在作用时，必须
了解促使其参与方案的动机和有利因素。 

商业机会是激励私营部门参与的主要因素之一。部门内的财务决策通常由商
业案例提供信息，此类商业案例评估特定投资的预期风险与潜在效益（Parry
等，2017年）。这些商业机会可能包括通过更高质量的产品提高特定部门的
恢复力、生产力或更大的市场准入的潜力。反过来，这将减少其投资组合的
脆弱性，并降低其向更大市场或其他市场提供产品的能力。一个主要方面是
产品（如木材、有机虾、特定金融产品）的提供，这些产品既是公司投资组
合或供应链的一部分，也应当体现在EbA可选方案的实施之中。这些产品具
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因此，它们在EbA可选方案的惠益与私营部门市场之间
建立了联系（Dorkenoo，2015年）。

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灾害会直接影响私营部门的业务和投资。私营部门越来
越有兴趣将气候风险纳入其供应链管理，并制定适应战略。资助EbA可选方
案及其在气候风险和减少灾害方面的预期惠益，可以为私营部门参与EbA提
供另一项激励因素（Parry，2017年）。 

然而，必须指出，如果私营部门不把气候变化当做其商业活动的风险或机
会，它们就不太可能为适应气候变化进行投资。这就更加需要进行气候风险
评估，还要加大获得区域气候数据的力度。 

私营部门需要考虑的其他激励因素还有社会贡献。EbA举措可以带来多种共
同效益，投资成本低，还能让当地社区参与其中。支持地方社区可以帮助私
营部门实现其社会责任目标以及环境责任目标（Dorkenoo，2015年）。这
也重申了对项目进行监测与
评估的重要性，从而评估和
记录EbA的有效性和效益。 

为了让私营部门能够进一步
参与其中，将EbA主流化是
关键的一步，因为私营部门
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仍然
很低，其应对措施多为被动
措施。因此，对于通过将
EbA纳入相关政策和规划进
程创造有利环境，政府的支
持至关重要，特别是主要经
济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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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影响实施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的机会和障碍 

在前面的子步骤中，已经确定了实现EbA优选方案所需的信息输入、主要参与
人员及其职责。该项子步骤有助于指出可能影响成功实施EbA优选方案的机会
和障碍。

了解可能影响实施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的机会和障碍，有助于在下一步规划
项目活动时避免一些隐患。

在“opportunities（机会）”项下，确定并列出积极影响和促进实施每个EbA
方案的所有因素（如政治意愿、当地支持、现有财政资源）。

在“barriers（障碍）”项下，确定可能阻碍实施每个EbA方案的所有因素（例
如当地民众不认同、所需的技术专门知识、时限、政治意愿和缺乏资金）。 

在“barriers to identified vulnerable groups（确定的弱势群体面临的障
碍）”下，确定并列出先前确定的参与生计策略的弱势群体会面临的特定障碍（
例如特定自然资源的使用权、识字程度问题、获取信息、歧视、参与度）。

Guidance（指南）? 有关“Opportunities（机会）”和“Barriers（障
碍）”的定义，请查阅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 在本项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 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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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项目活动，支持实施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同时顾及所
需要的信息输入、参与人员、职责、所面临的机会和障碍

前面的子步骤确定并输入了所需信息输入、参与人员及其职责、所面临的机会和
障碍后，他们都会自动地纵向显示在每个EbA优选方案和主要行动的旁边。确定
特定的项目活动之前，请查看每个EbA方案的信息。

信息查看完毕后，确定并描述能够支持实施每个EbA优选方案所需的主要行动的
项目活动，同时考虑到所面临的机会和障碍（例如，如何应对这些机会和障碍？
） 以及所需要的参与人员和资源（如何支持这些参与人员和资源）？

Guidance（指南）? 有关“project activities（项目活动）”的定义，请查
阅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这一步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然后单击右
上角的“Summary（摘要）”，查看、打印或保存第4步（模块 B）中
先前输入信息的PDF摘要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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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步：确定监测与评估EbA可选方案的主要
因素 
在气候和非气候因素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当前背景下，要求
将学习、监测与评估（M&E）放在项目的中心位置。对于减少
这种不确定性和增加实现适应结果的可能性，适应性管理不失
为一种途径。方框10概述了适应性管理的含义，并列举了一些
示例。

ALivE的第5步侧重于确定监测与评估EbA可选方案的主要因
素。您将使用适应结果和EbA可选方案来确定短期和长期指
标。然后需要确定EbA可选方案和数据收集方法的本底。第5
步包括了以下子步骤： 

• 确定衡量适应结果的长期指标

• 确定衡量EbA可选方案的短期指标

• 描述每项适应结果的本底情况

• 数据收集和方法----监测

• 数据收集和方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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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方框10. 适应性管理 
由于目前和未来的气候变率导致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对物种、生境、生
态系统和人类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因素尚未完全了解而产生的各种不确定
性，对于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和增加实现适应结果的可能性，适应性管理不
失为一种途径。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在适应行
动之后，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长期监测。这涉及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影响
的了解，应对这些影响的行动设计，以及对气候敏感的生态系统、物种和
进程的监测，由此来评估适应方案的有效性，并重新设计和改进这些方案
（ECAP，2015年）。 

因此，长期监测至关重要。通过这些监测工作获得的知识可以用于调整和改
进目前或今后与EbA相关活动的表现。它还加强了科学家、管理人员和利益
相关方之间所 需要的最重要的一点 - 沟通。

适应性管理的主要因素： 

 

