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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电力网络电击：灵长类在农村、郊区和城市环境面临的风险

中等大小的哺乳动物极少能在人类创造的环境持续存在。灵长类是一个例外，在非洲、亚
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多个乡镇和城市，都发现它们的身影。在既有人类开发又有本地树木
和绿色空间的地方，灵长类能作为城市利用者或城市适应者成功地生存，常常把这些地点变
成重要的自然保护中心。不过，这些环境并不是没有危险。对灵长类的威胁之一是电力基础
设施。虽然空中的输电线路可以作为灵长类个体和小群的空中通道，尤其是在充满地面危险
的区域，但是输电线路也带来电击的重大风险。

多个传闻和报道把灵长类受伤和死亡归因于电击（Ampuero and Sa Lilian, 2012; Chetry et 
al., 2010; Rodrigues and Martinez, 2014; M. Ancrenaz, 个人沟通，2017; S. Cheyne, 个人沟
通，2017）。考虑到记录电击事件有难度，很少有研究对电击对一个种群的影响进行量化
分析。不过，最近研究人员开始分析电击数据，根据灵长类物种、大小、年龄、性别和受
害者的移动能力，确定规律，以及电击的季节性变化（Katsis, 2017; Kumar and Kumar, 2015; 
Ram, Sharma and Rajpurohit, 2015; Slade, 2016）。

这些结论表明，八个灵长类科至少28个物种发生过电击，小到狨猴，大到猩猩（Slade 
and Cunneyworth, 2017, table 1）。电击不局限于树栖物种；电击也影响在其自然栖息地的陆
栖性物种，虽然陆栖性物种发生比例低一些。死亡率一般很高，与预期的一致。遭受电击
后幸存下来的个体常常受到严重伤害，预后差或者很差，即便有兽医干预（Kumar and 
Kumar, 2015; Slade, 2016）。

可以采用多个减轻方法，应对与电击相关的动物福利问题。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持续时间
不同。作为一项应急或短期措施，修剪变压器和电线周围的树木，能把植被和输配电网隔
开（Lokschin et al., 2007）。中期来说，在策略性地点，可以安装空中桥梁，提供使用电源
线的替代方案（Jacobs, 2015; Lokschin et al., 2007）。在已知是电击事件热点的地方，对电源
线和变压器进行绝缘，是一项长期措施，能几乎消除电击风险（Printes, 1999; Refuge for 
Wildlife, n.d.; 见图AX.1）。

图AX.1

未绝缘和绝缘的变压器

图例

1. 高温夹件未覆盖

2. 初级输入（套管） 
暴露在外

3. 次级输出（端子）和
电线连接暴露在外

4. 电源线未覆盖

5. 避雷针未覆盖

6. 熔断器未覆盖

未绝缘 绝缘  
（保护设备使用灰硅橡胶）来源：感谢Refuge for Wildlife  

(refugeforwildlif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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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减轻方法的财务负担一半完全由动物福利机构承担。由于这些机构大部分依赖资助
和捐款，监测和实施这些措施可能难以持续下去。因此，减轻措施的有效性可能有限，尤其
是电力基础设施不断延伸到新的地方。尽管如此，两个倡议行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第一个，巴西的Porto Alegre的Programa Macacos Urbanos对州电力公司提起了法律指控，
控告灵长类遭到电击是一种环境犯罪。裁决对原告有利，要求州电力公司在输电网络上安
装了价值约30,000美元的绝缘材料（Printes et al., 2010）。

第二个，肯尼亚Diani的Colobus Conservation机构与肯尼亚电力公司一起，确定电击事件
的热点地区。这家部分国营的公司自愿对电源线绝缘，付出成本115,000美元。电力基础设
施对灵长类的负面影响违反了肯尼亚电力公司的伦理准则，使公司承诺实质地解决这个问
题（J. Guda, 个人沟通，2017)。

灵长类遭受电击对输配电公司有成本影响，包括电力基础设施维护和与此相关的用电客
户停电。一家公司的电线绝缘成本可以被抵消的程度，取决于一个地区电击事件的次数。
电力稳定性提高，使客户满意度增加，对公司也有利。

防止电击的减少措施，如果是州、电力公司、居民、动物福利、自然保护和研究机构综
合方式的一部分，最为有效。这些利益攸关方一起合作时，对在人类的栖息地建立宝贵的
自然保护区域会迈出重要步伐。

附录II

全球森林观察提供的平台转变使用卫星图像监测树冠层丧
失的潜力

使用卫星图像发现一段时间树冠层的丧失情况，使我们能确定、视觉上看到和比较在基础设
施开发前和开发后的森林变化。不过，使用卫星数据一直以来需要大量专长和资金，才能获
得、处理和解释原始信息。

比如，Curran et al. (2004)整理、归类和手工编辑了印度尼西亚Palung山国家公园六个时
间段的图像，记录14年间广泛和“加速的”森林砍伐。与此类似，Laporte et al. (2007)整理、
几何学修正和可视化增强了超过300幅地球资源卫星图片，然后手工对图片中发现的每条道
路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对照检查，从而跟踪了刚果共和国超过25年的伐木道路情况。Gaveau 
et al. (2009a) 分析了98幅地球资源卫星图片，跟踪苏门答腊1990到2000年的毁林情况，表明
保护区丧失了一些森林，但是总体上促进了保护，包括在保护区边界内和边界外的保护。
这些努力的每一项都提供了人类活动对森林影响的宝贵证据，但是所需的努力和成本妨碍
了广泛使用卫星数据。

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简称“GFW”）是一个新的森林变化分析平台，
给监测流程带来转变，使我们更能获得卫星图像的力量。全球森林观察提供公众可获得的
工具，使人们能近乎实时地监测类人猿栖息地的变化（GFW, 2014; 见第七章）。这些信息
覆盖全球，使全球森林观察能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方式，分析树冠层的变化，实现各地点的
比较。

