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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指标 6.3.2 报告 

指导文件 1: 

1级报告 

这份文件为 SDG指标 6.3.2的 1级报告提供了指导信息。这份文件是 1级报告模板的配套文件。你可以在指

标 6.3.2支持平台¹上找到模板和所有的支持性文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 SDG指标 6.3.2的托管机构，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淡水水质监测计划（GEMS/WATER）是

实施伙伴。联合国水机制在目标 6综合检测倡议（IMI-SDG6）的框架下，协调跟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6及其具

体目标的实现进程。 

介绍  

2017 年数据收集运动后引进的新的举措  

• 指标 6.3.2（优良环境水质的水体比例）和 6.6.1（水系生态环境的范围随时间的变化）现在要分别

进行报告。 

• 国家现在可以选择指标 6.3.2 评估结果的报告级别，无论是国家级别，报告流域区级别还是水体级

别。 

• 国家可以选择回顾 2017年数据收集运动时期的指标 6.3.2的结果，国家可以选择适当的报告时期。 

• 国家现在可以单独定义水体，报告流域区，甚至是国家级别的目标值。 

报告步骤的概述  

1) 填写提交国家和机构，报告时期和报告级别的信息。 

2) 报告被选报告级别（例如国家级别，报告流域区级别或者水体级别）的水质评估结果和相关的元数

据。 

3) 提供关于水质状态分类的目标值的必要信息。 

空间单位的报告  

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报告者可以选择以下三个空间级别中的一个作为指标 6.3.2 的报告空间级别。每一个级

别都属于一个不同的空间单位。表格 1 中展示了这些不同的空间单位。 

 

表格 1：空间单位的信息质量依赖性和复杂程度。 

报告级别 空间单位 复杂程度 信息质量 

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
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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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国家 最简单 最低 

报告流域区 报告流域区 适中 适中 

水体 水体 复杂 最高 

这些不同类型的空间单位构成了一个“一对多”关系的等级结构，如图 1 所示。一个国家可能包含一个或

者多个报告流域区（RBD）。每一个 RBD 又可能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水体。 

 

 

 

 

 

 

 

图 1：SDG6.3.2 报告空间单位的等级结构。 

以下的部分会简单介绍空间单位的概念，以及不同报告级别所需要提供的不同类型的信息。 

国家级别  

 

国家级别报告的空间单位是国家。这是可以测量“优良环境水质的水体比例”的最低标准。我们鼓励国家

选择国家级别以上的 RBD 级别或者水体级别。 

 

国家级别的报告既无法提供环境水质空

间分布的信息，也无法提供关于国家范

围内水质的具体情况或者跨界河流流域

的信息。 

 

在这一级别的报告中，报告者需要录入

的信息有： 

• 评估的水体的数量， 

• 优良水质的水体的比例， 

• 监测地点的总数，以及 

• 在对每一类型的水体（湖泊，

河流和地下水）进行分类时使

用的监测值的总数。 

 

 

 

国家 

                       报告流域区 

      水体 

图 1: “国家”空间单位只能生成全国水质的整体性数据，无法确认具体空
间范围内的或者跨界水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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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流域区  

以报告流域区(RBD) 作为报告的空间单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国家内的水质的更加具体的信息，同时，还可

以掌握跨界河流流域的水质状态。  

一个 RBD 可以代表一个主体的河流流域，或者一个更小的河流流域水系。无论哪种情况，RBD 都包含多个

水体。如图 3 所示，RBD 的边界应该由流域的水文界限决定。 

报告者需要在工作表“RBD 水质”内提供关于 RBD 的额外的信息： 

• 一个特有的识别码， 

• 名称，以及 

• 面积（以平方公里为单位）。 

 

此外，还需要说明以下情况： 

• RBD 包含的跨界河流流域是否出现在跨界淡水纠纷数据库的名单中， 

• 评估的水体的数量， 

• 被评为优良环境水质的水体数量， 

•  监测地点的总数，以及 

• 每一个 RBD 的不同水体的监测值的总数。 

 