 计划 行动

纠正 检查

• 确立作用和职责 • 根据目标落实主要行动

• 监测并回顾各种影响，了解哪些行动发挥了作用• 修订行动计划，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来源：IISD，2017年

适应性管理示例：

为了确保鱼类种群的繁殖和珊瑚礁的修复，地方当局实施了一项定期监测议
定书，要求评估和研究鱼类种群、水质和珊瑚礁的健康状况，同时分析气候
变化的影响。每年，他们都要考量鱼类种群的状况和珊瑚礁的健康状况，以
确定应该限制哪些消遣娱乐和捕鱼活动。适应性管理方法提供了一项明确的
流程，可以直接使用和监测信息，并在对生态系统的消遣娱乐和经济干扰因
素方面作出管理决定。（改编自珊瑚礁恢复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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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衡量适应结果的长期指标

在第一项子步骤中，为先前在第3步中确定的每项适应结果确定长期指标5。指标
的目的是监测和衡量适应结果的两个组成部分： 

(1)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理想状态->目标如下：在气候变化和变率引起的压力
下，衡量管理、恢复和保育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

(2) 人类运用提高了的适应能力，管理已确定的气候风险->目标如下：衡量人
类利用机会或应对与气候灾害、变化和不确定性有关的潜在损害后果的能
力。 

Guidance（指南）? 有关“indicator（指标）”的定义和要考虑的因素，请
查阅这一步的指南选项卡。

请务必要制定SMART指标，即：具体型（Specific）、可衡量型
（Measurable）、可实现型（ Attainable）、相关型（Relevant）和有时限
型（Time-bound）指标。

可以为每项适应结果输入任意多项长期指标。要为具体的某项适应结果添加另
一项长期指标，请单击 +  。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5 长期分析的考虑的是项目结束之后的问题，侧重于关注5至10年的成果。

 � 小提示
可持续的M&E可以通过

将数据收集和审查等系列
M&E活动与项目本身之

外的活动联系起来加以支
持。例如，让当地大学牵
头开展数据收集活动，监
测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
如果监测与评估的所有权
属于大学，则可以在项目
完成后继续开展数据收集

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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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确定衡量EbA可选方案的短期指标

这一子步骤需要确定短期6指标，用于监测EbA优选方案的实施效果和进度。短
期指标应与成功实施EbA可选方案所需的具体主要行动挂钩。

相比之下，短期指标应表明某项行动已经完成，而长期指标则表明，行动引起了
结果的变化。

左侧显示的是上一个子步骤中确定的适应结果和长期指标。它旁边是与文本框
关联的EbA优选方案，是用于标识短期指标的。对于每一项EbA可选方案，您都
可以输入任意多项短期指标。为某项EbA可选方案添加另一项短期指标，请单击 
+  。

同样，请确保已经制定了SMART指标。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6 短期是指实施项目结果，包括但不限于提高的能力和增加的使用权、提高的认识和已建立的物理
结构。短期侧重于1至3年的时间跨度。

 � 小提示
开始之前，确定您是否已
经使用了可以整合这些指
标的M&E框架。如果您
已经使用了M&E框架，

请首先对其进行回顾，并
考虑设计新的指标，

因为现有的一些指标可能
已经很实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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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描述每项适应结果的本底情况 

既然已经制定了一套指标，那么对于了解衡量适应结果和EbA可选方案进展情况
的本底，这套指标就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适应本底数据记录了研究区域脆弱性
和风险方面的现状。回顾已确定的指标组，创建一项可以用于记录研究区域当前
状况的本底。

为每项适应结果和每个EbA优选方案描述其本底情况。本底是对干预发生前的初
始条件/情况的描述。在比较干预前后的情况和评估变化时，本底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参考点。

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收集的信息越多，您的团队就越有能力对成功确定EbA可选
方案展开沟通。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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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数据收集和方法 - 监测

在此之前，短期指标已经确定，用于监测EbA优选方案的进度和实施情况。这一
子步骤将确定如何收集数据、使用什么收集方法、在何时何地进行信息收集。

横轴上显示了您的EbA优选方案和相关的短期指标。对于每项短期指标，都要确
定以下内容：

• 如何收集信息？ 

• 谁来收集信息？ 

• 何时进行信息收集，两次信息收集的时间间隔是多久？ 

• 在哪里收集信息？ 

对于EbA优选方案的监测至关重要，应该每两年或每年进行一次，以便踪项目活
动的后续进展。

! 这一子步骤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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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数据收集和方法 - 评估

EbA方案对适应结果的贡献可能要几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例如提高生态系统的恢
复力和减少社区的脆弱性。因此，许多EbA方案衡量项目活动的实施情况，但不
去评估EbA能否提供的实际适应结果。

因此，在项目设计期间，应当考虑对适应结果进行长期监测。跟踪适应结果将有
助于评估进展情况，增强对EbA方案的信心和投入，同时支持长期的适应管理。 

您已经确定了long-term indicators （长期指标），用于评估所述结果是否正
在实现过程中。这一子步骤有助于确定如何收集数据、使用什么收集方法、在何
时何地进行信息收集。

横轴上显示了您的适应结果和相关的长期指标。对于每项长期指标，要确定以下
内容：

• 如何收集信息？

• 谁来收集信息？

• 何时进行信息收集，两次信息收集的时间间隔是多久？

• 在哪里收集信息？

应该在项目的中点和终点-最好在项目结束之后，对长期适应结果指标进行监测
与评估。

! 这一步结束时，单击“Save（保存）”，保存输入的信息，然后单击右
上角的“Summary（摘要）”，查看、打印或保存第5步中先前输入信
息的PDF摘要报告。