全球森林观察2014年推出这个平台，提供基于每年更新的全世界几千张卫星图像形成的
空间明确、高清晰度的树冠层变化数据。全球森林观察使用地球资源卫星图像，免费提供
每年更新的树冠层和树冠层变化数据，清晰度为30米 x 30米；到2017年底，大多数类人猿分
布区国家的树冠层变化更新会每周提供（Hansen et al., 2013; M. Hansen, 个人沟通，2017)1。

类人猿栖息地利益攸关方能使用在线的全球森林观察工具，定期监测类人猿栖息地，分
析一个国家或保护区的树冠层减少和增加数据，为自己的目标区域创建定制地图或下载数
据。使用者可以上传或划定一个特定区域，比如一个物种分布区或道路走廊，分析一段时
间在这个区域内的树冠层。这样，全球森林观察使参与类人猿保护的人士和机构，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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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人士和机构，能监测在各个空间比例尺的变化、形成关键信息，作为提高其自然保
护努力的一种方式。

在黑猩猩栖息地内的几个社区已经开始使用森林观察者（Forest Watcher）移动应用，找
到并验证他们所在村庄土地的全球森林观察上的森林丧失数据，报告导致毁林的人类活
动。这个免费的应用要求使用智能手机，但是使非技术使用者能下载数据，离线收集森林
变化的地点数据，以及在又有互联网连接时上传数据。森林观察者应用的下一个版本将具
有每周森林丧失提醒功能，将帮助社区参与者近乎实时地监测、验证和管理道路影响。

尾注

1.  卫星图像技术和准入不断发展；比如，欧洲航天局现在提供哨兵在线（Sentinel Online）的
公开访问权。这一技术网站包括全球大部分地区的10米清晰度的图像，其中一项主题是森
林监测：https://sentinel.esa.int/web/ sentinel/thematic-areas/land-monitoring/forest-monitoring。

附录III

数据组和详细方法

方法

第三章的前三个案例分析使用公开访问的卫星图像，审视了在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类人
猿栖息地道路升级项目的影响。这项分析对每年的森林丧失情况进行量化分析，使我们能
比较在道路建设或升级之前和之后年份的栖息地丧失面积或百分比，以及比较离道路不同
距离的森林丧失速度。这一章讨论了离每条道路5公里和10公里范围内树冠层变化的情况；
在坦桑尼亚，缓冲区宽30公里，因为在这一区域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验证结果。我们使用
ArcGIS创建和显示缓冲区，把它与全球森林观察的树冠层数据叠加。

全球森林2000-2014年变化数据组，可以从全球森林观察免费获得，作为这一分析的基
础（Hansen et al., 2013）。2000年的树冠层作为森林覆盖的基线，之后14年每一年的树冠层
提供了年度变化数据。每年更新的地球资源卫星30米 x 30米树冠层数据，使我们能对一段
时间现有栖息地的变化进行定量分析。每个道路项目在2000年之后开始，这是数据组的起
始年份，并且在2014年之前结束，这是可以获得全球森林变化数据的最近年份。

对“森林”的定义

每一项案例分析使用了“树冠层密度”数值（在每个卫星图片数据像素中树冠层的百分
比），该数值反应了在一个区域的基本森林类型、物种对树冠层开放程度的生态要求和耐
受度（GFW, 2014; IUCN, 2016a; 见附录VIII和IX）。

全球森林观察平台允许使用者选择树冠层密度数值。苏门答腊案例分析的类人猿栖息地
包括了森林树冠层占75%及以上的所有像素，这反映了居住在其中的长臂猿移动需要密集
和连接的树冠层。坦桑尼亚的黑猩猩在比支持苏门答腊长臂猿和猩猩的森林更干旱的森林
里进化，据信黑猩猩能耐受更开放的树冠层（Kano, 1972）。因此，对坦桑尼亚西部的栖息
地确定为树冠层占30%及以上的像素，包括了黑猩猩的干旱森林和稀树草原-林地栖息地。
在ArcGIS台式机屏幕上，使用历史上的DigitalGlobe卫星图像，对坦桑尼亚道路进行数字化
处理；通过谷歌地球和地球引擎，获取地球资源卫星图像。

全球森林变化数据组测量“树冠层”，在一些地方可能过高估计森林覆被，因为既包括
了自然森林也包括了成熟的树木种植园（Tropek et al., 2014）。因此，这一分析包括苏门答
腊农业种植园的边界，使用对主要是地球资源卫星的卫星图像，以及辅以谷歌地图、必应
地 图 或 D i g i t a l G l o b e 的 高 清 晰 度 图 像 的 视 觉 解 读 ， 确 定 农 业 种 植 园 的 位 置 和 边 界
（Transparent World, 2015）。在研究的第一年（2001），可以检测到的农业种植园区域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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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冠层丧失。不过，建立种植园的日期不明确，2000年的森林覆被数值可能包括了一些成
熟的种植园。在这些情况下，包括一些成熟种植园土地，可能过高估计了一开始的自然森
林覆被和2000到2014年期间的森林丧失（Tropek et al., 2014）2。

相反，数据组可能低估在干燥森林的森林覆被，比如黑猩猩的稀树草原-林地栖息地
（Achard et al., 2014）。Piel et al. (2015a)比较了坦桑尼亚黑猩猩密度对应使用全球森林观察数
据评价的当地森林丧失的变化。作者发现，黑猩猩密度与栖息地丧失相关，表明随着森林
丧失，黑猩猩分布和丰度会降低，全球森林观察平台对评价在黑猩猩栖息地黑猩猩密度现
状会有用。

