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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开启气象现代化新征程的五年，也是大力践行“四个扎扎

实实”重大要求、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确

定的七大发展战略的攻坚期。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

国气象事业 7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围

绕气象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和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

定位，对标监测精密的总要求，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需求，

强化我省生态气象保障服务能力，为“十四五”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

设气象保障服务能力奠定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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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生态气象

观测站网优化调整布局规划

一、前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

要内容。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

代化建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青海最大的价值

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开启气象现代化新征程的五年，也是大力践行“四个扎扎

实实”重大要求、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确

定的七大发展战略的攻坚期。立足省情实际，对标国家战略，抢抓政

策机遇，创新思路方法，充分挖掘青海的生态价值和潜力，构建生态

文明气象综合保障体系，切实发挥好气象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

基础性科技保障作用。

二、生态气象观测现状

1.生态观测站网现状

目前我省综合气象观测站网在国家和地方项目的大力支撑下，综

合气象观测站网不断优化，建成了以 52 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为

主，180 个国家天气站（含交通站 26 个）和 526 个区域站（含交通

站 23个、设施农业站 27个）为辅助的地面气象观测站网，在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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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区和三江源核心区布设了 12 部天气雷达，在西宁等主要城镇建成

了8个环境气象观测站,在固定地段和作物地段建成了76个土壤水分

观测站，27个农业气象观测站、47个生态气象观测站和 27个设施农

业观测站，33个闪电监测站、6 个大气电场仪观测站、7个酸雨观测

站、7 个高空气象观测站，FY-3、FY-4 地面接收站基本建成，上述观

测站点涵盖了草地、荒漠、戈壁、高原，基本形成了青海省主要主体

功能区多要素、全天候的气象观测站点，建立了地基、空基和天基的

立体综合气象观测站网。

2.生态观测业务现状

青海省气象部门从2003年开始在全省52个国家级气象台站开展

以生态建设和治理为中心的生态观测业务，针对业务需求，近年来不

断对部分观测站点的观测内容进行调整，目前有 47 个台站开展生态

气象观测业务。经过近 17 年连续观测，积累了宝贵的生态气象监测

资料，为进一步提升生态气象服务能力夯实了基础。

（1）生态气象观测体系基本形成

建设以不同功能的生态气象观测网，为生态环境监测和灾害监测

能力提升提供基础数据支撑。2018 年我省瓦里关、玉树隆宝、果洛

甘德、海北牧业气象试验站被中国气象局确定为首批野外科学试验基

地，补充完善我省生态观测站网，为提升生态气象观测业务能力奠定

了基础。

（2）生态气象观测序列初步建成

全省建成的 47 个生态气象观测站、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农牧

业气象试验站、地面卫星接收站等，承担了森林、草地、农田、湿地、

荒漠、水体等典型生态系统的气象生态观测任务。观测数据标准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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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长、稳定性高数据质量高，同步积累了长序列地面生态系统

观测数据和空基数据。为提高生态文明建设保障能力和推进气候资源

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3）遥感数据应用服务得以加强

省级业务部门利用多源气象卫星遥感资料，对全省植被生产力、

覆盖度、叶面积指数、积雪面积、荒漠化程度、青海湖等大型水体面

积等进行监测估算。并通过已建的 47 个生态气象观测站地面监测资

料做为补充和订正，定期发布监测公报，给政府决策提供了优质生态

气象服务产品，强化生态文明气象职能，保障美丽青海建设的新需求。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气象观测业务多源化领域的不断融合，我省目前的生态气象

观测业务已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总体

要求，与中国气象局《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发展指导意见》、

《卫星遥感综合应用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生态系统气象观测站网布

局指南》等不相适应，主要体现在：

1.观测布局整体规划不足。生态气象观测网布局总体规划不足，

我省气象部门虽然初步建成了基于空天地一体化综合观测体系，但观

测站网布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不能满足“四个扎扎实实”的总体要求，

观测站点未完全覆盖国家、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范围（见图 1）；

布局不合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在重大生态工程实施区、生态脆弱区、

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等生态功能区布设的站点偏少

缺少；东部干旱山区土壤墒情监测能力不足；服务于国家战略、科学

实验以及气象服务的能力明显不足，很难适应国省生态战略格局建设

发展需要。目前我省现有生态气象观测站布局图（见图 2），具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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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见（附表 1）。

图 1 青海省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图 2 青海省现有生态气象观测站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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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观测能力有待加强。现阶段，生态气象观测手段落后、

观测要素不足、自动化程度低，观测数据质量掺杂的人为因素较多，

现有的地面气象观测要素主要以常规气象要素观测为主，缺乏对植

被、大气成分、水体质量、土壤成分、沙漠化程度、草地退化程度等

生态环境关键要素的观测以及针对卫星数据的同步观测。此外，中分

辨气象卫星如 FY-3、Terra/Aqua MODIS、NOAA/AVHRR 等气象卫星提

供的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偏低，长序列气象卫星观测资料尚未建立，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资料的应用偏少定量化不足，多源卫星数据的

综合应用有待加强，遥感观测与实时观测资料的融合有待进一步提

升。

3.标准规范不适应新需求。为保持观测资料的科学性、代表性、

可比性、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气象局于 2005 年编制了《生态气象

观测规范》（试行），明确了生态气象地面观测内容、观测标准、使用

仪器、观测方法等，随着技术发展和生态气象服务需求的不断变化，

原有的观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观测业务的需求，需要进行

修订，以适应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此外，生态、环境、气

象相关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估体系尚未建立，无法确保观测数据

的质量，应用难度大。需要建立统一适用于生态气象观测的标准规范。

4.保障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目前生态气象观测大部分任务均由台

站综合观测人员兼职，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结构，同时农气观测人员

总量也存在严重不足，业务技术培训体系不健全，专业化生态观测队

伍尚未形成，生态监测体系优化完善严重滞后，人员总量和队伍知识

结构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态气象业务发展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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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求分析