 � 小提示
当地利益相关方最有资格
确认生态系统及其提供服
务的逐步变化。因此，可
以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方
的讨论来收集定性数据，
作为对定量数据收集活动

的重要补充。



适应、生计和生态系统规划工具：使用手册

65

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接下来的步骤

ALivE的输出结果提供了一项操作计划，该计划有助于指导实施EbA可选方案。
分析之后，下一步包括限时工作计划，该计划中明确确定项目活动的时间表、具
体项目活动的负责人以及定期监测进展和实施情况。

对于您的团队来说，回顾和评估EbA可选方案是否按预期展开，或者是否需要进
行任何调整来提高有效性，这些都非常重要。除了实施EbA可选方案之外，另一
项重要任务是弥补在规划阶段可能出现的任何知识差距。

应当与利益相关方或在研究区域工作的其他参与人员共享最终报告和预期工作计
划，包括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本身。还可以举办一次研讨会或会议，向
社区代表和地方参与人员介绍已有成果。

为了提高EbA的可持续性，扩大其规模，还应将其纳入政策和规划进程之中。第
3阶段为确定切入点和政策影响方面的交流提供了专门指导。 



适应、生计和生态系统规划工具：使用手册

66

简介

EbA规划过程和ALivE

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
化适应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3阶段

第3阶段 - 将EbA纳入政策和规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逐步扩大和维持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气候变化方法的成
果，重要的是要通过将EbA纳入相关政策和计划进程，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本
节说明了相关理由，并就确定切入点和政策影响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指导。  

为什么要将EbA纳入政策和规划？
EbA实践者应该寻求将EbA方法纳入政策和规划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是： 

• 提高认识：让决策人员参与关于EbA的对话，提高他们对EbA作为一种可
用适应方法的潜力的认识。

• 实现规模化效益：虽然具体的EbA方案通常是在地方一级进行实施，但为
了扩大影响范围，EbA必须在生态系统和政治边界内、以及跨越生态系统
和政治边界的范围内加以实施。将其纳入政策和计划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
标。 

• 制度化：项目的生命周期有限，因此，政府和非政府参与人员都必须将
EbA方法制度化，以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持续取得成果，并且要确保
相关学习过程能够为今后的政策和项目实施提供信息。 

• 资金：适应资金以及其他面向保育和发展目标的资金，通常是根据国家或
地方各级政府的计划进行分配的。将EbA纳入这些计划将有助于在确保长
期实施和维护EbA方案时，为其提供资源。

• 提高环境的可持续性：通过将EbA方法纳入可选的适应方案之中，我们可
以帮助确保气候变化适应的努力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 

• 长期监测：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只能在较长的时期内看到EbA方案的影响
力，而且往往会在已开始实施这些项目的期限结束之后，我们才能看到这
些影响力。将EbA纳入政策之中，将有助于确保长期的持续监测和适应性
管理。

确认切入点
将EbA纳入政策和规划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最佳切入点。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精心编写了一份关于政策参与和影响的指南，其中确定了需要探讨的主
要议题，用于了解特定国家的政策和体制背景（Young等，2014年，第20页）：

• 确定有权做出预期政策变化的部门或政府级别。

• 了解进行政治辩论的地点和方式。 

• 认识到非正式政治的作用。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9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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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现有的、可能影响变化的发生以及发生方式的机会或能力限制。 

• 确定可能影响变化进程的外部力量。 

这些问题对于确定政策影响的适当切入点都至关重要。就EbA而言，需要考虑的
具体问题包括： 

• 哪些部委/政府部门负责国家级的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哪些机构负责生态
系统的管理和保育？这些部门或机构是否在规划和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合
作？

• 哪些地方各级的规划进程中为纳入EbA提供了机会？ 

• 哪些是生态系统管理和保育方面的主要非政府参与人员？哪些是适应气候
变化方面的主要非政府参与人员？ 

• EbA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在哪里（政府内部和外部）？知识和能力的差距在
哪里？ 

• 是否有现有的网络或工作组将相关参与人员聚集在一起，讨论整合EbA所
面临的机会和障碍？

• 是否有其他优先事项可能会影响EbA的整合？

方框11. 国家适应计划（NAP）进程：整合EbA的
关键机会 
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国都对UNFCCC规定的任务做出了响应，参与了国家
适应计划（NAP）进程。NAP进程旨在：i）通过构建恢复力和适应能力，
减少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ii）促进将气候变化适应纳入政策和规划
之中（UNFCCC，2011年）。作为推进发展中国家适应行动的一项关键机
制，NAP进程提供了一个战略机会，可以提高EbA方法的声望，为EbA提供
一个框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大规模实施提供财政资源。 

保护国际基金会、IUCN和CEM开发了一项试点工具，用于将生态系统纳入
气候变化适应规划之中。这项工具确定了四项战略目标，用于指导将基于生
态系统的方法纳入NAP进程之中（保护国际基金会、IUCN和CEM，2015
年）：

• 确保将适应方案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考量，并与保障政策实施的国
家或地方法规和/或赞助人结成同盟。

• 将适应纳入保育规划之中，确保保育办法考虑到气候风险和变化等因
素。 

• 探索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机会，降低人类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 确定适应方案，进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免受气候变化影响。

