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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
赵X 军，杨X 凯 !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上海X !$$$6!）

摘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当前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和焦点。在系统回顾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价值构成、研究方法、时空过程等 : 个方面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当前特征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价值评估中评估基础、评价方法以及结论应用等问题。指出国内必须加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方法研究，展望了未来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和工作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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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A 月联合国发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全球自然资源提供的 > B C 以上的各类服务呈下
降趋势，且这种趋势可能在未来 @?& 内仍然不能有效扭转 ［D］。科学家必须要找到合理的途径和科学的方法来
计量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 ［>］。近 C?& 以来，国际和国内基于各种时空尺度的自然资源价值评估工作从生态系
统服务、自然资本、生态资产、生物多样性等角度大量展开，在相关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本文在回顾近年来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内研究为重点，从 A 个方面对现
阶段研究的主要特征作了归纳和分析，并据此概述了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和不足，
指出了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及趋势，以期对当前正方兴未艾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有所裨益。
)* 国内外研究进展
)7 )* 国外研究回顾
DEF? 年联合国大学（G-(/$0 H&/("-’ G-(6$+’(/3）发表的《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概念，同时列举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环境服务功能［C］，其后 I",0$+ ［A］、;$’/#&- ［@］和 J0.# ［K］等
进行了早期较有影响的研究。但直到 DEED 年后，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研究和探
索才逐渐增多。>? 世纪 E? 年代后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以 L"’/&-M& 等 ［F］在 H&/.+$ 上发表的论文最为引
人注目，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上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及其评估研究开始
得到了广泛关注，并展开了大量实践。可归纳为以下 A 个方面：
（D）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N 具有代表性的如 L"’/&-M& 等 ［F］世界 DC 位科学家对全球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分类与全面评估；O(#$-/$, ［P］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美国生物多样性进行的比较研究；!.//"- ［E］研
究了全球生态系统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及其与世界各国 QRO 的关系；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组
开展的全球尺度和 CC 个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研究，是目前最新也是规模最大的评估工作 ［D?］。
（>）流域尺度生态系统价值N Q+$- ［DD］等对欧洲多瑙河流域经济价值的评估；R(S"- ［D>］讨论了英国某流域
土壤和沉积物保持的价值评价及其对流域环境管理的指导作用；O&//&-&3&2 ［DC］则评价了印度尼西亚 T&-44&+&(
流域减轻旱灾的价值，并着重对其 C 步评价方法进行了具体讨论。
（C）单个生态系统价值评估N 8.+-$+ ［DA］对湿地经济价值评估及管理做了大量工作；I&-,$3 ［D@］对森林景观
和娱乐价值的评价；U""#(’ ［DK］对美国 O,&//$ V(6$+ 河流生态系统总经济价值的评价；U&, ［DF］研究了太平洋沿岸
海洋红树林价值及其对环境决策制定的意义。
（A）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评估N 如 W&2%"’’"- ［DP］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方法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所
有濒危物种的价值评估；T$-0")& ［DE］采用支付意愿和种群生存分析模型（OXY）讨论了巴西金狮绢毛猴等 C 个
物种的货币价值，并预测了未来各个物种的生存概率；<&-0&+& ［>?］讨论了斯里兰卡亚洲象保护的净效益及其
政策含义。
)7 +* 国内研究进展
相比国外，国内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评 估 研 究 开 展 较 晚，但 近 年 来 取 得 了 快 速 发 展。DEEE 年，薛 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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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 !$］采用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等当时较少采用的方法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
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旅游价值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从已检索的文献来看，薛达元等是国内
较早开展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工作的学者之一，但并非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
欧阳志云［!%，!&］首先采用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并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 ’ 种服务功能进行了初步评
估，指出了评价参数的选择可能导致结论的偏差。陈仲新等［!’］按中国的自然地理状况分类，把中国植被类型