1.生态文明发展战略需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中国的总体要求。气象观测能力是气象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

支撑，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紧密结合青海

生态立省战略，对标国省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生态气象

观测网建设要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将气象观测工作融入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加强统筹规划、系统布局、明

确定位。

2.保护改善生态环境需求。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生态

保护红线的划定、国土绿化行动的开展、天然林保护制度的完善、国

家生态新城的建设，迫切需要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生态气象观

测系统，提供丰富的生态气象观测资料，实现有针对性的生态气象观

测、试验新的气象服务指标、改进生态气象业务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

式。

3.生态气象观测能力需求。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的

生态气象站网布局密度不足；生态气象观测自动化程度低；生态环境

观测要素种类单一，具备草地、湿地、荒漠、积雪等全要素综合观测

的站点稀少；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获取生态气象要素和环境要素的

能力薄弱，针对关键城市生态气象变量的立体监测尚未形成。卫星遥

感产品的精度和定量应用水平等相对较低，静止卫星生态相关探测和

产品缺失。

4.主体功能区生态安全需求。青海省是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战

略要地，是国家乃至全球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是高原生物多样

性基因资源的宝库。全省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沙

化面积扩大，湿地萎缩，草场退化等问题突出。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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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奋力打造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

区、生态文明先行区和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重大举措。构建满足以

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带、青

海湖草原湿地生态带和柴达木盆地荒漠化为骨架的重点生态气象观

测站网格局，构建“一屏两带”为主体的生态气象观测体系。建立和

完善青海省生态观测站网优化和布局调整，提升生态观测能力，是更

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提供科技支撑的迫切需求。

5.业务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中国气象事业 7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气象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和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

的定位，对标监测精密的总要求，依据中国气象局提出：“发展智能

装备，推进自动观测，加强综合应用”的总思路，充分认识全面实现

生态气象观测业务自动化的重大意义，全面实现生态气象观测业务自

动化是深化气象事业改革和气象现代化的关键点。

五、站网优化目标

未来 5年，通过对现有生态气象观测站网进行优化、调整与完善，

同时补充部分观测站网密度，完善地基生态气象观测网，构建空基生

态气象观测试验站网，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立体智能生态气象观测体

系，满足青海五大生态功能区生态气象监测能力，使生态气象观测站

网布局更加科学，观测任务合理、明确，基本能够满足我省生态经济

发展、生态安全及生态气象业务和服务工作的需求，最终实现全省生

态气象观测全要素自动化，为开展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评

价、生态气象服务等业务提供数据资料支持。

六、站网优化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据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保护地球

第三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青海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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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全面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同时，对标中国气象局“监测精密”深化业务体制改革与技

术创新要求，加快推进生态观测业务体制改革、创新观测技术，优化

调整我省生态系统气象观测站网布局，为“十四五”全面提升生态文

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能力奠定基础。其站网优化的主要依据是：

1.国家级层面：

（1）《生态建设气象保障专题规划（2015-2020 年）》；

（2）《青海省气象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3）《“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规划》；

（4）《综合气象观测业务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5）《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气象保障规划》；

（6）《全国气象现代化发展纲要（2015-2030 年）》；

（7）《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的意

见》；

（8）《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9）《卫星遥感综合应用体系建设指导意见》；

（10）《中国气象局关于推进气象业务技术体制重点改革的意见》

（气发〔2020〕1号）；

（11）中国气象局关于印发《生态系统气象观测站网布局指南》

的通知（中气函〔2018〕335 号）；

（12）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生态气象业务服务能力建设

实施方案（2020-2022 年）》的通知（气办发〔2020〕1 号）；

（13）“十四五”时期气象重大工程项目总体考虑（气计函〔2020〕

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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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层面：

（1）《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2）《青海祁连山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

（3）《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三期工程规划》。

七、站网优化原则

1.需求牵引原则。重点考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统筹兼顾地方需

求。以提高气象预报预测能力、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和开发利用气候资源能力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加强青藏

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区、黄土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及水土流失治理区、重

点水体区功能区、森林草原气候敏感区、气象灾害多发区、气象服务

重点区气象观测站网布局密度，弥补空白区和薄弱区，实现监测精密

的布局要求。

2.稳定发展原则。在稳定现有观测站网基础上，有序调整现有观

测站网规模及观测任务，按照生态功能特征遴选具有代表性的站点布

设多要素生态观测设备，建立以遥感观测为主地面观测为辅的观测体

系，提升生态观测综合能力自动化水平。

3.地方特色原则。围绕“生态立省”、“第三级保护”、“保护中华

水塔”、三江源区及国家公园等国家战略，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主

旨，积极开展冰川、冻土、积雪、牧草、风蚀、风积、大气颗粒物、

碳通量等特色生态气象观测，打造多源化遥感数据，切实提升专业气

象服务能力。

4.效益优先原则。在优化站网布局和建设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加

强装备保障体系的建设，为站网布局后观测系统稳定运行、获取高质

量数据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确保生态气象观测设备能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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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5.管理顺畅原则。明确职责，分类管理。建立全省生态气象观测

站网序列，规范生态气象观测规范、观测流程、观测资料传输、归档、

应用。服务全省需求生态重点观测项目由青海省气象局统一管理；服

务地方需求的作物观测、特色及设施生态农业气象观测等项目由各

市、州气象局管理。

6.逐步推进原则。按照“近期有布局、中期有行动、远期有成效”

的整体思路。依托青海省生态文明先行区、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三期、青海祁连山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山洪工程等重大项目，