报告流域区级别的指标 6.3.2 的报告结果在整合后可以反应国家范围的水质状况，这为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

了国家内水质分布的更加多样的视角。然而，这个级别的报告无法提供关于每一个水体的水质状态的具体

信息，只是展示了这个 RBD 的整体的优

良水体水质的比例。 

  

图 2:根据水文界限和国界划分的报告流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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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水体是指标 6.3.2 报告评估结果精确度最高的空间单位。每一个报告的水体需要是此前定义的报告流域区

（RBD）的一部分。 

 

在工作表 “水体水质”中需要提供以下信息来定义水体： 

• 水体的名称和特有的识别码， 

• 以及水体的类型（例如，湖泊，河流或者地下水）。 

 

此外，报告者需要说明： 

• 该水体是否是人造水体，或者该水体是否是跨界水体。 

• 然后，该水体所处报告流域区将会被分到一个报告流域区识别码。 

 

水体级别的报告需要提供以下有关水体的信息： 

• 水质的分类（优良或者不良）， 

• 得到相应水质分类结果的监测地

点的数量， 

• 得到水质分类的监测值的数量，

以及 

• 基于水体的类型，报告者还需要

提供湖泊和地下水的水体面积

（以平方公里为单位），或者河

流的水体长度（以公里为单

位）。 

 

比如，图 4 展示了三个 RBD 中的河流水

体。这些 RBD 中也可能包含了湖泊和地

下水，但是图中并没有展示出来。 

 

水体级别的指标 6.3.2 的报告结果在整合

后可以展示报告流域区和国家级别的水质状态，同时，为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了国家范围内水质分布的最

具体的信息。 

 

 

 

图 3:水体空间单位的例子，展示了三个报告流域区范围内的水体单位 



SDG  指标 6.3.2 报告指导文件 1 

1 级报告 

 

5 
 

1 级监测的报告  

这个部分将会简单介绍指标 6.3.2 的报告模板，以及更加具体的指导信息。 

2020 年报告内容的结构概述  

报告的形式是一份 Excel 表格，其中包含若干工作表，每一个工作表包含不同的内容，你可以通过 Excel 界

面底部的彩色条码找到这些工作表。 

 

工作表 1 - 3 是信息介绍，包括模板的简单介绍，定义概念以及需要填写的各个部分的介绍。报告者可以在

编制指标 6.3.2 的 1 级报告的过程中参考这些工作表。 

 
 
 

工作表 4 需要填写报告提交者和提交机构的信息。你也可以选择提交的结果对应的报告时期，以及空间单

位的类型。 

 
 

工作表 5 – 7 需要填写指标的各项报告结果。根据你在之前选择的报告的空间单位（国家级别，RBD 级别或

者水体级别），你只需要填写一个或者两个表格。 

 
 

 

工作表 8 需要填写用来为水质分类的“水质目标值”的信息。 

 
 

工作表 9 – 12 包含编码列表，这些编码定义了表格内可录入的内容，比如国家名称或者测量单位。这些编

码列表不是为了数据的录入，在提交指标 6.3.2 的结果时请忽略这部分。 

 

 

数据校验  

这份模板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数

据校验，一种是通过下拉菜单的方

式选择可录入的数据，另一种是当

录入的数据不满足要求时，对报告

者进行反馈。 

图 5 展示了两种数据校验方式的例

子。 

 

 

 

 

图 4:包含可录入数据测量单位的下拉菜单（左）。在输入超出可接受范
围的湖泊水体的优质水质的数据时弹出的信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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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数据  

报告者可能发现一些空格并不是适用于他们的报告，或者他们并没有相关的数据。在这些情况下，报告者

需要保留该表格的空白，以表明此处没有相关的数据。图 6 展示了一种情形。第一个报告流域区内没有得

到评估的湖泊和地下水，所有与之相关的优良水质比例的表格是空白的。 

 