数据组和工具

Hutan, Alam dan Lingkungan Aceh (HAkA)提供了苏门答腊北部的道路数据。在ArcGIS台式机
上，使用DigitalGlobe历史上60厘米空间分辨率的卫星图像，对坦桑尼亚的道路进行数字化
处理；通过谷歌地球和地球引擎平台，访问了分辨率为30米的地球资源卫星数据。从全球
森林观察获得的高清UrtheCast卫星图像，以及高清的DigitalGlobe卫星图像基础地图，帮助
我们评价全球森林观察是否有能力验证与道路相关的森林丧失、确定森林砍伐的原因、视
觉呈现这些原因对这项研究关注地点的影响。全球森林观察树冠层变化数据，使用ArcGIS
生成的地图呈现。

来自类人猿专家和区域专家的意见建议和对相关科学文献的审阅（Barber et al., 2014; 
Clements et al., 2014; Laurance, Goosem and Laurance, 2009）帮助我们依据捕猎者、农业种植
者、伐木者和威胁森林的其他人从道路进入森林的有记录距离，估计了对类人猿种群的预
期影响。这一直接的方法有助于显示破坏、预测潜在的进一步丧失、把缓解努力聚焦在减
少对周围类人猿栖息地的负面影响上。定期更新的图像，使我们能发现森林丧失，不过，
发现森林退化，包括捕猎和其他在树冠层下的影响，仍是遥感应用的前沿领域。

尾注

2.  使用卫星图像监测树冠层时，如果准确性很关键，地面实况调查很重要。在包括种植
园的区域，这一点尤其相关，因为从天上看，遮蔽的咖啡和可可种植园就像良好的森
林栖息地一样。许多动物物种使用遮蔽的咖啡和可可种植园，但是这种栖息地对树栖
性灵长类没有价值或者价值有限，包括长臂猿和猩猩（M. Coroi, 个人沟通，2017）。

附录IV

全球土地分析和发现预警，用于及早发现森林丧失，聚焦
当地响应

全球森林观察目前提供30米清晰度的森林树冠层和森林变化的年度更新。更为重要的是，
为了发现类人猿栖息地丧失，管理者很快就可以使用全球土地分析和发现（Global Land 
Analysis & Discovery，英语简称GLAD）提醒，这是一种毁林发生的同时发出预警系统的产
品，在达到从森林变为非森林覆被的30米 x 30米像素门槛值时会触发发送提醒（GLAD, 
n.d.）。这个平台使使用者在电子邮件收件箱里收到30米分辨率的热带森林丧失提醒，每周
更新。这些提醒有助于在道路建设一开始就发现栖息地丧失，促进更及时因而也更有效和
高效的干预（Hansen et al., 2016）。

订阅者（比如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特许经营区持有者、公园主任或其他官员）会收到
近乎实时地发现大规模森林丧失的提醒，不管他们选择了什么区域，比如按国家、森林保
护区、自然保护景观、道路缓冲区，或者在该平台上划出的长条或圈选区域，都可以。要
收到提醒，需要有互联网连接。全球土地分析和发现系统最早用在刚果盆地、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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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来西亚，现在管理者能获得，可容易和连续地监测大部分热带森林的变化（M. Hansen, 
个人沟通，2017）。

在不久的将来，评价基础设施对森林栖息地的影响，可以包括评估全球土地分析和发现
的提醒的规律，作为即将到来的森林丧失的强度和方向的可能指标。分析可以比较收到全
球土地分析和发现提醒的区域，与导致森林丧失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斜坡、到清理
点、道路和城镇的距离。快速提醒系统，能帮助引导相关的开发和执法，确保在已经制定
了限制或规划法规的道路两侧不再有更多非法开发。

附录V

自然保护行动规划审查流程对坦桑尼亚黑猩猩的结果

坦桑尼亚《国家黑猩猩管理规划》研讨班确定道路对该国核心的黑猩猩栖息地和黑猩猩廊
道是“高度”威胁。在对黑猩猩至关重要的一些地点，该威胁可能“非常高”（TAWIRI,  
编写中）。道路已经切割坦桑尼亚大多数黑猩猩廊道区域。只是道路对黑猩猩廊道还不是
主要的威胁，因为迁徙的黑猩猩能穿越孤立的道路，但是，如果在道路任何一侧的森林没
有维护好，这个威胁更大。最值得关注的道路是切割核心的黑猩猩栖息地区域的道路，比
如目前沿着Mahale山地国家公园的东部边界规划和建设的道路。

通过道路和小道到来的定居者，是这个区域毁林的一个关键推动力，他们彻底清理河岸
上的森林，用于种植作物。他们砍伐这些森林，因为这些森林生长在该区域比较肥沃的土
壤上，这些土壤也适合种植作物。河岸森林对坦桑尼亚西部的黑猩猩是小型但是至关重要
的栖息地，约占全部黑猩猩栖息地的2%。该区域的黑猩猩住在短盖属林地，都能进入一些
河岸森林斑块（Pusey et al., 2007）。

2016年自然保护行动规划审查流程的结论显示，已经成功地保护了在干旱的森林和短盖
属林地的受保护的黑猩猩（见图AX.2a）。不过，迄今为止的干预对保护该区域对黑猩猩存
续至关重要的常绿森林栖息地没有那么成功（TAWIRI, 编写中；见图AX.2b）。该区域的野
生动物管理者需要继续监测和开发自然保护策略，防止沿着这些河岸森林及其附近的森林
丧失。