逐年安排建设任务，量力而行、稳步实施。

八、生态气象观测站网定位

站网架构：优化现有观测站网格局，将我省生态气象观测站分类

定为三级：生态气象观测骨干站、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生态卫星产

品试验站。

九、生态气象观测业务布局调整内容

1. 新增部分观测站点

根据生态气象业务服务需求，拟定适量增加部分生态气象观测

站。在中国气象局确定的野外科学试验站：瓦里关、玉树隆宝、果洛

甘德和海北牧业气象试验站基础上，新增互助、海北祁连、海西乌兰、

沱沱河 4 站（见图 3），具体站点见（附表 2）；原有生态气象观测站

总量适度做优化调整（见图 4），调整后站点见（附表 3）；增加东部

干旱山区土壤水分观测站点（见图 5、6），具体站点见（附表 4）；在

现有积雪观测站网基础上，拟补充增加 10个地面积雪观测点（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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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海省生态气象观测骨干站布局图

图 4 现有生态观测站调整后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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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部干旱区观测站点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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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部干旱区观测站点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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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拟建地面积雪观测点布局图

2.撤销部分观测站点

将生态气象骨干站做为核心站点，依据生态功能区生态状况的特

点，撤销西宁湟源、大通、湟中、海东互助、乐都、化隆、循化、海

南贵德、黄南尖扎等 9 站的生态气象观测任务。

3.调整部分观测项目

以需求为牵引，支撑骨干站生态气象观测业务为重点，适度调整

现有生态气象观测站观测业务任务。取消现有生态气象观测站全部人

工土壤水分观测业务，用自动土壤水分观测仪代替土壤水分观测资

料；取消沙丘移动观测业务，通过沙通量观测和风蚀、风积观测资料

以及卫星遥感观测资料建立预测模型，开展对沙丘移动的监测；保留

全部牧草长势生态观测站点监测业务，实现牧草长势自动观测。在现

有站点的基础上适度调整个别观测站的观测任务，适当调整大气干湿

沉降、土壤风蚀、风积观测业务站点（具体观测任务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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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部分观测要素

发挥中国局布设的 7个酸雨观测站的作用，提升三江源、青海湖

项目建设的我省 8个环境气象观测站的观测能力，新增 8个站的 PM10

大气总悬浮颗粒物的监测，西宁新建一部气溶胶激光雷达（具体观测

站点见附表 5）。

5．补充升级观测设备

在现有国家、省级观测站设备的基础上，补充和完善雪深、冻土、

辐射等自动观测设备，建设遥感应用真实性检验地面自动观测网，扩

大生态综合监测试点，提升重点区域生态监测能力，推进与生态环境、

林草、农业、水利等部门和单位生态气象监测网络的共建共享共用。

十、生态气象观测站网划分

1.生态气象观测骨干站：

（1）中国气象局确定的瓦里关、玉树隆宝、果洛甘德和海北牧

业气象试验站四个野外科学试验站作为生态气象观测骨干站；

（2）互助、海北祁连、海西乌兰、沱沱河 4 站作为生态气象观

测骨干站。

2.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

（1）优化现有 47个生态气象观测站，将 33 个站作为生态气象

观测辅助站；在中国气象局布设的 7 个酸雨站、8个环境站气象观测

站基础上，遴选 13 个站作为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遴选部分现有国

家站、基准站、应用站、区域站站点，增加部分观测要素作为生态气

象观测辅助站；

（2）组建东部干旱监测站网、生态保护修复区地基生态监测站

网，在现有 76个国家级土壤水分观测站基础上，在东部干旱区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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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02 套土壤水分观测站、在生态保护修复区布设 20 套植被生态气

象和区域土壤水分自动观测系统作为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

（3）遴选部分林区、生态旅游重点区、水源涵养功能区、湖泊

作为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遴选部分高寒草地野外观测试验基地、积

雪监测站作为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

3.生态卫星产品试验站：

遴选河南（5站）、海南（1 站）等 6 个遥感验证场，建立多尺度

（3Km、9Km、36Km）生态要素观测网，开展针对卫星产品的验证和升

降尺度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提供支撑。

十一、生态气象观测站网功能与观测任务

1. 生态气象观测骨干站

（1）瓦里关本底站

发挥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欧亚大陆唯一本底站的区位优势，

该站的定位是：以大气化学监测为主，增加能够代表高原东部城市群

路面过程生态气象观测区，新增观测任务（见表 1）。

表 1 瓦里关本底站新增观测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雪特性观测 雪水当量、雪密度、雪深 雪水当量观测系统

蒸发、蒸散 蒸发蒸腾观测 大型蒸渗仪

（2）玉树隆宝生态气象观测站

以高寒湿地生态气象野外试验为主，重点监测高寒湿地水文过程

及生态系统的变化, 开展遥感参数与地面监测要素的验证,为气候模

式陆面过程,提供典型高寒湿地植被指数的参数化及相关参数，开展

生态需水调节、湿地保护与适应气候变化适应技术开发。满足三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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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核心区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湿地生态气象观测区。提供长

期、系统性的观测数据，服务于草地生态气象的现状、草地变化机理

研究、调控机制与对策研究，新增观测任务（见表 2）。

表 2 玉树隆宝生态气象观测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雪特性观测 雪水当量、雪密度、雪深 雪水当量观测系统

蒸发、蒸散 蒸发蒸腾观测 大型蒸渗仪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位记录仪

光谱 分析元素成分含量
便携式光谱仪

（ASD）

叶面积指数 植物叶面积 叶面积指数仪

叶绿素含量 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含量测定仪

光合作用 植物光合参数 光合作用仪

植物营养成分 植物营养成分
近红外植物营养成

分分析仪

冻土观测 土壤温湿盐 冻土观测系统

（3）果洛甘德生态气象观测站

以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降水和积雪关系为主，兼顾高寒草甸适应

气候变化适用技术，结合高寒草甸与遥感参数地面校验和陆面过程参

数化，研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新

增观测任务（见表 3）。

表 3 果洛甘德生态气象观测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蒸发 蒸发观测 大型蒸渗仪

通量 通量观测 近地层通量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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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位记录仪