图 5:没有对湖泊和地下水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出现缺失的数据的例子。 

提交信息和报告类型  

为了提供提交机构的信息，以及选择报告的空间单位类型，首先，你需要选择“提交信息”工作表。 

   

 

根据你在第 6 步做出的选择，报告模板中部分不适用的表格将变成灰色。请接着继续下面的步骤。 

1.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你的国家。 

2.输入你的机构的名称。  

3. 输入你的 姓名。 4. 输入你的工作邮箱。 

5.输入报告年份，如果是现在进行的数据收集运动，输

入“2020”；如果是上一次数据收集运动的数据，输入

“2017”。 

6. 选择你想要的报告类型，这会决定报告指标结果的

空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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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别的报告  

如果你在工作表“提交信息”中选择了“国家”的报告类型，你需要切换到“国家水质”的工作表。 

 

“国家”级别的指标 6.3.2 的报告就完成了。下一步是完成水质目标值的报告，这部分要求报告者提供在评

估中使用的基线目标值的信息。 

4.在每一个水体类型下方输入被评估的水体的数

量。 

5.输入被评估水体中优良水质的比例。 

1. 根据“提交信息”工作表中被选择的国家，国家识别码将被

自动输入。  

2. 在评估期开始一栏中输入用于计

算指标的第一年的数据。 

3. 在评估期结束一栏中输入用于计

算指标的最后一年的数据。 

例子:如果此次评估中评估了2个湖泊水体，使

用了 5 个重要参数，每个湖泊为每组参数共享

了 15 个监测值，那么，结果的监测值数量就

是 150！ 

对于没有评估的水体的表格，请保留空白！ 

6.输入此次评估中数据监测的地点的数量。 

7.输入此次评估中使用的监测值的总数。 

8. 输入此次评估的重要参数组的数量。 



SDG  指标 6.3.2 报告指导文件 1 

1 级报告 

 

8 
 

报告流域区级别的报告  

如果你在工作表“提交信息”中选择了“报告流域区”的报告类型，你需要切换到“RBD 水质”的工作

表。 

 

 

1. 提供 报告流域区识别码。 

2. 提供 报告流域区的名称。 3. 输入 报告流域区的面积 

(以 km²为单位). 

4.表明该报告流域区是否是跨界地区，在

下拉菜单中选择“是”或者“否”。 

5.如果 RBD 是跨界地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跨界河流流域的名称。 
注意: 跨界地区指的是报告流域区包含一

条或者多条流域穿越相邻国家的主要河

流。 

 

注意: 如果你输入的名称不在下拉菜单中，你

会看到一条警告信息，信息会要求你选择列表

中的名称。请务必浏览工作表“CL_跨界河流流

域”中的编码列表来找到正确的名称。如果河

流的名称没有出现在列表中，你可以忽视这条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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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流域区”级别的指标 6.3.2 的报告就完成了。下一步是完成水质目标值的报告，这部分要求报告者提

供在评估中使用的基线目标值的信息。 

 

5. 在评估期开始一栏中输入用于计算指标的第一年的数

据。 

6. 在评估期结束一栏中输入用于计算指标的最后一年的

数据。 

7. 在每一个水体类型下，输入每一个 RBD 被评估的水

体的数量。 

8.在每一个水体类型下，输入被评估水体中优良水质的

比例。 

9.在每一个水体类型下，输入每个 RBD 内进行数据监测

的地点的数量。 

10.在每一个水体类型下，输入每一个 RBD 的评估中所

有监测地点和参数的监测值的总数。 

11.在每一个水体类型下，输入此次评估的重要参数组

的数量。 

对于没有评估的水体的表格，请保留空白！ 

 

