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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tuation series special repor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Repor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ries of reports, and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reports in
2015, 2017 and 2018.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progress of the report in th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viewed the signific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 Finally, the future work direction and focus
of the report are prospected. And the future work direction and focus of the report a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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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系列专题报告是《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介绍
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报告的背景与意义，综合分析2015、2017与2018年三份报告的主要内容，
概述了系列报告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监测与评估方面取得的重要进
展，评述了其对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报告未来工作方向
与重点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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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对促进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符合
沿线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1]。然而，虽然“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但仍不可
避免地存在利用土地、改变原生地表环境的问题。为尽量减小“一带一路”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监测与评估至关重要。
遥感技术是大尺度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化格局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性技术
支撑[2]。近年来，遥感数据的时间、空间与光谱分辨率不断提高，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鉴于此，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于 2012 年启动了“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工作，以满
足监测全球与重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求[3]。“一带一路”系列年度报告是全球生
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15 年启动，至今已经发布三期。该系列报告充分发挥遥
感技术宏观、快速、可重复观测的优点，利用多源、多尺度、多时相卫星遥感数据，对“一带一路”区
域生态环境现状和变化态势进行遥感监测与评估，可为科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
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与信息服务[4]。

2. 编制“一带一路”系列报告的背景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5] [6] [7]。“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
较强，是世界上跨度最广、潜力最大的合作区，但沿线区域生态环境总体较为脆弱，因此在尊重相关国
家主权和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本专题报告主要是通过获取“一带一路”区域生态环境背景信息，厘清生
态脆弱区、环境质量退化区、重点生态保护区等，可为科学认知区域生态环境本底状况提供数据支持[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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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科技部遥感中心于 2015 年启动了“一带一路”生态环
境状况的遥感监测和评估工作，汇同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清华大学、国家遥感卫星气象
中心和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等多家单位，充分利用中国在遥感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编制了《“一带
一路”生态环境状况 2015 年度报告》、《“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 2017 年度报告》以及《“一带一
路”生态环境状况及态势 2018 年度报告》[7] [8] [9]。该系列报告可为一带一路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提供数据与信息服务，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
中国力量的重要途径[10] [11] [12] [13] [14]。

3. “一带一路”系列报告内容回顾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专题报告以发展绿色“一带一路”为研究背景，监测分析了“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的生态环境现状与态势，发布了 2015、2017、2018 三份年度报告。2015 年度报告综合分析了
沿线区域土地覆盖与利用现状、主要陆域海域生态系统格局、经济走廊[15]建设环境约束因素以及重要节
点和港口城市生态环境状况等；2017 年度报告全面分析了“一带一路”监测区域陆域的交通、水分、太
阳能和海域典型自然灾害；2018 年度报告则系统评价了农牧交错带、海岸带、国家公园、重大工程的状
况及态势[3] [7] [8]。

3.1. 2015 年度报告回顾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亟需对当地基础自然环境与资源进行基础性的调查与监测。2015
年“一带一路”系列报告主要是基于海水透明度、海表温度、土地利用程度、灯光指数等遥感数据产品，
研究该区域土地利用现状、主要陆域的森林、农田、草地等生态系统及其空间分布、海区和重要港口周
边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各大经济走廊建设的生态环境约束性因素、城市建成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状况、港
口城市生态环境状况等内容，对“一带一路”海陆域生态环境状况、典型经济走廊与交通运输通道、重
要节点城市和港口展开基础性的遥感综合分析，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广，助力当地经
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6]。

3.2. 2017 年度报告回顾
较 2015 年度报告，2017 年“一带一路”专题报告是其继承和完善，土地覆盖产品分辨率从 25 米提
高到了 30 米，可以更为精确地分析各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状况。同时，报告还及时跟进“一带一路”倡
议的最新进展，扩大了监测范围，由 2015 年报告的亚洲、欧洲、非洲东北部，扩大到亚洲、非洲、欧洲
和大洋洲的全部，覆盖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该报告主要利用多源、多尺度以及多时相的遥感数据产品
对主要陆域生态系统宏观结构与植被生态系统状况、重要城市土地利用和发展状况、陆域道路通行力及
网密度分布状况、区域水分收支状况、太阳总辐射时空分布及发电开发潜力、灾害性海浪和台风灾害的
时空分布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估，揭示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潜力差异，指出了不同区域开发
利用的限制性因素。该报告为科学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提供了可
靠的理论支撑。

3.3. 2018 年度报告回顾
2018 年度报告是对 2015、2017 年度报告的进一步延续，重点在于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区域中的
关键“带”(农牧交错带、典型海岸带)、“线”(互联互通重大工程)与“点”(国家公园) [3]。2018 年“‘一
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及态势”报告继续秉承“一带一路”倡议，及时更新倡议的最新进展，以发展绿
色“一带一路”为研究背景，注重吸收国家科技计划与相关部门最新科研成果，通过植被生长状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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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覆盖面积、夜间灯光指数、海水透明度、降水和气温数据等遥感数据产品，监测分析了“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线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现状与态势、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典型海岸带生态环境现状与态势、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公园生态状况，评价了互联互通重大工程对生态环境和当地经济的影响，分析
了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成因和状况，研究了沿线区域的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
提供了基础数据和决策支撑[9]。

4. “一带一路”系列报告影响及未来工作展望
英国全球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在《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报告》中指出，2040
年以前，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每年将带动全球 GDP 增长超过 70,000 亿美元，有将近 56 个国家受益。
“一带一路”系列报告为该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与有力的信息
支撑，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内院士、专家的一致肯定，形成的专报两次被中办采
用，相关成果为《“一带一路”高分遥感信息支撑图集》提供了信息支撑，并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期间获得了领导批示。同时，该系列报告相关成果还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生
态环境动态监测评估的基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现势性、基础性的生态环境信息，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7]。可知，这一开拓性的工作顺应了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了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7]。
保护生态环境与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世界人类共同努力，“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是一
项长期性的工作，“一带一路”系列专题报告作为“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务尤为艰巨。在今后的工作中，该系列报告应积极面向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共谋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18]的要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的实施，强化顶层设计与协同创新，进一步加强国产卫星数据的应用与共享，不断提高报告的国际
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地球贡献中国智慧[13]。今后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连续监测“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生态环境变化状况，采集遥感监测数据，定期更新“一带一路”
生态环境态势数据，并对沿线区域生态环境进行分析评估，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为联合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信息支持[19]。
2) 聚焦互联互通重大工程的实时监测，分析与评价重大工程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保护周边生态环境
以及野生动物的安全，为发展绿色“一带一路”[19]。
3) 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植被、水体、海洋、大气环境，以及水陆交通、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
展开立体综合性的监测，并构建“一带一路”数据共享机制，为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服务[20]。

5. 结 语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人，将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欢迎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共同建设[8]。
同时，“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专题报告工作也将秉承“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邀请国
内外专家共同参与，不断扩大编写团队，对该区域开展长期深入的监测与分析，为推动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与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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