土壤水分 土壤温湿盐度监测 土壤水分观测

植物长势 植物长势观测 植物长势观测仪

叶面积指数 植物叶面积 叶面积指数仪

叶绿素含量 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含量测定仪

光合作用 植物光合参数 光合作用仪

植物营养成分 植物营养成分
近红外植物营养成分

分析仪

冻土观测 土壤温湿盐 冻土观测系统

（4）海北生态气象试验站

以高寒草原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监测和室内分析为主,

重点开展生态畜牧业气象精细化服务的科学试验，新增观测任务（见

表 4）。

表 4 海北生态气象试验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雪特性观测 雪水当量、雪密度、雪深 雪水当量观测系统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位记录仪

辐射 辐射观测 基准辐射观测

植物长势 植物长势观测 植物长势观测仪

光谱 分析元素成分含量 便携式光谱仪（ASD）

叶绿素含量 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含量测定仪

光合作用 植物光合参数 光合作用仪

植物营养成分 植物营养成分
近红外植物营养成分

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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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观测 空气风温湿廓线 梯度观测系统

冻土观测 土壤温湿盐 冻土观测系统

（5）海北祁连山生态气象观测站

以祁连山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与水源涵养为主，兼顾高寒草甸适应

气候变化适用技术，结合高寒草甸与遥感参数地面校验和陆面过程参

数化，研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新

增观测任务（见表 5）。

表 5 海北祁连山生态气象观测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气象要素观测
温、压、湿、风、降水

等要素
气候观测系统

雪特性观测
雪水当量、雪密度、雪

深

雪水当量观测系统

蒸发、蒸散 蒸发蒸腾观测 大型蒸渗仪

通量 通量观测 近地层通量观测系统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位记录仪

辐射 辐射观测 基准辐射观测

植物长势 植物长势观测 植物长势观测仪

光谱 分析元素成分含量 便携式光谱仪（ASD）

叶面积指数 植物叶面积 叶面积指数仪

叶绿素含量 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含量测定仪

光合作用 植物光合参数 光合作用仪

植物营养成分 植物营养成分
近红外植物营养成分分

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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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互助生态气象观测站

满足青海东部城市群建设需求，建立以河湟谷地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绿色农副产品基地气象保障服务体系，为东部农牧业区经济发展

发挥生态气象保障支撑作用，新增观测任务（见表 6）。

表 6 互助生态气象观测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雪特性观测 雪水当量、雪密度、雪深 雪水当量观测系统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位记录仪

辐射 辐射观测 基准辐射观测

植物长势 植物长势观测 植物长势观测仪

光谱 分析元素成分含量 便携式光谱仪（ASD）

叶绿素含量 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含量测定仪

光合作用 植物光合参数 光合作用仪

植物营养成分 植物营养成分
近红外植物营养成

分分析仪

梯度观测 空气风温湿廓线 梯度观测系统

冻土观测 土壤温湿盐 冻土观测系统

（7）海西乌兰生态气象观测站

以高寒荒漠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监测为主, 重点开展气

候变化背景下荒漠化演变规律的科学试验，新增观测任务（见表 7）。

表 7 海西乌兰生态气象观测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气象要素观测
温、压、湿、风、降水等

要素
气候观测系统

蒸发、蒸散 蒸发蒸腾观测 大型蒸渗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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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 通量观测 近地层通量观测系统

土壤水分 土壤温湿盐度监测 土壤水分观测

辐射 辐射观测 基准辐射观测

植物长势 植物长势观测 植物长势观测仪

冻土观测 土壤温湿盐 冻土观测系统

梯度观测 空气风温湿廓线 梯度观测系统

沙通量观测 沙通量、集沙、风蚀 沙通量观测系统

（8）沱沱河生态气象观测站

以青藏高原高寒积雪、冰川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监测为主,

重点开展气候变化背景下积雪冰川演变规律的科学试验，新增观测任

务（见表 8）。

表 8 沱沱河生态气象观测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辐射 辐射观测 基准辐射观测

通量 通量观测 近地层通量观测系统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位记录仪

风蚀风积观测 土壤风蚀风积
BTS1000 风蚀通量观测

系统

边界层通量

水热平衡
OPEC150、CPEC200 涡动

协方差系统

边界层微气象通量 30 米边界层梯度塔

2. 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

（1）森林、湖泊、旅游、交通观测系统：围绕青海省主要林区、

生态旅游重点区、重点湖泊和生态安全时间频发区、在贵德县清清黄

河旅游区、互助北山林场、黄南坎布拉生态旅游示范区、孟达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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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区、囊谦尕尔寺大峡谷生态旅游区、班玛县玛可河林场、青海湖、

玛多扎陵湖、海西哈拉湖、可可西里盐湖、布设相应的自动观测设备

（风塔、辐射、交通、负氧离子、实景观测等），逐步实现主要林区、

生态旅游重点区域、重点湖泊和生态安全时间频发区全要素自动化观

测，构建满足森林、湖泊、旅游、交通等生态要素观测系统建设的需

求，满足专业气象服务需求，新增观测任务（见表 9.10.11）。

表 9 森林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气象要素观测 温、压、湿、风、降水等要素 气候观测系统

负氧离子
负氧离子、温度、湿度、PM2.5、PM10

和 CO、SO2、NO2
负氧离子观测系统

通量 通量观测 近地层通量观测系统

实景观测 生态旅游区 360 度实景 实景观测系统

表 10 湖泊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气象要素观测 温、压、湿、风、降水等要素 气候观测系统

雪特性观测 雪水当量、雪密度、雪深
雪水当量观测系统

湖泊观测 湖泊温度、盐度、水深、叶绿素仪 湖泊观测

通量 通量观测 近地层通量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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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旅游、交通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新增任务