例子: 如果此次评估中评估了 2个湖泊水体，使用了 5个

重要参数，每个湖泊为每组参数共享了 15 个监测值，

那么，结果的监测值数量就是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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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级别的报告  

如果你在工作表“提交信息”中的报告类型中选择了“水体”，你需要定义每个水体所在的报告流域区。

完成之后，你才可以录入每个水体的信息，并且报告水体级别的指标结果。为了完成这一步，首先，你需

要切换到“RBD 水质”工作表。部分表格是灰色的，只有填写 RBD 基本信息的部分是被激活的。 

 

 

1. 提供 报告流域区识别码。 

2. 提供 报告流域区的名称。 3. 输入 报告流域区的面积 

(以 km²为单位)。 

4. 表明该报告流域区是否是跨界地区，在

下拉菜单中选择“是”或者“否”。 

5. 如果 RBD 是跨界地区，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跨界河流流域的名称。 

 

注意: 跨界地区指的是报告流域区包含一

条或者多条流域穿越相邻国家的主要河

流。 

注意: 如果你输入的名称不在下拉菜单中，

你会看到一条警告信息，信息会要求你选

择列表中的名称。请务必浏览工作表“CL_

跨界河流流域”中的编码列表来找到正确

的名称。如果河流的名称没有出现在列表

中，你可以忽视这条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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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录入了关于报告流域区的必要的信息之后，切换到“水体水质”的工作表。 

 

6. 在每一个水体下，提供水体

识别码。 
7. 提供水体的名称。 

9. 在湖泊和地下水下方，输入

水体面积（以 km²为单位。） 

10. 在河流下方，输入水体

长度 (以 km 为单位)。 

11. 表明水体是否是人造水体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是”或者“否”。 

12. 表明水体是否是跨界水体，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是”或者

“否”。 

5. 在每一个需要报告的水体下，输入每一个水体所在的报告流

域区的报告流域区识别码（基于之前的第 1-5 步）。 

注意: 可选的 水体类型识别码含义如下: 

L: 湖泊 

R: 河流 

G: 地下水 

 

注意: 人造水体是在某一地点建造的地表水体，在被建造之前，该

地点并没有水，并且不是由已有水体的直接物理变化，移动或者改

道形成的。 

注意:跨界水体包括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含水层，

湖泊和河流。 

8.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合适的水体类型识

别码，来定义水体的类型。 



SDG  指标 6.3.2 报告指导文件 1 

1 级报告 

 

12 
 

 

“水体”级别的指标 6.3.2 的报告就完成了。下一步是完成水质目标值的报告，这部分要求报告者提供在评

估中使用的基线目标值的信息。 

 

13. 在评估期开始一栏中输入用于计算指标的第一年的

数据。 

14. 在评估期结束一栏中输入用于计算指标的最后一年

的数据。 

 

15. 根据指标 6.3.2 方法论的质量状态识别码，输入每一

个水体的指标评估结果，在下拉菜单中选择“0”或者

“1”。 

16. 输入每一个水体评估中数据 监测地点的数量 。 

 

17. 输入此次评估中使用的所有监测地点

和参数的监测值的总数。 

 

18.输入评估中重要参数组的数量。 

例子：如果一个湖泊水体有 5 个监测地

点，5 个重要参数组，每一个监测地点为

每一个参数组贡献 3 个监测值，那么最终

的监测值数量就是 75。 

 

注意： 可选的质量状态识别码的含义如下： 

0: 质量不良 

1: 质量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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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目标值的报告  

指标 6.3.2 报告的最后一步就是记录水质分类评估中，按照指标 6.3.2 的方法论，而使用的水质目标值。如

果你需要了解更多的有关目标值概念的信息，你可以阅读指标 6.3.2 支持平台上提供的 SDG 指标 6.3.2 技术

指导材料 2：目标值 (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的相关文件。 

报告的目标值需要是每一个水体类型的国家级目标。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多样的水体和精细的国家水