化分为 "( 类陆地生态系统和 ! 类海洋生态系统，首次对我国的生态系统效益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潘耀忠［!)］、何浩 ［!*］、毕晓丽 ［!+］等也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进行了价值评估，但结论相互差异明显。赵景柱 ［$(］
对世界 "$ 个主要国家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比较，吴刚 ［$"］评价了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
认为水源涵养价值是主要价值组成。欧阳志云、王如松、赵同谦等 ［$! # $&］对中国陆地地表水、中国草地、中国森
林、海南岛等大尺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价值评估；谢高地、鲁春霞等 ［$’ # $*］分别评价了中国自然草地、
青藏高原、青海草地等区域和群落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此外，国内就城市［$+］、流域 ［%(］、湿地 ［%"，%!］、河口海
岸 ［%$］等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的单项服务功能 ［%%］也开展了一些评价案例。谢高地 ［$)］在 ,-./0120 等提出的
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国内 !(( 多位生态学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提出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
子表”。3
最近徐中民等 ［%& # %)］采用直接市场法、条件价值法（,45）的各种模式以及环境选择模型方法（,5）等各
种价值评估方法，对黑河中上游的甘肃张掖地区和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两个地区的生态恢复项目作了
大量的实地调查评估工作，获得了区域生态恢复的总经济价值并对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蓝盛芳［%*］、崔
丽娟 ［%+］等探讨了能值分析法的理论与应用，为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引进了一条新思路。
欧阳志云等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现阶段的生态学领域具有较重要地位，他们将国内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
值的实证探讨逐步推向快速发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多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而我国从事环境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人员主要为生态与环境领域专家学者。从国际上的趋势来
看，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可能需要经济学学科的更多支持。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现阶段特征
!6 #" 以大尺度区域生态系统为主的研究对象
大尺度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现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尤以全球和国家尺度为甚。这方面的研究国
际上以 ,-1./0120 和 78 9:--/ 等为代表，国内欧阳志云、谢高地等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基于省市和区县等行
政区域尺度，重点流域、自然保护区等自然区域尺度的价值评估研究较少。大尺度群落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
面，国内外多集中于森林、草地等陆域群落类型 ［&(］。但国际上同时亦对湿地 ［&"，&!］、河流 ; 湖泊 ［"$，&$］、河口 ; 海
岸 ［&%］、海洋珊瑚礁 ［&&］等水域生态系统有大量研究，国内少见。同时，国内外对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子系统、农
田生态系统等研究较少。
大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于认识区域层次的生态资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与社会政治过程的
特征尺度相吻合，便于环境公共政策能从相应的决策尺度（如国家尺度）上有效实施。但大尺度评估往往容
易使某些局部格局特征或特异现象消失，对于具有阈值和非线性特征的生态过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即
大尺度评估不利于局地尺度的生态系统管理工作变化。
!6 !" 以不完全使用价值为主的价值构成
目前，对生态系统价值评估集中在间接经济价值，探讨了土壤保持、,<! 固定和 <! 释放、污染物降解、水源
涵养等主要功能，但气候调节、干扰调节、营养循环、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功能较少受到关注和评价，而
生态系统的产品生产、景观娱乐、文化教育等直接经济价值功能更少考虑，对非使用价值则基本少有涉及。
9:81 ［""］在评价欧洲多瑙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只评价了污染物降解、洪水调节等 & 类间接经济价值。
赵同谦 ［$"］在评价中国陆地地表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过程中，对休闲娱乐价值采用国家旅游局的统计资
料进行分析，所得结论应该是明显保守的，这都反映了直接市场方法评价该类价值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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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生态系统使用价值种类的辨识和评价一般未能超过 !" 种（#$%&’()’ 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分为
!* 大类），这可能是部分生态服务功能的识别和测算受到相关理论、方法和基础数据的局限。如休闲娱乐价
值通常表现为人类福利大部分在市场中并没有体现，并非只有或一定要要通过旅游来实现。国外较多采用
#+, 方法来估算景观娱乐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评价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都直接或间接依赖
于支付意愿 ［*］，需要 #+, 等非市场评价手段的支持，#+, 方法在国外经过近 -"’ 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已
相当成熟 ［./］。
!0 "# 以直接市场评价法为主的研究方法
这是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学特征。直接市场评价方法的基本评价范式是，研究区域选
择后，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辨识的基础上，获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功能类型对应的生物量或物质量，再
将其折算为相应的价值量；最后对各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进行简单的线性加和，获得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的经济价值。现阶段常用的评价方法有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如水源涵养和