观测站类
型 观测要素 布设区域

布设数量

风塔观测站 80-110 米垂直风向风速
柴达木盆地
环青海湖

20

辐射观测站 总辐射、直接辐射
海西、海南、格尔木、

黄南
20

交通气象站
（公路）

气温、气压、降水（固态降
水）、风向、风速、湿度、
地温、路面相态、实景

高速、国道、线路 20

交通气象站
（铁路）

气温、降水（固态）、风向、
风速、地温

铁路敦煌线、格库线、
青藏线（德令哈段、格

尔木段）
30

自动气象观
测站

气温、气压、降水（固态降
水）、风向、风速、湿度、

地温、电线覆冰

青南、海北、海南、海
西、格尔木

20

路基冻害监
测设备

冻胀监测计、深层地温 铁路沿线、公路沿线 25

自动气象观
测站

气温、气压、降水（固态降
水）、风向、风速、湿度

大通河、黄河流域 15

负氧离子监
测仪

负氧离子 5A、4A 级景区 30

紫外线监测
站

紫外线 5A、4A 级景区 30

实景观测 实时图像、视频 5A、4A 级景区 30

（2）草地、积雪、冰川观测系统：遴选部分高寒草地野外观测

点、10 个积雪监测站，在唐古拉山、昆仑山、祁连山等冰川地带，

选择代表性较好的区域建设 5 个冰冻圈监测综合站，并布设相应的自

动观测设备，满足高寒草地、高寒积雪、冰川等重点生态功能区自动

化观测，提升主要生态功能区专业气象服务能力。

（3）土壤水分观测系统：在东部干旱区域布设 102 套（见附表

4）、在生态保护修复区布设 20 套植被生态气象和区域土壤水分自动

观测系统，新增观测任务（见表 12）。

表 12 干旱气象监测站新增任务

观测项目 观测指标/观测内容 观测仪器

土壤水分观测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率、温度、

盐度
土壤水分自动观测仪

（4）其它观测系统：遴选出 33个生态观测站（见附表 3）、7 个

酸雨观测站、8 个环境观测站（见附表 5）、部分现有国家站、基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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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站、区域站，通过新增观测任务及观测要素（PM2.5、PM10、雪深、

冻土、辐射等）提升现有观测站网生态气象观测能力。

3.生态卫星产品试验站

建设生态气象观测卫星产品试验站是验证和评估各类卫星生态

气象产品的重要参照，而多尺度嵌套观测是生态气象反演信息升/降

尺度研究的重要依据。校验场重点围绕草地、积雪、土壤水分主要生

态要素等，考虑到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必要在青海地区建立（3Km、

9Km、36Km）多尺度生态要素观测网，开展针对卫星产品的验证和升

降尺度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提供支撑。

卫星产品校验场观测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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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项目基础支撑

1.依托青海省生态文明先行区业务项目建设。

2.依托中国气象局生态气象观测站网建设项目。

3.中国气象局小型业务项目和地方（三江源三期、祁连山二期、

藏区规划等）项目统筹。

4.依托中央、地方支农资金支持项目。

5.依托青海省气象“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

十三、能力建设

1.农业气象观测自动化监测能力建设。对我省 27个国家级、省

级农业气象观测站布设气象要素和作物长势动态实景监控自动观测

设备，优化和调整业务观测项目，满足地方经济建设和气象为农服务

需求。

2.生态气象观测自动化监测能力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综合观测

网，通过设备更新、系统改造、功能扩建等方式提升生态气象观测能

力；在气象灾害多发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气候变化敏感区以及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敏感区新建和扩建生态气象监测



26

站，通过硬件改进，分批次升级改造现有的生态气象观测设备，同时

有针对性地新建自动化生态要素观测系统。

3.多源卫星生态遥感监测能力建设。利用气象卫星、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卫星等监测生态环境变化，建立多源卫星数据综合处理和生态

灾害遥感监测平台，实现对全省范围内各类可反映生态环境变化的要

素，包括温室气体、气溶胶、植被长势、面积、生态质量、气象灾害

等全方位立体监测，建立可时空比对的长序列遥感监测数据集。充分

利用现有新一代（双偏振）天气雷达、风廓线雷达等遥感观测设备，

开展各类生态系统生态气象观测，研发各类生态观测产品。

4.生态气象观测数据共享能力建设。有效集成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含测绘地信）、水利、农牧、林草等部门获取的环境质量、污染

源、生态状况监测数据，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等

智能信息技术，建设集采样监控、数据处理、质量控制、智能应用、

信息共享发布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气象观测数据数据平台。充分借助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技术力量，建立开放式的监测数据分析体系，

提升监测数据分析结果和相关专项监测报告的针对性、全面性、可读

性，实现数据统一联网、集成共享、应用。

5.卫星产品校验及应用能力建设。依托青海省生态气象地面观测

站观测资源，联合其它部门和科研院所的观测资料，补充完善生态遥

感产品真实性检验能力。通过逐步建立与卫星观测具有一定时空对应

性的地基站网观测系统、空间组网观测系统、综合试验场系统和数据

获取和汇集系统，形成生态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网，实现对生态遥感

产品检验、矫正，提高图像产品以及气溶胶、辐射、地表参数、植被

参数、积雪参数、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等生态遥感产品精度，提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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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湖泊、湿地、积雪等生态系统植被长势、生态质量、气象灾害、