虽然这些目标并不相互排斥，但据此可以考虑如何加入到NAP进程之中，同
时这还取决于某国的具体进程和议题的构成。

http://www.conservation.org/publications/Documents/NAP-Ecosystems-Tool-FINAL-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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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影响力战略
整合EbA方法的具体进程取决于方案的实施背景----政策参与战略必须适合该国
政策环境和参与人员的具体情况。然而，无论背景如何，都需要采取一些关键步
骤来制定有效的政策影响力战略（ODI，2014年；WHO，2006年）： 

明确定义目标：确定有权做出预期政策改变的决策人员。他们往往是您所在国家
的政府人员，但也可能包括捐助者、 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参与人员或社区领
导者。您可能还需要考虑那些可能反对改变的人员，以便将他们也纳入到策略之
中。

确定预期变化：尽量具体定义预期改变。这可能包括对具体政策的调整，改变这
些政策的赞助和实施方式，改变不同机构的合作方式，或改变与相关政策有关的
决定。定义要尽可能具体，以便制定出一项重点突出的策略。

确定盟友：有效的宣传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寻找与您有共同兴趣的网络、组织
或个人，探索共同努力、实现预期政策变化的可能性。

编制主要信息：通过精心编制的主要信息，明确如何向目标决策人员传达预期
的改变。所呈现的主要信息应该内容清晰、无可辩驳、令人信服，可以通过不
同的渠道以简明的方式进行传播。还可以通过支持性的次要信息为这些主要信
息提供补充支持。还可能需要为不同的受众编制不同的主要信息，编制时要考
虑不同受众优先考虑的事项和动机。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制了一份实用的
宣传指南，为编制主要信息提供了一些技巧（第24-26页）。

归纳证据：确定支持主要信息的事实、统计数据和事例，平衡数据和具体事例的
使用，从而证明预期政策变化的潜在惠益。确保EbA举措的监测系统生成的数据
能够为政策影响力提供依据。

采用多种参与策略：为了向目标决策人员传达主要信息，采用一系列不同的策
略，其中可能包括通过会议和活动进行直接参与，使用网站、电子邮件和社交媒
体，请愿书和写信呼吁，并与媒体进行合作。 

http://www.who.int/chp/advocacy/chp.manual.EN-web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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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第1阶段汇编信息模板

ALivE步骤 主要问题 注释

第1步：了解
背景

生计策略和相关活动

研究区域中主要推行的生计策略是什么？ 与这些策略有关
的活动是什么？ 

生计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

不同生计活动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分别是什么？

研究区域的主要生态系统

研究区域主要有什么生态系统？ 

描述这些生态系统：大概规模，重要的动植物，与社区相关
的位置等。 

为什么生态系统很重要？生态系统的主要用户是谁？

生态系统功能性的趋势

每个主要生态系统的功能趋势如何？将这种趋势描述为进步
中/稳定期/衰退中。

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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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vE步骤 主要问题 注释

第2步： 分
析生态系统
和生计的风
险

描述研究区域的气候

描述研究区域的各个季节，包括高温和低温、平均降水量和
所经历的极端事件 

降水、温度和气候灾害中观测到的趋势

利用科学数据和社区观察，描述观测到的降水、温度和气候
灾害趋势。 

降水、温度和气候灾害的预测趋势

描述降水、温度和气候灾害的预测趋势。

影响生态系统的非气候压力源

影响生态系统的非气候压力源是什么？ 

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对生计可能造成的后果

在降水、温度和气候灾害中，观测到和预测到的趋势如何影
响生态系统？ 

非气候压力因素如何影响生态系统？这些影响对生计意味着
什么？ 

面对气候影响尤其脆弱的社会群体

哪些社会群体特别容易受影响？ 为什么？

第3步：确定
EbA可选方
案，并将方
案按优先顺
序排列

在现有计划/政策中确定的气候变化适应优选方案

已经为气候变化适应制定了哪些计划或政策？ 

考虑地方适应计划，并且考虑任何确认了与研究区域有关的
优先事项的部门或国家级的计划或政策。

社区确定的适应方案

通过参与式研究，社区确定了哪些适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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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在EbA规划中用于收集信息的参与式研究工具
参与式研究工具 说明 便利化指南 EbA规划应考虑的特别议题

社区资源
调研

社区资源调研让社区成员参与确定社区
内或社区附近的重要资源，如基础设施
和生态系统。这为生计活动和资源的使
用方式提供了见解。

微观层面的贫穷和
社会分析的参与式
工具：社区资源
调研

鼓励社区成员提供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
详细信息。

季节性日历 季节性日历概述了全年要举行的活动及
其与季节的关系。除了引导提供有关生
计活动的实用信息之外，它还为讨论季
节性模式的变化提供了基础。

CVCA手册：实地
指南3，第35页–36
页

尽量提供生计活动的详细信息，以便作
为日后讨论的基础。还应确保活动要认
识到性别的差异（例如，为女性和男性
分别制定季节性日历活动）。

福祉和生计
讨论

本焦点小组讨论从社区成员的角度确定
了福祉的不同特点。通过将社区划分为
拥有不同福祉水平的群体，可以帮助确
定特别脆弱的人群或群体。 

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的参与式数据
收集----实践者手
册： 第35页–38页

在讨论过程中，询问社区成员以下问
题：拥有不同福祉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差
异对于他们管理气候风险的能力意味着
什么。

住户体系图 本项工作探讨了地方生计与生态系统之
间的联系。 

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的参与式数据
收集----实践者手
册： 第43页

使用季节性日历，提示确定的生计活
动。

重点讨论生态系统如何促进福祉和生计
的发展，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或质
量发生的任何变化。