在制定规划时，规划起草者应用了开放标准方法，评价和比较道路对黑猩猩核心栖息地
保护目标和廊道保护目标的威胁。具体来说，起草者审视了：

  范围：如果当前的情况和趋势持续下去，合理预计核心栖息地和廊道会在十年内被破坏的比例。

  严重程度：在该范围内，如果当前的情况和趋势持续下去，预计核心栖息地和廊道会被破坏的水

平。

  不可逆性：预计的损坏可以被逆转、被破坏的核心栖息地和廊道可以复原的程度（CMP, 2013）。

一条道路的即刻足迹，视为对黑猩猩核心栖息地的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道路直接消除
林地和森林栖息地。列为非常高的严重性，意味着这种威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破坏或消
除黑猩猩核心栖息地。在道路周围的区域视为高度或中等严重的威胁，这取决于其他人类
活动在该区域得到控制的程度。道路本身一般有中等的不可逆转性评分，因为道路足迹本
身在50年内可以复原。



附录

269

T
ongw

e W
est Forest Reserve

Kasulu

Uvinza

Mpanda

Mahale山地

国家公园

Katavi
National Park

Gombe
National 

Park  

Tongwe East
Forest Reserve

Masito
West
Forest

Reserve

Masito East Forest Reserve

Kigoma

Kasulu

Uvinza

Mpanda

L
a

k
e

 T
a

n
g

a
n

y
i k

a

Mahale山地

国家公园

Katavi
国家公园

Tongwe East
Forest Reserve

Masito
West
Forest

Reserve

Gombe
National 

Park  

Masito East Forest Reserve

T
ongw

e W
est Forest Reserve

坦桑尼亚

黑猩猩栖息地健康：常绿森林
比2000年基线丧失%
 >5 差
 2.5–5 一般
 1–2.5 良好
 <1 非常好 

 黑猩猩核心区域
 黑猩猩廊道
 国家公园边界

N

0 10 20 km

图AX.2

坦桑尼亚核心黑猩猩栖息地区域和廊道现状，2000年与2014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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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GFW (2014); Hansen et al. (2013); TAWIRI (编写中); courtesy of J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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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VI

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和Pro-Routes项目

世界银行保障政策框架的目的是避免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或者把环境考虑纳入项目规划，
以其他方式减少、减轻、缓解或补偿负面环境影响。这些政策也要求公众参与决策方面的最
佳实践（World Bank, n.d.-d）。在本文撰写时，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包括：

  作业政策：对政策目标和作业原则的简明表述，包括贷款方和世界银行的责任和义务；

  世界银行程序：贷款方和世界银行须遵循的与作业政策相关的强制性程序3。

世界银行筛选每个拟议的项目，确定哪种类型环境评价合适。作为这一流程的一部分，
世界银行根据每个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和相关因素，对每个项目进行分类。按照关于环境评
价的作业政策/世行程序4.01，世界银行把Pro-Routes（高优先道路重新开放和维护项目）计
划归类为A类项目，世行对这类项目的定义是“可能有敏感、多样化或前所未有的显著负面
环境影响”。对这一类别的拟议项目，贷款方负责编写环境影响评价或类似的报告（World 
Bank, n.d.-a, 2013a, p. 2）。

按照作业政策/世行程序4.01，鼓励“有高度风险或充满争论的或者涉及严重的多维度环
境关切的”A类项目的贷款方“聘请独立、国际上认可的环境专家组成的顾问专家组，对项
目与[环境评价]相关的各个方面提供咨询指导”（World Bank, 2013a, p. 1）。相应地，Pro-
Routes项目规划者成立了一个环境和社会顾问专家组。

按照作业政策/世行程序4.01，针对环境评价，也要求Pro-Routes项目贷款方（World Bank, 
n.d.-b）：

  告知决策者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性质；

  确保拟议世行供资的项目环境上和社会上完善、可持续（以便促进积极的影响和避免或
缓解负面影响）；并

  增加透明度，提供利益攸关方参与该项目的决策流程机制。

按照作业政策/世行程序4.04，与自然栖息地相关的政策进一步要求贷款方：

  保护、维护和复原自然栖息地及其生物多样性；

  确保自然栖息地提供给人类的服务和产品可持续；

  使当地社区参与规划和实施；并

  对自然资源管理采取审慎的方式。

按照作业政策/世行程序4.36，关于森林，贷款方必须也：

  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满足对森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以可持续方式保护和维护社区使用传统森林区域的权利；

  保护森林的全球环境服务和价值；

  避免蚕食森林的重要区域；并

  确保森林复原项目维护或增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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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3.  2016年8月，世界银行批准了新的《环境和社会框架》。2018年，世界银行将启动该框
架，把它应用于所有新的投资项目；针对已经批准的项目，世界银行当前的保障措施
预计将与新的框架并行大约七年，之后启用新的框架（World Bank, n.d.-d; 见框5.1）。 

附录VII

水电站退役

水电基础设施，比如水电站，为世界各地的许多社区、城市和国家提供能源。水电站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影响常常未能得到充分考虑，但是对此有很好的记录。获得决策者较大关
注的因素是与建设和维护水电站结构相关的经济和安全考虑。就像任何基础设施硬件一
样，水电站必须要维护到一定的标准，才能确保下游社区的安全，包括住在河边廊道的动
物（Brown et al., 2009; WCD, 2000）。

世界上几十万人的生命在水电站垮掉时消逝（Si, 1998）；这样的灾难可能是任何一个或
几个设计或恶化问题导致的（ASDSO, n.d.）。光是在美国，由于人们爬上水电站结构，在
水库内划船、在水坝附近钓鱼或以其他方式与水电站结构互动，忽略了在水电站结构底部
的潜在水文潜流相关的风险，导致几百人死亡（Tschantz, 2014）。

决定拆除水电站结构的水电站拥有者，一般把社会经济考虑作为推动其做出拆除决定的
因素（Engberg, 2002）。比如，在一个水电站不能产生足够电力，已经不存在经济上继续存
在的理由时，就把水电站退役。