水体面积等全方位立体监测。发挥省科研所遥感中心的作用，开展卫

星遥感应用与生态气象观测的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提高卫星遥感资

料在生态环境监测、气候变化和生态保护动态评估等方面的应用能

力。

十四、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发展合力。全省各级气象部门要共同推进

生态气象观测网发展和建设。统筹项目资源，做好生态气象观测网业

务管理、规划设计、经费投入、设备保障、机构和岗位设置、业务科

研项目立项、人员培训等方面持续加大力度。省级气象部门做好规划

设计和具体建设任务的组织实施；各市、州气象局要组织骨干队伍承

担生态气象观测网建设和日常运行。

2.加大经费投入，保障运行维护。鼓励各市、州气象部门结合本

地生态系统特征，多渠道筹集资金，自发地加强生态气象观测网的建

设力度，为生态气象观测网运维提供持续的财政支持。积极鼓励与部

门内外的业务科研部门联合申报各类科研业务项目，并据此建立稳定

的建设和运行维持投入机制。

3.完善质量管理，强化技术指导。完善生态气象观测的技术标准

和规范，逐步规范生态气象观测业务和管理流程，建立生态气象观测

标准质量体系，提升观测设备质量检验能力和观测资料的可比性。积

极发挥国家级和省级科研业务单位和相关专家的作用，建立业务科研

单位岗位交流的制度。积极鼓励和安排相关人员参加学术交流，并针

对性地开展科研业务能力专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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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青海省现有生态气象观测站点

序

号

市州

区站

号

站 名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度分秒)

拔海高度

（米）

沙丘移动

大气干

沉降

土壤风

蚀厚度

土壤

水分

特种监测

(总悬浮颗粒

/降水化学/

气溶胶化学)

牧草长势监测

(发育期/牧草

产量/牧草覆

盖度)

1 海西州 51886 茫 崖 90°51′07″ 38°14′59″ 2944.8 √

2 玉树州 56125 囊 谦 96°28′13″ 32°12′04″ 3643.7 √ √

3 果洛州 52151 班 玛 100°44′31″ 32°55′51″ 3530.0 √

4 海西州 52602 冷 湖 93°19′08″ 38°44′36″ 2770.0 √

5 海北州 52633 托 勒 98°25′05″ 38°48′32″ 3367.0 √ √

6 海北州 52645 野牛沟 99°32′33″ 38°27′31″ 3320.0 √

7 海北州 52657 祁 连 100°14′30″ 38°10′34″ 2787.4 √ √

8 格尔木市 52707 小灶火 93°40′41″ 36°47′53″ 27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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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西州 52713 大柴旦 95°21′10″ 37°51′08″ 3173.2 √

10 海西州 52737 德令哈 97°22′33″ 37°22′28″ 2981.5 √

11 海西州 52745 天 峻 99°01′11″ 37°17′45″ 3417.1 √ √

12 海北州 52754 刚 察 100°08′16″ 37°19′50″ 3301.5 √ √ √ √

13 海北州 52765 门 源 101°36′37″ 37°22′44″ 2850.0 √

14 格尔木市 52818 格尔木 94°54′30″ 36°25′15″ 2807.6 √ √

15 海西州 52833 乌 兰 98°29′19″ 36°55′48″ 2950.0 √

16 海北州 52852 海 北 100°51′35″ 36°57′33″ 3140.0 √ √ √ √

17 西宁市 52855 湟 源 101°14′50″ 36°40′44″ 2675.0 √

18 海南州 52856 共 和 100°37′06″ 36°16′27″ 2835.0 √ √ √ √

19 海南州 52859 本底台 100°53′47″ 36°17′14″ 3810.0 √ √

20 西宁市 52862 大 通 101°40′38″ 36°56′39″ 2450.0 √

21 海东市 52863 互 助 101°56′52″ 36°49′18″ 2480.0 √

22 西宁市 52866 西 宁 101°45′08″ 36°43′42″ 22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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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南州 52868 贵 德 101°25′38″ 36°01′53″ 2237.1 √

24 西宁市 52869 湟 中 101°34′37″ 36°29′42″ 2667.5 √

25 海东市 52874 乐 都 102°23′30″ 36°28′50″ 1980.9 √

26 海东市 52875 平 安 102°05′52″ 36°29′57″ 2125.0 √ √

27 海东市 52876 民 和 102°50′20″ 36°19′30″ 1813.9 √

28 海东市 52877 化 隆 102°15′27″ 36°06′12″ 2834.7 √

29 格尔木市 52908 伍道梁 93°04′50″ 35°12′56″ 4612.2 √

30 海南州 52943 兴 海 99°58′47″ 35°35′27″ 3323.2 √ √ √

31 海南州 52955 贵 南 100°44′24″ 35°35′12″ 3120.0 √

32 海南州 52957 同 德 100°35′50″ 35°14′38″ 3080.0 √

33 黄南州 52963 尖 扎 102°01′24″ 35°56′19″ 2085.7 √

34 黄南州 52968 泽 库 101°28′14″ 35°02′19″ 3662.8 √ √

35 海东市 52972 循 化 102°28′13″ 35°51′14″ 1870.3 √

36 黄南州 52974 同 仁 102°01′18″ 35°31′24″ 249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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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格尔木市 56004 沱沱河 92°26′19″ 34°12′58″ 4533.1 √ √ √

38 玉树州 56018 杂 多 95°17′12″ 32°53′10″ 4066.4 √ √

39 玉树州 56021 曲麻莱 95°48′00″ 34°07′00″ 4175.0 √ √

40 玉树州 56029 玉 树 96°57′51″ 33°00′05″ 3716.9 √

41 果洛州 56033 玛 多 98°12′94″ 34°55′03″ 4272.3 √ √

42 玉树州 56034 清水河 97°08′05″ 33°48′05″ 4415.4 √ √

43 果洛州 56043 玛 沁 100°14′12″ 34°28′30″ 3719.0 √

44 果洛州 56045 甘 德 99°52′14″ 33°57′57″ 4110.0 √ √

45 果洛州 56046 达 日 99°38′49″ 33°45′27″ 3967.5 √

46 黄南州 56065 河 南 101°36′04″ 34°44′03″ 3500.0 √ √

47 果洛州 56067 久 治 101°28′55″ 33°25′46″ 36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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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青海省生态气象观测骨干站业务布局表