灾害地图 灾害地图使用社区资源地图作为基础，
并确定了暴露在灾害之中的区域。 

CVCA手册：实地
指南2，第33页–34
页

在讨论期间，请注意任何正在为灾害提
供缓冲的生态系统所在的区域，或任何
环境退化风险正在加剧的区域。 

历史时间轴 历史时间轴确定了社区历史上的重要事
件，并且为讨论与气候灾害有关的趋势
提供了基础。

CVCA手册：实地
指南4，第37页–38
页

促使参与人员确定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
影响的任何土地使用方面的变化。 

生态系统服
务趋势分析

这一工具确定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随
着时间变化的趋势，还包括一个步骤，
用于预测未来这一趋势将如何变化。这
让人们可以讨论预测气候变化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供给的潜在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的参与式数据
收集----实践者手
册： 第90页–93页

使用住户体系图中确定的生态系统服务
作为基础，并侧重于趋势分析（第91
页，第11步）。在今后的预测中，确保
参与人员考虑到预测的气候变化。在讨
论中，聚焦对已确定的趋势作出反应/
调整。

脆弱性矩阵 脆弱性矩阵评估对生计重要资源的灾害
影响。这有助于确定对生计影响最大的
灾害和对灾害最敏感的资源。 

CVCA手册： 实
地指南 5， 第39
页–40页

如果可能，以住户体系图为基础，将分
析重点具体放在依赖生态系统的生计资
源上。

关于弱势群
体的讨论

本项讨论审视了先前行动的结果，目的
是确定哪些社会群体特别容易受到气候
灾害和变化的影响。

附录C 将依赖于生态系统的资源使用权和管理
权视为脆弱性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
性别可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一项因素。

关于适应方
案的讨论

这是一次集思广益的活动，目的是让社
区对于适应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和变化的
方案提供意见。

附录D 尽可能将讨论重点放在EbA可选方案
上，强调生态系统恢复力对人类适应的
重要性。

验证讨论会 在完成ALivE的第3步时，要举行验证研
讨会，目的是与利益相关各方共享已有
发现并且收集他们的反馈。 

附录E 确保具有公开性、包容性的讨论，从而
建立对建议的EbA可选方案的所有权。

来源：Dazé, Ambrose, & Ehrhart, 2009; Schrekenberg et al., 2016年；世界银行，2016年.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TOPPSISOU/Resources/1424002-1185304794278/4026035-1185375653056/4028835-1185375678936/4_Community_resource_mapping.pdf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TOPPSISOU/Resources/1424002-1185304794278/4026035-1185375653056/4028835-1185375678936/4_Community_resource_mapping.pdf
http://careclimatechange.org/tool-kits/cvca/
http://www.espa.ac.uk/files/espa/PRA-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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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spa.ac.uk/files/espa/PRA-Manual.pdf
http://www.espa.ac.uk/files/espa/PRA-Manual.pdf
http://www.espa.ac.uk/files/espa/PRA-Manual.pdf
http://www.espa.ac.uk/files/espa/PRA-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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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关于社会弱势群体讨论的便利化指南 

目的 确定社区内特别脆弱的社会群体 

时间 大约1个小时

便利化措施
如果时间允许，本项讨论应针对不同群体（女性/男性、不同的生计群体、贫富不同的群体）分开
进行，然后对各群体讨论的结果进行比较和汇编。如果时间有限，则可以与混合小组展开讨论，
该小组由社区不同成员的代表组成。

材料
活动挂图或其他大张纸、马克笔

资源和灾害调研、脆弱性矩阵以及福祉和生计讨论的结果 

指导

1
首先对参与人员进行提问，让他们指出社区中存在的不同社会群体。鼓励他们从性别、年龄、族
裔、贫富和生计等特点方面思考这个问题。在一张大纸上列出这些团体，并用符号标识文化水平
低的与会人员。

2
请参阅在资源调研和脆弱性矩阵练习中分析的重要资源。询问哪些社会群体对这些资源拥有管理
权。如果有群体在资源使用方面面临障碍，请在其旁边打勾。询问原因并加以记录。

3
请参阅脆弱性矩阵中确定的高影响风险。询问参与者，指出任何特别容易受影响的社会群体，并
在这些群体旁边打勾。询问原因并加以记录。

4
向该群体展示灾害地图，并询问是否有特别脆弱的群体倾向于居住的地区受到灾害的影响。在这
些群体旁边打勾。记录这些地区和哪些群体生活在哪里。

5
查看通过福祉和生计讨论制定的表格，询问福祉特征较差的群体是否也特别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和
变化的影响。如果是，请在这些群体旁边打钩。询问原因并加以记录。

6
询问是否存在任何其他问题让某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和变化的影响。
请在这些群体旁边打钩并记录原因。

7
在讨论结束时，确定有最多勾选的社会群体，并询问与会人员是否认为这些结果代表了社区中特
别脆弱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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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关于适应方案讨论的便利化指南

目的 确定适应方案，以便应对已确定的气候风险和变化问题

时间 大约1.5个小时

便利化措施
在理想的情况下，本项讨论应针对不同群体（女性/男性、不同的生计群体、贫富不同的群
体）分开进行，然后对各群体讨论的结果进行比较和汇编。如果时间有限，则可以与混合小组
展开讨论，尽量确保讨论过程中能够代表社区不同成员的立场。