土壤保持主要采用影子工程法、生产率变动法；气体调节采用碳税法和影子价格法；污染物降解一般采用防治
成本法等。上述方法均属于生态经济学中的直接市场法范畴，较少涉及揭示偏好技术（替代市场）和陈述偏
好技术（假想市场）。
!0 $# 以瞬时静态价值为主的时空过程
瞬时价值评估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时间尺度特征，这使环境与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结论只具
有即时效力或短暂效力，对区域未来的环境与生态系统管理的指导重要性因而受到削弱。瞬时价值评估不能
解释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的变化而引起的价格变化，从而不能对由于物质量变化而导致的价值变化作出预
测。根据 12’342 ［.*］的观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价格）必须建立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如边际成本和边际需
求分析），应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总量变化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只与总量相联系。国际上已逐渐重视对土地利
用、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研究［.5，.6］，国内则相对缺乏仅有个别案例 ［/"］。同时，静态评估是当
前研究的另一主要特征，即未能考虑资源与生态系统价值的空间流转及其异地实现过程，只侧重于域内价值
（!"#$!%&）的测算 ［/!］。未能考虑各个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复杂联系及其对价值评估结论的影响，
这也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的主要难题之一。
"# 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基本问题浅析
"0 %# 评价基础：对总经济价值的认知尚未形成一致，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成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核心，也是相关研究的基础。然而，人类对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及其可计算性的认识至少目前还不一致。一些著名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专家都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价值分类做了大量工作，如 #$%&’()’ ［*］、783(23 ［!-］、12’342 ［/9］、:’;<= ［/>］等人，我国学者李文华 ［/-］、李金昌 ［/.］也
有深入研究。总体来看，环境科学界倾向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应包括 - 个方面即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
值、存在价值和选择价值，而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则更注重前两个方面 ［//］，如 #$%&’()’ 等人对全球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的处理，仅涉及使用价值，我国学者基本采用 #$%&’()’ 的评价理论和分类方法。
可以认为，对非使用价值的是否认同是当前对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构成的主要分歧。但对使用价值的
组成及其与非使用价值的区别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吴玲玲等［->］认为栖息地、景观娱乐等
价值为非使用价值；曾贤刚等 ［/*］则将非使用价值与非物质利益等同，而实际上非物质利益也可以是使用价值
如景观娱乐；余新晓 ［/5］则将水源涵养等功能归属为直接使用价值；此外，对生态系统的选择价值究竟应属使
用价值还是非使用价值至今未有定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研究对相关价值评估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也恰是国
内与国际的突出差距之一。国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分类，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关系等
基础问题必须取得进展。
"0 !# 评价方法：非市场价值评估手段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目前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仍以直接市场技术为主，国际上则以条件价值法最为常见。#+, 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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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逐渐开展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方法 ［!"］，但在具体理论和方法上尚未形成突破。其它一些评价方法还包
括旅行费用法、内涵资产法等，但仅见于个别案例。以直接市场技术为主主要是受到了 #$%&’()’ 研究的影响，
而近年来对总经济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则需要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的引入。这些方法并非完全独立，也非完全
等同，因此如果同时采用则会产生重复计算，如果择一而用，又有漏算之虞［*+］。能值分析方法虽然避免了主
观影响，但与人类经济过程联系过于疏远限制了方法的发展与应用。#,- 在评估非使用价值和娱乐价值等
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可以弥补直接市场方法的一些不足。但 #,- 也存在自身缺陷如对大尺度评估有效性可
能较差 ［*.］，并很少能用于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单项调节功能、支持功能等。笔者对当前较为常用的 / 种主要
方法进行比较如表 .。如何将这 / 种方法有效结合进而能够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是目前国际上
生态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0.］。
国内相关研究目前仍以直接市场方法为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 1 个方面：! 揭示偏好方法和
陈述偏好方法都需要大范围的公众调查，受访者对大尺度范围内的环境与生态系统物品的全面认识是现实障
碍；"调查技术亦有较高的要求，而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对这种研究模式都构成了潜
在约束；#采用调查方法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研究经费和研究时间的要求都较高，增加了该类方法的应
用难度（尤其是在大尺度区域）；$ 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在我国的理论和实践积
累尚不成熟。
表 !" 现阶段生态系统服务 # 种主要价值评估技术的比较
$%&’( !" )*+,%-./*0 *1 23( +%.0 24* 2(530.67(/ 1*- (5*/8/2(+ 9%’7%2.*0
直接市场价值法
23456& 7’485& 75&9$:%