序号 市州 区站号 站 名

气象条

件

雪特性

观测

蒸发、蒸

散

通量

边界层

通量

地下水

位

土壤水

分

辐射

植物长

势

光谱

叶面积

指数

叶绿素

含量

光合作

用

植物营养

成分

冻土观测

系统

大气化

学

风蚀风

积

1 海南州 52859 本底台 √ √ √ √ √ √ √ √ √

2 玉树州 56028 隆 宝 √ √ √ √ √ √ √ √ √ √ √ √ √ √ √ √ √

3 果洛州 56045 甘 德 √ √ √ √ √ √ √ √ √ √ √ √ √ √ √ √ √

4 海北州 52852 海 北 √ √ √ √ √ √ √ √ √ √ √ √ √ √ √ √ √

5 海北州 52657 祁 连 √ √ √ √ √ √ √ √ √ √ √ √ √ √ √ √ √

6 海东 52863 互 助 √ √ √ √ √ √ √ √ √ √ √ √ √ √ √ √ √

7 格尔木 56004 沱沱河 √ √ √ √ √ √ √ √ √ √ √ √ √ √ √ √ √

8 海西 52833 乌 兰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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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青海省生态气象观测辅助站调整后站点和业务布局表

序

号

市州 区站号 站 名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度分秒)

拔海高度

（米）

大气干湿

沉降

土壤风蚀风

积厚度

牧草长势 雪特性观测

1 海西州 51886 茫 崖 90°51′07″ 38°14′59″ 2944.8 √ √

2 玉树州 56125 囊 谦 96°28′13″ 32°12′04″ 3643.7 √ √

3 果洛州 52151 班 玛 100°44′31″ 32°55′51″ 3530.0 √ √

4 海西州 52602 冷 湖 93°19′08″ 38°44′36″ 2770.0 √ √

5 海北州 52633 托 勒 98°25′05″ 38°48′32″ 3367.0 √ √

6 海北州 52645 野牛沟 99°32′33″ 38°27′31″ 3320.0 √ √

7 格尔木市 52707 小灶火 93°40′41″ 36°47′53″ 2767.0 √ √

8 海西州 52713 大柴旦 95°21′10″ 37°51′08″ 3173.2 √ √

9 海西州 52737 德令哈 97°22′33″ 37°22′28″ 2981.5 √

10 海西州 52745 天 峻 99°01′11″ 37°17′45″ 3417.1 √ √

11 海北州 52754 刚 察 100°08′16″ 37°19′50″ 33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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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格尔木市 52818 格尔木 94°54′30″ 36°25′15″ 2807.6 √ √

13 海西州 52833 乌 兰 98°29′19″ 36°55′48″ 2950.0 √ √

14 海南州 52856 共 和 100°37′06″ 36°16′27″ 2835.0 √

15 西宁市 52866 西 宁 101°45′08″ 36°43′42″ 2295.2 √

16 海东市 52875 平 安 102°05′52″ 36°29′57″ 2125.0 √

17 海东市 52876 民 和 102°50′20″ 36°19′30″ 1813.9 √

18 格尔木市 52908 伍道梁 93°04′50″ 35°12′56″ 4612.2 √ √

19 海南州 52943 兴 海 99°58′47″ 35°35′27″ 3323.2 √

20 海南州 52955 贵 南 100°44′24″ 35°35′12″ 3120.0 √

21 海南州 52957 同 德 100°35′50″ 35°14′38″ 3080.0 √

22 黄南州 52968 泽 库 101°28′14″ 35°02′19″ 3662.8 √ √

23 黄南州 52974 同 仁 102°01′18″ 35°31′24″ 2491.4 √

24 格尔木市 56004 沱沱河 92°26′19″ 34°12′58″ 4533.1 √ √

25 玉树州 56018 杂 多 95°17′12″ 32°53′10″ 406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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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玉树州 56021 曲麻莱 95°48′00″ 34°07′00″ 4175.0 √ √

27 玉树州 56029 玉 树 96°57′51″ 33°00′05″ 3716.9 √ √

28 果洛州 56033 玛 多 98°12′94″ 34°55′03″ 4272.3 √ √

29 玉树州 56034 清水河 97°08′05″ 33°48′05″ 4415.4 √ √

30 果洛州 56043 玛 沁 100°14′12″ 34°28′30″ 3719.0 √ √

31 果洛州 56046 达 日 99°38′49″ 33°45′27″ 3967.5 √ √

32 黄南州 56065 河 南 101°36′04″ 34°44′03″ 3500.0 √ √

33 果洛州 56067 久 治 101°28′55″ 33°25′46″ 3628.5 √ √

项 目 合 计 13 9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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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青海省东部干旱气象观测站点布局表

序号 县 乡 浅山区耕地面积 山区旱地面积比例 备注

1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青林乡 6.81 52.58

2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宝库乡 11.33 100.00

3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斜沟乡 13.15 99.96

4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多林镇 15.43 55.55

5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长宁镇 16.28 96.81

6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青山乡 16.30 81.31

7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石山乡 16.87 100.00

8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良教乡 20.20 99.01

9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新庄镇 21.13 61.72

10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东峡镇 21.74 82.57

11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桦林乡 22.43 100.00

12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逊让乡 22.47 79.99

13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极乐乡 22.70 97.16

14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黄家寨镇 34.77 98.19

15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塔尔镇 35.56 70.88

16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城关镇 1 37.00 43.45

17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朔北藏族乡 42.64 85.23

18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桥头镇 51.75 85.84

19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景阳镇 57.19 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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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贵德县 拉西瓦镇 5.11 100.00