材料
活动挂图或其他大张纸、马克笔

资源和灾害调研、脆弱性矩阵以及福祉和生计讨论的结果

指导

1
回顾通过季节性日历、灾害地图、历史时间轴和脆弱性矩阵练习确定的主要气候风险和变化。
商定与会人员将在本次讨论中重点讨论的两三个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应当为脆弱性矩阵中带来
最大影响的问题）。

2
选择其中一项风险/变化，并询问与会人员，在目前实施的管理此项风险/变化的措施中，哪些
措施收效良好。记录这些策略。

3

询问他们认为可以如何改进这些策略，让它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减少气候风险和变化的影响。请
记录这些调整以及相关的策略。

询问在这些策略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如何能够让这些策略更加地可持续。请记录这些调
整以及相关的策略。

4
询问他们是否想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这些风险和变化。请作相应记录，归类为潜在新策
略。

5
询问他们是否认为这些新策略会对生态系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下面的问题要集中在能够
产生积极影响的策略上。

6 在资源、知识等方面，询问他们需要采取哪些替代策略。

7 在其他风险/变化方面，重复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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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验证结果并为项目活动提供信息的便利化指南

目的 验证分析结果和EbA优选方案

时间 大约1天

便利化措施
应与混合小组举行本次验证研讨会，尽量确保讨论过程能够代表社区不同成员和研究区域各个
利益相关方的立场。

材料

ALivE摘要报告、活动挂图或其他大张纸、马克笔

笔记本

主要术语的定义

指导

1
主持人进行自我介绍，解释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明确会议预期，然后让与会人员进行自我介
绍。解释项目团队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已经收集和分析了哪些类型的信息。

2
首先回顾已经制定的第一项适应结果，并提出根据适应结果确定了优先次序的EbA可选方案列
表。解释您的团队所运用的多标准分析方法，该分析为适应结果确定了最切实有效的EbA优选
方案。核实与会人员是否同意适应结果和相关的EbA可选方案。

3
讨论EbA可选方案的技术方面的内容，并确定社区和地方机构实施EbA可选方案所需的必要信
息输入。

4
对于每一个EbA可选方案，请与会人员根据他们的知识、影响力、资源或技能进行集思广益，
讨论应该参与实施EbA可选方案的主要参与人员。您可以使用利益相关方分析练习（WWF 项
目标准：利益相关方分析）来确定主要参与实施EbA可选方案的人员。 

5
牵头讨论影响和促进实施EbA可选方案的任何机会和障碍（如政治意愿、地方支持、现有财政
资源）。解释机会和障碍的内涵，并提供相关示例。 

6
讨论结束后，您可以要求与会人员将不同的机会和障碍记录在便利贴上，然后将便利贴贴到
EbA优选方案旁边。

7 为每项适应结果及其相关的EbA可选方案重复上述流程。

8
研讨会结束时，向与会人员致谢，并一起回顾会上核实和了解到的情况。解释项目要采取的下
一步行动。

http://wwf.panda.org/organization/programme_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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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可能采用的EbA可选方案的指示性清单

生态系统 EbA可选方案 说明

海岸生态
系统

红树林再造林和沿海
生境保护 

这些措施通过保护海岸免受侵蚀来缓冲飓风、洪水和风暴潮等极端天气事
件，还可以提供碳汇作用、提供物种生境和供给原材料。

海滩养护 在海滩区域添加沉积物，用于保持可以提供风暴防护的海滩宽度。这一措施
还被用来应对海岸线的侵蚀，也可以防止洪水泛滥。

人工沙丘及其修复 恢复天然或人工沙丘，增加其功能性，提供最大的海岸保护效益。这两种方
法都旨在减少附近低地的海岸侵蚀和洪水泛滥状况。

植被恢复 用于沿海地区，防止/减少侵蚀，改善河岸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改善水质。

湿地修复 往往旨在减少沿海洪灾和海岸侵蚀。也可以提供新的生境、水源和其他环境
惠益。

海岸线后退/缓冲 是一段预先确定的距离，在此距离内，禁止所有或某些类型的海岸开发，从
而适应海岸侵蚀或洪水带来的影响。 

珊瑚礁生态修复和
恢复

旨在通过部分或完全取代珊瑚礁系统的结构或功能特征，协助修复已退化、
受损或毁坏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海洋保护区 为了保育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过程并提供生态上能够可持续利用和公
共观赏和/或教育的空间而实行限制措施的指定区域。 

渔业管理计划 管理可再生资源，从而平衡当前的消费能力与未来的生产能力，强调减少副
渔获和破坏性捕捞做法。

森林
利用适应树种多样性
进行森林管理

这类管理可能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管理，提供气候调节和极端天气事件
缓冲。其他惠益还包括维持遗传多样性、娱乐、医药资源供给、食物、水和
原材料供给以及提供生境。

农业生态
系统

水土保持（SWC）
技术 

这些措施包括在等高线上进行植草、树篱、覆盖物、滤池和分水坝以及植物
防风林，用于防止侵蚀。其他惠益还包括水、食物和原材料供给，以及维持
遗传多样性。 

水土保持耕作法 在前一期作物残茬中建立农作物的若干策略和技术，这些作物残茬是故意留
在地表的。这一策略减缓了水流，减少了侵蚀。

养分资源综合管理 综合利用自然和人造土壤养分，用于提高作物生产力并保持土壤生产力。 

作物多样化 引进新的栽培种和品种，用于提高植物生产力、健康状况和营养价值。 

害虫生态治理 这种途径可以加强自然系统的力量，增强害虫治理的自然过程，实现农业增
产。

复合农林生态 这是一项综合办法，在同一片土地上种植树木和非树木作物、或养殖牲畜，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