条件价值法（假想市场法）
#$(&3(;5(& <’=>’&3$( 75&9$:

结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基于生态系统
服务的物质量，对区域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经济稀缺性的
反应 能 力 较 弱；侧 重 生 态 学 理 论 A’%5: >B$( &95
%&4>6&>45，@>(6&3$( ’(: B4$65%% $@ 56$%C%&57，&95 B9C%36’=
D>’(&3&C $@ 56$%C%&57 %54<365% ’45 >%5: &$ ’%%5%% &9534 <’=>5，
3( &93% %5(%5 &9545 :$5%(E& 5F3%& ’ B$G54@>= 3(&54B45&’&3$( @$4
&95 %6’463&C $@ (’&>4’= 45%$>465%；?95 75&9$: 7’3(=C :5B5(:
$( 56$=$;C &95$4C

基于支付意愿，以研究样本的环境偏好反应研究区域对所
评价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物
质基 础 关 系 不 够 明 显；侧 重 经 济 学 理 论 A’%5: >B$(
H3==3(;(5%% &$ I’C （H?I ） $@ 45%B$(:5(&%， &95 45%$>465
%6’463&C $@ %$75 45;3$(’= 56$%C%&57 6’( J5 G5== 5FB=’3(5:，J>&
&9545 :$5%(E& 5F3%&% ’ <3%3J=5 45=’&3$( J5&G55( &95 H?I ’(: &95
B9C%36’= D>’(&3&C $@ &95 56$%C%&57 >(:54 ’%%5%%75(&

主要评价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价值尤其是大部分间接
使用 价 值，对 非 使 用 价 值 涉 及 较 少 ?95 >%5 <’=>5
5%B563’==C &95 3(:3456& >%5 <’=>5% ’45 $@&5( ’%%5%%5:，G93=5
($(K>%5 <’=>5 3% %5=:$7 6$(654(5:

对评价生态系统服务的非使用价值具有优势，进而能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但少能分项评估 ?93% 75&9$:
3% B$B>=’4 @$4 ’%%5%%75(& $@ ($(K>%5 <’=>5 $@ 56$%C%&57，%$ &95
&$&’= <’=>5 6’( J5 75’%>45:L A>& #,- 6’( ($& ’%%5%% 5’69 $@
&95 &$&’= <’=>5 45%B56&3<5=C

时空尺度
?57B$4’= ’(:
%B’&3’= %6’=5%

一般用于评价大尺度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反应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并具有连续动态评价的
技术 基 础 M5(54’==C =’4;5K%6’=5 %C%&57 3% <’=>5: JC &93%
75&9$:，’(: &95 45;3$(’= 56$%C%&57 %>%&’3(’J3=3&C 6’( J5
G5== :5@3(5:； B543$:36’= %&>:C 3% B$%%3J=5 >(:54 &93%
<’=>’&3$( 75&9$:

多评价小尺度区域生态系统或单个生态系统（或属于二者
的某一单个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环境服务价值，对具体
工程项目的 #AN 分析具有明显优势 &95 75:3>7 ’(: %7’==
%6’=5 56$%C%&57 ’45 $@&5( ’%%5%%5: JC &95 75&9$:，’(: &95
45%>=&% 6’( J5 5’%3=C ’BB=35: &$ &95 #$%& A5(5@3& N(’=C%3% @$4
%B563@36 B4$O56&