在美国，《联邦电力法案》和《Magnuson Stevens渔业保护和管理法案》要求水电管理
机构与保护自然资源的部门磋商后，再发出水电许可证。这些要求是为了保护巡游鱼类获
得重要的栖息地（McDavitt, 2016）。如果与水电生产形成的收入相比，安装所需的鱼类通
行系统成本上不可行，水电生产商可能放弃这个项目，最终这个水电站会被拆除。美国华
盛顿州Elwha河上拆除了两座水电站，正好能说明这一点。联邦环境管理局和当地部落一直
要 求 水 电 站 包 含 足 够 的 鲑 鱼 通 行 渠 道 ， 这 难 以 保 障 、 并 且 成 本 上 不 可 行 （ G o w a n , 
Stephenson and Shabman, 2006）。经过多年斟酌，2011年和2014年，分别拆除了Elwha和
Glines峡谷水电站。

针对非水电大坝，在与之相关的碾磨厂关闭，蓄水充满了沉淀物，大坝结构开裂，设计
对原定用途无效，或者找不到它的用途后，这个非水电大坝就过时了。一个大坝过时了，
其拥有者可能特别不愿意或无力承担维护成本和与维护其完好相关的责任，这个大坝可能
被拆除（Engberg, 2002）。

考虑到拆除大坝的成本相差很大，自由流动河流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难以
量化，所以对拆除大坝的真实成本收益分析很有挑战性（Whitelaw and MacMullen, 2002）。
截止2015年，美国约80,000座水电站中超过1,200座已经拆除，但是只有不到10%做了科学研
究；开展的大部分研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反应（Bellmore et al., 2016）。

的确考虑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表明，拆除水电站的潜在益处包括：

  重新连接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种的河流栖息地；
  重新建立水流、沉积物和营养在生态系统中的更自然流动规律；
  减少蓄水的热力影响；
  改善水生微生物获取水温增加后的上游残遗种；

  消除责任和维护成本；
  减少上游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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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为娱乐消遣目的的河流连通（Lejon, Malm-Renofalt and Nilsson, 2009; Magilligan et al., 2016; 
Wildman, 2013）。

最终，拆除水电站意味着把河流恢复到更接近自然、功能正常的状态。建设水电站大坝后，动
物、营养、沉积物的流动和其他自然流程停止，或者无限期受到限制（O’Connor, Duda and Grant, 
2015）。下游社区受水坝的影响最大；它们太多时候处于不利地位或者被剥夺权利，面对要建设新的
基础设施的政治压力，无力保卫自己（WCD, 2000）。决策者考虑到一条功能正常的河流提供的服
务，以及对下游社区的可能影响，能帮助避免、至少减少对当地人口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不管
是建设大坝还是拆除大坝。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附录VIII

使用的数据组

按照两个空间比例尺对类人猿栖息地的现状的评价（见图7.1），包括了对几个全球数据组
的分析：

  2000-2014年全球森林变化数据组。这些年度森林覆被和森林覆被丧失的数据，由马
里兰大学与谷歌公司以及全球森林观察2.3基础版提供，按30米清晰度呈现。这些数据
组的开发，包括使用Quickbird图像等高清空间数据和来自地球资源卫星数据的现有树
冠层数据组进行验证（Hansen et al., 2013). 数据在线可获得：http://earthenginepartners.
appspot.com/science-2013-global-forest。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对每种公认亚种的地理分布区的数据。分布区的划界在准确
度上有差异。考虑到森林覆被过去的丧失情况，22个亚种（包括亚洲大陆的大多数长臂
猿和大猩猩）的分布区反应了近期分布的广度。与此相反，其他16个亚种的分布区没有
那么清晰的边界，反应了类人猿历史上的分布，包括已经不再是类人猿家园的城市开发
区域（IUCN, 2016c）。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世界保护区数据库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共
同努力，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管理（IUCN and UNEP-
WCMC, 2016）。2016年保护区边界可能包括在这项研究期间没有受到保护的区域。这
项分析包括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区级别I到VI的所有保护区，不包括“未报告”
或“拟议”状态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指定的保护区（IUCN, 2016 c, n.d.-b; 
UNESCO, n.d.-b）。这项分析保留了没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分级的所有保护区和其他
保护区，包括数以千计的森林保护区和大量社区保护区。世界保护区数据库尚未包括
世界上所有的社区保护区，但是它是现在在全球层面当前可获得的最全面的数据库。

  不曾发表的工业化种植园数据。这些数据由世界自然研究所和透明世界（Transparent 
World）绘图，用于表明成熟的油棕种植园、木材、制浆木材和橡胶种植园形成的树冠
层，尤其是在东南亚（GFW, 2014; 见附录XI）。

这些数据组中任何数据的错误，可能影响结果，但是这项分析的全球规模不能使用每一个
类人猿分布区国家更细微比例尺的数据。附录XII指出了可以细化这项分析的更多数据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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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X

对38个类人猿亚种的森林栖息地定义

地理上独特的类人猿亚种适应了特定的环境条件，包括树冠层开放度。这项分析使用树冠
层密度的不同数值，确定栖息地，估计每个亚种分布区的森林变化。对每个亚种，这项分
析规定一个树冠层密度门槛值（每个像素的树冠层百分比），在该门槛值以下，亚种可能
不能独立存续。

这些门槛值反映了每个亚种的生态学，依据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栖息地数据和科学文
献（IUCN, 2016c），在已知有类人猿分布的分布区和保护区内的树冠层；考虑了区域专家
对黑猩猩、长臂猿、大猩猩和猩猩的意见，以及某些亚种在各种森林类型的存活能力，包
括被人类恶化的栖息地（见附录X）。

  黑猩猩。在所有类人猿中，黑猩猩的漫游行为似乎最为灵活（Maldonado et al., 2012; K. 
Abernethy, 个人沟通，2016）。黑猩猩西非亚种占用的区域包括从密闭的树冠湿润森林
到有树木的稀树草原等等，表明栖息地门槛值达到15%及以上的树冠层像素就可以。因
此对黑猩猩各亚种选择了较低的树冠层密度（见附录X）。