水域生态
系统

河岸植被侵蚀防治 使用竹篱笆或石笼以及草带、灌木和树木，缓冲侵蚀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影
响。这些方法还可以为物种提供生境，供给淡水。 

地面雨水收集 - 小型
水库和微型集水区

利用微型集水区从地面收集雨水，分流或减缓径流，以便储存使用。本项策
略还可以从河流或风暴中收集水资源，用于改善农业土壤水分。

山地
高山生态系统恢复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对草原的可持续管理，以防止侵蚀和生境丧失。这些方法

还可提供食物、水和医药资源，支持农业生产力和经济多样化。

来源：改编自特拉弗斯等的表格，2012年：GIZ，n.d.生态系统服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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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列表

服务 分类 定义 示例

供给服务 - 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物品和产品

食物

农作物 人类或动物食用的种植植物或农产品
• 谷物
• 蔬菜
• 水果

牲畜 为家庭或商业消费或使用而饲养的动物
• 鸡
• 猪
• 牛

捕捞渔业
用拖网（网）和其他非农方法捕捞的野
生鱼类

• 鳕鱼
• 螃蟹
• 金枪鱼

水产业
以捕捞为目的，在池塘、围隔和其他形
式的淡水或咸水中养殖的鱼类、贝类
和/或植物

• 蛤蜊
• 牡蛎
• 鲑鱼

野生食物 野生采集或捕获的可食用动植物物种

• 水果和坚果
• 菌类
• 丛林肉
• 昆虫

纤维

木材或木质纤
维中获取的生
物原材料

利用采自天然林生态系统、种植园或非
林地上的树木生产的产品 

• 工业圆木
• 木浆
• 纸
• 建筑材料

其他纤维（例
如棉花、麻
类、丝类）

从自然环境中提取非木质和非燃料纤
维，可用于多种用途

• 纺织品（衣物、亚麻布、配饰）
• 绳索（麻绳、粗绳）
• 天然橡胶

动物皮毛
经过加工的牛、鹿、猪、蛇、黄貂鱼或
其他动物的皮

• 皮革
• 生皮
• 马革

砂矿资源 珊瑚和贝壳形成的沙
• 珊瑚和贝壳形成的白沙
• 贝壳形成的彩砂

观赏植物资源 生态系统的衍生品，服务于观赏用途
• 象牙果
• 野花
• 珊瑚首饰

生物质燃料
从活体或刚死亡的生物体中获得的用作
能源的生物物质，包括植物和动物

• 薪材
• 木炭
• 生产燃料乙醇的谷物
• 粪便

淡水
家用、工业用和农业用的内陆水、地下
水、雨水和地表水

• 用于饮用、清洗、冷却、工业流程、发电或运
输的淡水

遗传资源
用于动物饲养、植物改良和生物科技的
基因和基因信息

• 增强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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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分类 定义 示例

生物药剂、
天然药品和
药品

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商业用途或家用的
药品、抗生素、食品添加剂和其他生
物材料

• 紫锥花、人参、大蒜
• 用作抗癌症药物基础的紫杉醇
• 用于害虫防治的树木提取物

调节服务 - 从生态系统对自然过程的调控中获得的惠益

空气质量
调节

通过将化学物质排放到大气中（即充
当“源”）或从大气中吸收化学物质（
即充当“汇”），生态系统对空气质量
的影响

• 湖泊吸存工业排放的硫化物
• 在调节空气质量方面，通过清除空气中的污染

物，树木、森林和其他植物发挥着重要作用。

气候调节

全球范围
通过将温室气体或悬浮颗粒排放到大气
中，或者从大气中吸收温室气体或悬浮
颗粒，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 森林吸收和储存二氧化碳。
• 海洋生物在海洋中充当碳汇，促进海底沉积物

中的碳埋藏；海洋也可以调节温度。
• 森林和树木可以反射或吸收太阳辐射（温室或

冷却效应）。
• 泥炭地可以提供重要的长期碳贮量。7

区域范围和地
方范围

生态系统对当地或区域温度、降水量和
其他气候特征的影响

• 森林和山地可以影响区域的降水量。
• 森林和树木可以遮挡热量和紫外光，抵挡风

和降水。
• 湿地和河漫滩提供广泛的碳汇；还会影响区域

气候（降温效果，减少蒸发，改变云量）。
• 通过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海洋生态系统和

沿海边缘可以调节天气形势。5

侵蚀防治 植被在土壤保持方面的作用

• 草皮和树木等植被可以防止风雨导致的土壤流
失和河道淤积（沉积物污染）。

• 斜坡上的森林可以保持土壤，防止滑坡。

水净化和废
物处理

生态系统对水中的有机废物和污染物进
行过滤和降解方面的作用；土壤和下层
土壤对化合物的同化和降解

• 通过截存金属和有机物，湿地可以清除有害
污染物。

• 土壤微生物分解有机废物，降低其危害。

疾病控制
生态系统对人类产生病菌和病菌数量
的影响

• 一些原始森林减少了静水的产生 - 蚊子的产卵
区域 - 从而降低疟疾的传播

• 小型哺乳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减少了人类感染莱
姆病的风险（传播莱姆病的蜱从白足鼠身上获
取病原体）；例如，在栖息着小型哺乳动物
的地区，

• 2公顷以上的森林碎片等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减
少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蜱类数量，减少疾病向人
类的传播。6 