可比性与适用性
#$7B’4’J3=3&C
’(: ’BB=36’J3=3&C

多参照国外相关研究采用的经济参数，生态系统服务的
功能和类型也较多引用国外成果，研究结果的可比性需
要考虑 ?95 56$($736 B’4’75&54% ’45 $@&5( 45@545(65: @4$7
@$453;( %&>:35%，’(: ’=%$ 3% &95 @>(6&3$(% ’(: 6’&5;$435% $@
56$%C%&57 %54<365，%$ &95 6$7B’4’J3=3&C $@ :3@@545(& <’=>’&3$(
3% $@&5( >(:54 :$>J&

基于研究区域的支付意愿，因此研究结果必然与区域经济
水平显著相关，在此意义上的评价结论适用性相对较高，
但也存在可比性问题 &95 75&9$: 3% J’%5: >B$( H?I，%$ &95
45%>=& 3% (565%%’43=C 45=’&5: G3&9 45;3$(’= 56$($736 %&’&>%，%$
&95 45%>=& 9’% ’ 93;954 ’BB=36’J3=3&C J>& ’ =$G54 6$7B’4’J3=3&C
’=%$ J56’>%5 $@ &95 56$($736 :3%B’43&C

理论基础
?95$45&36’= @$>(:’&3$(%

价值结构
,’=>5 6$7B$(5(&%

:L :" 评价结论：精确程度有限，对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支持较弱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还缺乏一整套完备的评价理论、指标体系、实施原则，同时，各国的社会经济
水平差异导致了物品、人力、资本等要素并未真正的全球流通，价值评估的计量参数只能做到国家统一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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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因此，对完全相同的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评价结论可能相差甚远。如 #$%&’(%)( ［!］和 *+,-%’-. ［/］对
全球生态系统价值的评价结论产生了数量级的差异，0-+1. ［23］对巴西热带湿地评价结论也仅是 #$%&’(%)( 的
4 5 3。对近年来对相同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研究进行了整理分析（表 3），结果表明国内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具体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计算方法或生态经济参数选择的不同，如在评估中国草地生
态系统价值时，赵 同 谦 等 ［67］基 本 采 用 了 国 内 相 关 文 献 的 评 价 方 法 和 参 数，而 谢 高 地 等 ［68］则 较 多 参 照 了
#$&’(%)( 方法；"数据来源及对区域生态系统分类的差异，陈仲新 ［38］在评估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价值时采用的
是 49/3 年的 4:7"" 万中国植被图，而何浩等 ［3/］则采用了 3""" 年分辨率为 4;, < 4;, 的遥感数据，不同时相
和不同方法获得的数据必然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尺度和分类方面的变异 ［39］；#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构成，表 3
统计表明不同研究对同一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分类均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数据来源或评估方法
上存在困难所致。应该指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论的精确性水平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为环境决策和管理服务。现阶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于区域
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价值及对区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86］、#?@,A(B;-? ［!3］等已有较多论述。国
内肖荣波 ［!6］等就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关系作过尝试，李海涛 ［!7］探讨了天池地区的生态资本价值及其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系统安全问题。但总体来看国内还缺少这方面的详细专门研究，未能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的供需平衡分析，阐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现状，并提出评价结果与生态系统承载力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指标之间的量化关系。
表 !" 相同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结论的差异比较
#$%&’ !" ()**’+’,- .$&/$-)0, 10,1&/2)0, *0+ -3’ 2$4’ ’10252-’4
研究对象
0@1> $CD-B’&

文献
E-F-?-%B-&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J+%( ’-??-&’?+(. -B$&>&’-,

［32"

!$%&’(

［38］

全部 4! 类 L.. ’J- 4! B(’-M$?+-&

2K 84 < 4" 43

［3!］

N

8K 77 < 4" 43

［3/］

"$%&(

9K 4! < 4" 43

中国草地生态系统
#J+%( ?(%M-.(%1&

［68］

全部 4! 类 L.. ’J- 4! B(’-M$?+-&

479!K 9 < 4" /

［67］

$%&’)(

//"6K 4 < 4" /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
#J+%( F$?-&’&