  长臂猿。大部分类人猿栖息地是热带和亚热带湿润的阔叶林。长臂猿需要树冠层连接和
各种果树（W. Brockelman, 个人沟通，2016），建议的树冠层至少达到75% （Gaveau et al., 
2014; D. Gaveau, 个人沟通，2016）。

  大猩猩。大多数大猩猩占用高密度的森林区域，虽然格劳尔大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的栖息
地包括大量的竹林区域（K. Abernethy, 个人沟通，2016）。

  猩猩。对猩猩栖息地的树冠层密度建议采用很宽的范围。在高的一端，根据在婆罗洲自
然森林的覆被，建议的密度是至少75%（D. Gaveau, 个人沟通，2016）。不过，猩猩有能
力使用受到部分干扰的栖息地，只要不被捕猎即可，密度可以低到30%（E. Meijaard, 个
人沟通，2016）。

针对多个亚种的分布区重叠的情况，使用要求高的亚种的要求，也就是对树冠层的密度
百分比要求更高的亚种的要求，界定在重叠区域的森林。

现在可以获得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类人猿分布区数据和在全球森林观察上的谷歌地球引
擎注释脚本，使其他使用者能按照每个像素高或低的树冠层百分比进行这样的分析，从而
对特定环境设定参数（见附录VIII）。

在这项分析中，使用了单一一个物种的树冠层密度门槛值，排除对给定的类人猿亚种
不合适的森林结构或组成区域。这一方式可能不足以反映一些亚种的种群（尤其是黑猩
猩）的生态差异性。黑猩猩东非亚种和西非亚种占用的区域主要是比较密集的森林，或者
稀树草原林地和森林交叉分布区。

在黑猩猩西非亚种分布区，大部分毁林发生在树冠层高密度的区域，对这一亚种赋予反
映其生态灵活性的树冠层低密度百分比，很可能会低估在其分布区更为潮湿的南侧一半的森
林丧失（L. Pintea, unpublished data, 2016）。对黑猩猩西非亚种使用更高密度的树冠层门槛值
（比如使用30%而不是15%），会使本项分析审查的期间内发现的栖息地丧失减少2.5%，主
要是因为2000年的基线森林（按15%树冠层覆被，564,000平方公里或5,640万公顷）包括了更
小的区域（按30%树冠层覆被，355,000平方公里或3,550万公顷）。

对这些和其他类人猿种类的森林保护的分析，因此会受益于增加环境叠层，比如潜在或
适合栖息地、生态区和海拔高度（见附录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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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X

对38个类人猿亚种使用的树冠层密度百分比

常用名 科学名称 门槛值百分比 来源：

倭黑猩猩 Pan paniscus 50 占有面积

分布在中非的黑猩猩指名亚种 Pan troglodytes troglodytes 30 占有面积，专家意见

黑猩猩东非亚种 Pan t. schweinfurthii 30 占有面积，专家意见

黑猩猩尼喀亚种 Pan t. ellioti 30 占有面积

黑猩猩西非亚种 Pan t. verus 15 占有面积

克罗斯河大猩猩 Gorilla gorilla diehli 50 占有面积

格劳尔大猩猩 Gorilla beringei graueri 50 占有面积

山地大猩猩 Gorilla b. beringei 50 占有面积

西非低地大猩猩 Gorilla g. gorilla 75 占有面积，专家意见

婆罗洲猩猩沙巴亚种 Pongo pygmaeus morio 50 专家意见，分布区

婆罗洲猩猩指名亚种 Pongo p. pygmaeus 50 专家意见，分布区

婆罗洲猩猩加里曼丹亚种 Pongo p. wurmbii 50 专家意见，分布区

苏门答腊猩猩 Pongo abelii 50 专家意见，分布区

东白眉长臂猿 Hoolock leuconedys 75 生态学

西白眉长臂猿 Hoolock hoolock 75 生态学

灰长臂猿沙捞越种 Hylobates abbotti 75 生态学

敏长臂猿 Hylobates agilis 75 生态学

婆罗洲灰长臂猿 Hylobates funereus 75 生态学

婆罗洲白须长臂猿 Hylobates albibarbis 75 生态学

卡氏白掌长臂猿 Hylobates lar carpenteri 75 生态学

中部白掌长臂猿 Hylobates l. entelloides 75 生态学

克氏长臂猿 Hylobates klossii 75 生态学

马来西亚白掌长臂猿 Hylobates l. lar 75 生态学

银白长臂猿 Hylobates moloch 75 生态学

穆氏长臂猿 Hylobates muelleri 75 生态学

戴帽长臂猿 Hylobates pileatus 75 生态学

苏门答腊白掌长臂猿 Hylobates l. vestitus 75 生态学

云南白掌长臂猿 Hylobates l. yunnanensis 75 生态学

东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nasutus 75 生态学

云南中部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concolor jingdongensis 75 生态学

海南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hainanus 75 生态学

老挝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c. lu 75 生态学

北白颊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leucogenys 75 生态学

南白颊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siki 75 生态学

南黄颊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gabriellae 75 生态学

Tonkin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c. concolor 75 生态学

云南西部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c. furvogaster 75 生态学

合趾猿 Symphalangus syndactylus 75 生态学

注：百分比反映总的植物覆被和对树冠层开放的耐受度。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大部分长臂猿物种的地理分布区是高度分割的；到2000年，原来分布区的许多地方已经转为非

森林土地用途。



类人猿现状 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276

附录XI

全球森林观察工具对监测森林树冠层变化的数值和局限

数值

2014年，全球森林观察推出并提供基于每年更新的全世界几千张卫星图像形成的空间明
确、高清晰度的树冠层变化数据（GFW, 2014; Hansen et al, 2013）。全球森林观察的在线森
林监测和提醒系统把最新的算法、卫星技术和云计算结合起来，近乎实时地确定树木在哪
里生长、在哪里消失。