虫害控制
生态系统对农作物和牲畜疾病传播的
影响

• 附近森林的食肉动物，例如蝙蝠、蟾蜍和蛇类
以农作物害虫为食。

• 保护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将保护和加强自然虫害
控制的功能，创造经济和粮食生产效益。

• 丰富的农田边界地貌和多年生作物与害虫数量
较少有关。5 

• 蚜虫是农业害虫，可以对作物造成重大损害；
其天敌，如寄生蜂和病原体，是控制蚜虫危害
的关键因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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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分类 定义 示例

授粉
生态系统在将花粉从雄株传到雌株方面
发挥的作用，没有这种作用，植物就无
法进行繁殖

• 附近森林的蜜蜂为农作物授粉

自然灾害
控制

生态系统减少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
破坏、维持自然火灾频率和强度方面
的能力

• 红树林和珊瑚礁在风暴潮来临时保护海岸线
• 生物降解过程为野火减少了潜在燃料

文化服务 - 人类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非物质惠益

传统乡土
知识

包括世界各地原住民社区的信仰、知
识、做法、创新、艺术、精神和其他形
式的文化经验和表达；

通过文化传播、口头传统和对生物（包
括人类）之间及其与环境关系的亲身观
察并且代代相传的上述内容。

• 以歌曲、谚语、故事、民俗学、共同体法律、
共同或集体财产等以及社区知识拥有者（如长
老）传播的发明、习俗和仪式等形式存在的传
统知识体系。 

• 传统乡土知识体系包含对植物、农作物和树
种、药物、动物品种以及当地生态和生物资源
的广泛了解，包括实用的技术和对当地环境
的适应。

道德价值
人类从生态系统、景观或物种中获得的
精神、宗教、内在或其他方面的价值

• 从神圣土地和河流中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

教育性和鼓
舞人心的
价值

从生态系统中衍化而来的、用于正规和
非正规教育、文化、艺术、语言、设计
和创新的信息

•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是艺术、文
化和越来越多的科学的灵感源泉。 

• 树叶的结构激发了太阳能电池技术的改进；学
校前往自然保护区和公园实地考察有助于教授
科学概念，培养研究技能。

传统科技
通过口头传统记载或传播的、适用于自
然资源管理的协议、惯例和体系。

• 南美洲传统社会的景观体系包括植物品种的
开发。

• 普那草原上本土骆驼的放牧制度
• 墨西哥人浮园耕作法的复合湖泊农业制度

审美价值 生态系统各个方面的美或美学价值
• 体现在对公园、景观道的支持上 
• 住房选址
• 在室内装饰中使用植物和花卉

消遣娱乐与
生态旅游

人类从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消
遣性愉悦

• 徒步、露营和观鸟
• 狩猎
• 水肺潜水

文化认同

通过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密切互动
所形成的文化身份、价值体系和经济
福祉----根据不同的生态系统条件，文
化多样化创造了各种生活方式和生计
方式。 

• 生活在热带非洲草原、藏族人和中亚高地的人
类从事游牧畜牧业

• 在热带地区，传统森林居民从事迁移农业
• 沿海和北极社区依靠捕鱼为生 

文化遗产
价值

与生态系统和地貌景观元素相关的文化
遗产给人一种连续感，并让人们了解
到，通过指定文化地貌景观和地点，个
人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地位越来越受
到重视 。

• 许多社会高度重视维护重要的历史景观（文化
景观）或重要物种。（如古树、传统耕作制度
的遗迹或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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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分类 定义 示例

地域感

对于创造归属感，自然创造的相关习俗
（宗教和传统知识）非常重要；与公认
的环境特征，包括生态系统各方面有关
的“地域感”受到了许多人的重视。

• 人类认为特定的森林、洞穴或山脉是神圣的或
具有宗教意义。

社会关系
生态系统影响的在特定文化中建立的社
会关系的类型。

• 在社会关系的许多方面，渔业社会不同于游牧
社会或农业社会。

心理和身体
健康

在维持身心健康方面，人类与生态系统
之间的文化联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通过植物医学的传统知识体系帮助防治艾滋病
和癌症等流行病。

• 在绿地散步和运动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形
式，可以让人放松。

支持服务 - 生产所有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所必需的基本过程

生境
保持物种数量和保护生态群落从干扰中
恢复能力的自然空间

• 花园和田野中的本地植物为传粉媒介提供食物
和繁殖结构。

• 河流和河口为鱼类繁殖和幼鱼发育提供苗圃。 
• 候鸟、鱼类、哺乳动物和昆虫等迁徙物种在迁

徙过程中都依赖不同的生态系统。

养分循环 
从矿物、水生或大气来源中提取养分 - 
如磷、硫和氮 - 或从其有机形式中回收
并最终返回大气、水或土壤的过程

• 氮从植物迁移到土壤，从土壤迁移到海洋，从
海洋迁移到大气，从大气再迁移到植物

• 河流沉积土壤

初级生产
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养分吸收生成的
生物材料

• 藻类将阳光和营养物转化为生物量，从而形成
了水域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基础

光合作用
二氧化碳、水和阳光结合形成糖和氧
的过程

• 植物将水、空气和阳光中的糖和能量转化为生
长所需的能量

土壤形成 有机质分解形成土壤的过程 • 由叶片和草根分解生成的有机质形成土壤

水循环
水以固体、液体或气体形式在生态系统
中的流动

• 水从土壤向植物、从植物向空气以及从空气向
雨水的迁移

生物多样性
能够区分不同品种或类别的种群之间和
种群内部的各种基因

• 印度尼西亚的鸟头海景拥有1200多种鱼类和
600多种珊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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