21 贵德县 河东乡 7.55 100.00

22 贵德县 尕让乡 11.26 100.00

23 贵德县 常牧镇 17.92 100.00

24 互助土族自治县 松多藏族乡 8.85 100.00

25 互助土族自治县 红崖子沟乡 11.04 79.06

26 互助土族自治县 东和乡 16.06 49.45

27 互助土族自治县 林川乡 19.71 79.17

28 互助土族自治县 哈拉直沟乡 24.06 90.88

29 互助土族自治县 五十镇 33.28 69.60

30 互助土族自治县 塘川镇 37.53 79.52

31 互助土族自治县 蔡家堡乡 43.39 100.00

32 互助土族自治县 东沟乡 44.87 99.85

33 互助土族自治县 丹麻镇 50.98 59.50

34 互助土族自治县 台子乡 51.09 48.69

35 互助土族自治县 东山乡 54.82 100.00

36 互助土族自治县 五峰镇 61.41 100.00

37 互助土族自治县 威远镇 63.32 40.56

38 互助土族自治县 西山乡 78.14 100.00

39 化隆回族自治县 牙什尕镇 5.07 100.00

40 化隆回族自治县 沙连堡乡 5.16 100.00

41 化隆回族自治县 阿什努乡 13.0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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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化隆回族自治县 查甫藏族乡 18.70 100.00

43 化隆回族自治县 雄先藏族乡 20.39 100.00

44 化隆回族自治县 德恒隆乡 20.59 100.00

45 化隆回族自治县 扎巴镇 27.93 100.00

46 化隆回族自治县 昂思多镇 29.49 29.34

47 湟源县 城关镇 5.67 100.00 湟水河流经

48 湟源县 大华镇 7.92 100.00 湟水河流经

49 湟源县 申中乡 10.35 100.00 湟水河流经

50 湟中县 群加藏族乡 6.37 100.00

51 湟中县 多巴镇 7.93 66.84

52 湟中县 汉东回族乡 19.17 65.83

53 湟中县 大才回族乡 27.78 83.63

54 湟中县 甘河滩镇 32.30 71.15

55 湟中县 上新庄镇 32.70 32.75

56 湟中县 上五庄镇 34.12 40.51

57 湟中县 西堡镇 36.55 79.09

58 湟中县 鲁沙尔镇 37.91 49.24

59 湟中县 土门关乡 43.54 98.97

60 湟中县 李家山镇 47.21 57.49

61 湟中县 共和镇 61.70 99.52

62 湟中县 海子沟乡 70.41 97.32

63 湟中县 田家寨镇 72.37 91.73

64 湟中县 拦隆口镇 80.60 56.92

65 尖扎县 坎布拉镇 8.10 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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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尖扎县 措周乡 9.13 100.00

67 乐都区 下营藏族乡 5.34 46.34

68 乐都区 城台乡 5.54 93.87

69 乐都区 共和乡 7.10 94.16

70 乐都区 马厂乡 8.69 100.00

71 乐都区 李家乡 9.60 93.39

72 乐都区 中岭乡 10.13 99.97

73 乐都区 达拉土族乡 10.24 95.63

74 乐都区 寿乐镇 11.36 55.73

75 乐都区 马营乡 13.45 99.30

76 乐都区 芦花乡 15.82 100.00

77 乐都区 中坝藏族乡 17.86 100.00

78 乐都区 蒲台乡 24.74 100.00

79 乐都区 瞿昙镇 32.19 100.00

80 门源回族自治县 泉口镇 5.59 1.00 有河流经过

81 门源回族自治县 珠固乡 8.16 24.53 太破碎

82 门源回族自治县 阴田乡 9.37 99.84 有河流经过

83 门源回族自治县 仙米乡 11.57 13.48 有河流经过

84 门源回族自治县 东川镇 18.94 14.00 有河流经过

85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满坪镇 8.10 100.00

86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古鄯镇 10.34 100.00

87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西沟乡 10.64 100.00

88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李二堡镇 11.71 51.50

89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北山乡 11.8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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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峡门镇 25.74 89.68

91 平安县 沙沟回族乡 6.55 51.28

92 平安县 巴藏沟回族乡 6.92 83.89

93 平安县 洪水泉回族乡 10.49 100.00

94 平安县 石灰窑回族乡 17.38 95.26

95 平安县 三合镇 20.02 75.28

96 平安县 古城回族乡 20.87 100.00

97 同仁县 曲库乎乡 5.55 29.65

98 同仁县 隆务镇 5.88 97.97

99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街子镇 12.10 14.23

100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文都藏族乡 13.57 71.33

101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尕楞藏族乡 15.70 99.32

102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道帏藏族乡 20.09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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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青海省环境气象观测站点布局表

序

号
市州

区站

号
站名 站类

酸

雨

PM2.5 PM10 激光雷

达

1 海西州 51886 茫崖 基准站 酸雨

2 海西州 52737
德令

哈
基本站 酸雨 PM2.5 新增 PM10

3
格尔木

市
52818

格尔

木
基准站 酸雨 PM2.5 新增 PM10

4 海南州 52859
本底

台

瓦里关本底

站
酸雨

5 西宁市 52866 西宁 基本站 酸雨 PM2.5 PM10 新建 1部

6 西宁市 52855 湟源 一般站 新增 PM2.5 新增 PM10

7
格尔木

市
56004

沱沱

河
基准站 酸雨

8 玉树州 56029 玉树 基本站 酸雨

9 海北州 52754 刚察 基准站 PM2.5 新增 PM10

10 海北州 52853 海晏 一般站 PM2.5 新增 PM10

11 海东市 52875 平安 一般站 PM2.5 新增 PM10

12 海东市 52876 民和 基准站 PM2.5 新增 PM10

13 果洛州 56043 玛沁 基本站 新增 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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