只需要几分钟，一名使用者就可以获得全世界森林景观，或一个国家、物种分布区或
保护区等某个特定区域的现状的最新信息。使用者也可以修订全球森林观察用来确定森林
树冠层的每个像素树冠层百分比（树冠层密度），以便调整任何分析，反映更开放或密闭
的树冠层。使用者可以生成对森林范围和变化的定期准确总结，形成定制地图，分析森林
趋势，订阅近乎实时的森林丧失提醒，或者下载当地区域、国家或地区的数据。

全球森林观察免费提供每年更新的较高清晰度的全球森林变化数据，以及分析树冠层丧
失和增长数据的工具。第七章介绍了这项分析，表明这些数据可广泛用于分析使用密闭的树
冠层和更开放的树冠层森林的物种。全球森林观察的森林变化信息具有高度可扩展性，可以

从一个森林廊道扩展到所有类人猿物种的
分布区。用途不仅包括监测保护区和分布
区多边形，还包括确定和监测森林廊道和
其他关注的区域。在这一章讨论过，全球
土地分析和发现提醒确定每周可能的森林
丧失区域，促进这些活动的每一项活动，
帮助资源管理者连贯地监测森林覆被。

全球森林观察火灾是一个相关的平台，
近乎实时地提供东南亚森林火灾的信息。火
灾导致印度尼西亚大片森林丧失，尤其是作
为猩猩至关重要栖息地的泥炭森林丧失。这
个工具的每日、空间明确的火灾发生情况更
新，使人们能增强对火灾的监测和响应，防
止火灾扩大到难以控制，并且使非法防火烧
林的人担责（GFW Fires, n.d.）。

局限

虽然有其优势，只使用全球森林观察有一
些局限。比如，每年按30米清晰度提供更
新，或者按500米清晰度提供两周一次的更
新，不一定能提供确定对某个给定的灵长
类种群的影响、导致清理的原因或相关影
响（比如偷猎、收集非木材森林产品）所
需的精确度。依赖遥感信息进一步限制了
全球森林观察平台帮助解释推动森林变化
因素的能力。

Hansen et al. (2013)形成的2000-2014年全
球森林变化数据组可能低估在干旱森林栖
息地的树冠层，比如黑猩猩在马里和塞内
加尔使用的干旱森林栖息地（Achard et al., 
2014）。对树冠层比较稀疏的区域，把树冠

框AX.1

在更高比例尺发现种植园

对2000-2014年全球森林变化数据组的一项批评是，它并不
总是区分自然森林和工业化种植园，比如油棕种植园。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和确定在本文审查区域的工业化种植园，
第七章的分析包括了世界自然研究所和透明世界开展的工
业化种植园绘图项目（Transparent World, 2015）。这项分
析中的总体森林丧失数据包括这些种植园；为了避免森林
转为种植园后，把同一个区域计算两遍，我们忽略了种植
园内的任何树冠层丧失。

正在种植的区域到2001年时计为“丧失”，这样，累计丧
失包括所有种植园区域，不管一个区域是否已经开发。地
图显示，2000年的树冠层包括在这些土地上的足够高、足
够密集、可以被全球森林观察视为森林覆盖层的任何植
被。到2000年时，这些区域里内未知比例的森林已经被转
换为树木种植园；在不了解每个区域的最初转换日期的情
况下，不可能确定从2000年到2001年自然森林的丧失是全
部，大部分，还是只是一部分。

虽然最近使用高清晰度卫星图像对种植园进行了数字化处
理，但是这个数据缺乏每个种植园建立的年份信息。结
果，图7.5中的每年森林丧失数据忽略了种植园的存在，因
此在所有情景中，显示的森林丧失都少于创建种植园的实
际发生情况。

全球森林变化数据的这一局限可能影响种植园密度高的区
域的结果。（油棕、橡胶和木材）农业种植园与15个类人
猿亚种（13个亚种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布区的部
分面积重叠，对应这些分布区中12个分布区的森林丧失的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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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密度门槛值设为30%或15%，有助于控制这一局限，同时承认大部分毁林发生在树冠层密
度较高的区域（K. Abernethy, 个人沟通，2016; L. Pintea, unpublished data, 2016）。对森林的比
较宽松的定义，可能导致低估在黑猩猩属所有种分布区比较密集的森林部分的森林丧失。

与此相反，Hansen et al. (2013)创建的数据测量“树冠层”，在一些地区，可能既包括自
然森林，也包括成熟的树木种植园（Tropek et al., 2014）。除了排除已知的种植园（见框
AX.1），设定与热带湿润森林树冠层一致的高的树冠层密度门槛值（50%或75%）有助于筛
除掉幼小油棕种植园，由于油棕树苗高度低、树冠小，树冠层有空间距离。不过，对一些
类人猿物种的分布区，无法获得种植园数据；对其他一些分布区，种植园建立的日期无法
获知（Transparent World, 2015）。结果，在2000年的森林覆被数值中，一些区域可能包括了
成熟的种植园，导致过高估计2000年的最初森林覆被和2000-2014年期间的森林丧失。虽然
在当地层面区分植被类型有局限，但是Hansen et al. (2013)形成的全球森林变化数据组，能
为当地数据缺乏的地方提供宝贵的森林覆被信息（Burivalova et al., 2015）。

附录XII 

对类人猿栖息地评价的未来完善

把2000-2014年33个国家的38个类人猿物种和亚种的数据汇集和总结在一起，这些物种和亚
种有各自不同的树冠层要求和多个植被类型，固然涉及到接受误差。考虑到以下未知和缺
陷，更多数据或分析会改善这项评价：