质保护标准，该国家也可以为同一水体类型的不同水体设立不同的水质目标值。在模板中，我们允许报告

者为每一个水体或者 RBD 提供单独的目标值。这些具体的水体或者 RBD 目标值优先于国际级别定义的目标

值，尤其是针对其相对应的报告流域区或者水体，并且这样也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目标值的有效性。 

例子：一个国家已经定义了河流和湖泊的国家级水质目标值，重要参数组如图 7 所示。然而，针对某一条

河流的上游部分，该国家设立了一个格外低的目标值，这是基于这一特定地点的本底浓度而设定的。该国

家可以报告这条河流的特定的目标值，然后通过注释的方式说明这些目标值只适用于河流的上游部分。这

样，国家级别的目标值依旧反映的是全国的河流和湖泊的总体水质状态，与此同时，特定的目标值会用于

特定河流的上流部分。在为其他水体或者报告流域区整体设立额外的目标值的时候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

法，这样，报告者在报告不同空间单位的目标值时可以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 

 

 

图 6:河流和湖泊使用了两组国家目标值，并且一条河流的上游使用了特定的目标值的水质目标值工作表的例子。 

  

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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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一般的目标值的报告，你需要完成“水质目标值”的工作表，具体步骤如下： 

 

1. 在每一个被评估的水体类型中，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报告目

标值的水质参数识别码。 

 

2. 在下拉菜单中为每一个参数的测量单位分配一个单位编

码。 

 

3. 在每一个参数下，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目标值类型。 

 

4. 根据所选的目标值类型，输入最低值以及/或者最高值。 

 

5. 为每一个目标值设定水体类型识别码，以表明目标值所对

应的水体类型。 

 

注意：你可以在编码列表“CL_参数”中找到参数识别码以及

它们的含义。 

 

注意：你可以在编码列表“CL_单位”中找到单位识别码以及

它们的含义。 

 

注意：目标值的含义如下： 

最低值 
 

高于此目标值表示水质优良。 

最高值 低于此目标值表示水质优良。 

范围 
在此范围内的测量值表示水质优良。 

 

 

注意: 可选的 水体类型识别码含义如下: 

L: 湖泊 

R: 河流 

G: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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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目标值的定义之后，指标 6.3.2 的 1 级监测结果的报告就完成了。 

提交和服务台支持  

你可以通过邮件的形式提交完成的模板，发送邮件至 SDG6.3.2 服务台，邮箱是 sdg632@un.org 。或者，如

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请求，你也可以发送邮件请求帮助。请确保你在邮件的标题栏中说明你的国家的名

称。 

更多帮助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淡水水质监测计划（GEMS/WATER），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代表，是 SDG 指标 6.3.2

的实施合作伙伴，它可以基于重要参数组的样本分析结果，为成员国提供水体级别指标计算的服务。如果

你需要此项服务，请通过邮件的方式联系服务台，邮箱是 sdg632@un.org。 

 

6. 表明刚刚输入的目标值是否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水体，或者

它们是否只适用于特定的水体或 RBD，在下拉菜单中分别

选择“是”或者“否”。 

 

7. 如果某一目标值只适用于特定的报告流域区，输入该 RBD

的合适的报告流域区识别码。 

 

8. 如果某一目标值只适用于特定的水体，输入合适的水体识

别码。 

 

注意：如果你在特定的水体或 RBD 一栏中选择了“是”，报

告流域区识别码和水体识别码两栏将被移除。 

 

注意：如果该国家的 RBD 或者水体采用了特定的目标值，

我们建议报告者选择合适的空间单位级别。这样的话，关于

水体和报告流域区的单独的编码以及相关的重要信息（比

如，范围和跨界状态）在相应的模板表格中已经填写完毕。 

 

9. 如果你需要提供有关于任何目标值的额外的信息，比如该

目标值只适用于特定的水体或者报告流域区，请在备注一栏

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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