  在各个亚种的分布区多边形内使用森林的规律还不完全明确。

  虽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地理分布区体现了在全球层面各亚种的最佳现有数据，但是类人
猿种群在这些分布区内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分布区地图容易出现（虚假存在）误差
（Rondinini et al., 2006）。而且，对分布区地图多边形边界的更新，依赖稀少的物种存在
数据，并且各亚种不一致（Wich et al., 2016）。

  对有不同森林覆被要求的亚种的分布区重叠的区域，选定单一一个树冠层密度门槛值，
在汇总各国和所有类人猿分布区的森林存在和丧失时，会形成一些差异。

  保护区是不同年份设立的，所以一些森林区域可能在本项审查期间的后期才得到全面
保护。

  种植园是在不同年份设立的，所以，虽然从2001年起把种植园视为森林丧失，但是这些
种植园可能在2000年之前设立，因此会减少最初的森林覆盖层面积。

评价森林栖息地的现状和趋势，是估计类人猿种群现状的第一步。随着将来更多数据组
出现和可获得，未来对类人猿栖息地的评价会从中受益。这些可包括：

  包含实地验证的具体物种的栖息地适合性地图（Hickey et al., 2013; Jantz et al., 2016; Torres 
et al., 2010; Wich et al., 2012b）；

  Planet或DigitalGlobe等平台越来越多提供遥感数据，从这些平台获得重要灵长类区域的
高清晰度卫星图像，有助于自然保护工作者确定推动毁林的因素；

  标准化差异植被指数和其他卫星获得的植物覆被数据，有助于量化森林退化，并且可能
对长臂猿尤其重要，因为长臂猿要求完好的树冠层；

  海拔数据（Tracewski et al., 2016）；

  森林结构的信息，包括树冠层、高度、活立木年龄和完好度；

  土地使用数据，包括除了林业之外，合法和非法的农业和定居；

  来自官方（政府）渠道和非官方渠道（比如Global Witness、绿色和平和MightyEarth）的分区划片
数据，有助于评价正在出现的或未来的推动森林丧失的因素，比如橡胶、油棕或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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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区，这些可能还没有实施，但是已经做了这样的分配；

  实地验证的土地覆被、物种存在和道路等人类活动信息，帮助确定推动森林丧失的因
素；以及

  重要的类人猿景观边界（Max Planck Institute, n.d.-b），亚洲的这些信息无法获得，没有
用于这一章的分析，如果将来有这些信息，可以在这些边界内开展栖息地评价。

对这项全球层面的分析，我们没有试图确定适合的环境条件，该信息反应在其分布区内
一个类人猿亚种的存在情况（Junker et al., 2012）。2012年发表的一项非洲大型类人猿适合环
境条件分析，在《类人猿现状》第一卷做了介绍，承认在非洲大陆这个水平的模拟研究方
式有各种局限（Funwi-Gabga et al., 2014; Junker et al., 2012）。这些局限包括对保护区地理上偏
倚的类人猿存在地点，过时的植被和道路数据，以及缺乏真实的不存在数据，这些局限每
一个都会扭曲对适合栖息地的确定。

栖息地适合模型使用各种因素，包括森林树冠层，帮助预测和绘制可能的栖息地，但是
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把之前的模拟努力限定为较小区域，或者粗线条的空间和时间分辨
率。Jantz et al. (2016)把全球森林变化数据与其他地球资源卫星Enhanced Thematic Mapper 
Plus（ETM+）生成的卫星图像结合起来，按照30米的清晰度，对2001年到2014年整个黑猩
猩分布区的栖息地适合性进行模拟和绘制变化（见附录X）。不过，在大多数类人猿亚种
的分布区，还没有形成适合性地图依据的动物存在数据，当前的全球卫星数据不能兼顾适
合性优化这些结果。

可靠的栖息地适合性地图会使未来的评价排除不适合的土地覆被区域（比如非法油棕和
其他种植园、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自然障碍），降低虚假存在误差的数量（Beresford et 
al., 2011). 这一类型的评价对多个类人猿物种有广泛适用性，会形成更有效和高效的干预。

附录XIII

对类人猿保护行动计划使用栖息地评价

对空间和时间分辨率高的森林栖息地相对状况的透明度，将越来越关键，不只是直接阻止
森林丧失，还包括规划类人猿和其他依赖森林的物种的有效的自然保护策略。

已经针对至少30个类人猿种类制定了自然保护行动计划。一些自然保护行动计划确定了
自然保护单元，如果成功实施的话，会保护大部分类人猿亚种的分布区（Plumptre et al., 
2010）。不过，类人猿分布区主管机构和自然保护工作者常常缺乏监测这些至关重要区域
的森林覆被现状的方式（Kühl, 2008）。

为坦桑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制定的、使用公开标准流程的自然
保护行动计划，使用了全球森林观察数据，用于评价类人猿保护目标的可行性，对威胁进
行优先排序，并测量自然保护的成败（TANAPA et al., 2015）。比如，坦桑尼亚的流程认
为，在树冠层密度大于30%的区域，如果一个区域丧失的森林占1%以下和2.5%以下，黑猩
猩栖息地就分别处于很好或良好的状态（TAWIRI, 编写中）。针对2000-2014年期间，森林
丧失在2.5%到5%之间，以及达到或者超过5%，黑猩猩栖息地可独立存续能力就分别定义为
一般和差。

坦桑尼亚主管当局会把这些标准化的标准，用于持续地监测该国黑猩猩栖息地的独立存
续能力，新的森林丧失数据也会不断加到全球森林观察的平台。与黑猩猩自然保护社区一
起，以及为了支持自然保护行动规划流程，全球森林观察正开发新的Map Builder平台，实
现比较各定制区域的树冠层丧失情况的门槛值（GFW Map Builder, 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