［!2］

N

!"6"/K 73 < 4" /

［66］

!"#$%&’)*

47"8"K "2 < 4" /

［8/］

!$%&’

6"8"4K 3" < 4" /

［!8］

!"#$%)*

［!!］

!$%’(*

［!/］

!#$%’)(*

北京森林生态系统
I-+D+%M F$?-&’&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4）
GB$&>&’-, F@%B’+$%&

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结论（元 5 年）3）
#$%B.@&+$%&（EHI >@(% 5 (）
6"K 7/ < 4" 43

!36/K 48 < 4" /
48!K !/ < 4" /
39!7K 98 < 4" /

O O 4）#$&’(%)( 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 4! 类，我国在评价实践中多可归为以下 4" 类：!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侵蚀控制 5 土
壤保持；%涵养水源；&营养物质循环；’ 废物处理；)栖息地 5 生物多样性维持；(有机物质生产；*休闲娱乐O #$&’(%)( （499! ）1+P+1-1 ’J-B$&>&’-, &-?P+B-& +%’$ 4! B(’-M$?+-&，QJ+.- 4" $F ’J-, (?- $F’-% P(.@-1 +% 1$,-&’+B &’@1+-&，&@BJ (&，! R(& ?-M@.(’+$%；" #.+,(’- ?-M@.(’+$%；#
=+&’@?C(%B- A?-P-%’+$%；$G?$&+$% B$%’?$. (%1 &$+. ?-’-%’+$%；% S(’-? &@AA.>；& T@’?+-%’ ?-M@.(’+$%；’ S(&’- ’?-(’,-%’；) U(C+’(’ (%1 C+$1+P-?&+’>
B$%’?$.；(V?M(%+B &@C&’(%B- A?$1@B’+$%；*E-B?-(’+$%
3）这里忽略了价格指数的年际差异对评价结论的影响；为便于比较部分结论经过了数量级变换O

U-?- ’J- A?+B- +%1-W +& +M%$?-1，(%1 (..

P(.@(’+$% ?-&@.’& (?- B$%P-?’-1 ’$ ’J- &(,- $?1-? $F ,(M%+’@1- F$? &’?(+MJ’F$?Q(?1 B$,A(?+&$% $F ’J$&- ?-&@.’&

6"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展望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现阶段国内外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焦点和热点之一，在国外开展已
近 6"( 的历史，国内近年来也得到了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图 4），尚未形成一整套完备的评价理论、指标体
系、实施原则。包括国际上的相关研究在内，评价结论的可靠性和可应用性都较有限，未来研究的重点及趋势
可表现为以下 2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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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的理论研究" 这方面国际上已展开了大量研究，而国内相关研究相对欠
缺。必须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的概念和合理分类等基础
研究 ［#$］，提出科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对相同尺度生态系统之间服务价值的线性可加性，不
同尺度生态系统之间的服务价值可能存在的幂数定律与分形特征，生态过程与经济过程之间的复杂联系进行
探索［%&，%!］。

图 !" 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的发展及趋势
’()* ! +,-./ .010234506, 76. ,806. (6 093:/:,05 :081(90: 172-7,(36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完善" 从国外研究趋势来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象将由大尺度
区域逐渐向中小尺度重要生态系统和重要功能如作为环境舒适性资源方向演化，并最终趋向物种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层次。研究方法也逐渐相应地从直接市场方法向非市场方法过渡（图 !）。必须提出各种评价方法尤
其是非市场评价方法的具体操作原则，并寻求直接市场方法与非市场方法结合的最佳途径，完善对生态系统
服务总经济价值的评估。
（<）价值评估工作的尺度调整" 大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当前主流，这对于认识国家尺度和省
市区域尺度上的自然资本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大尺度的价值评估对于小区域的环境和生态
系统管理的指导意义并不直接和明确［!］，加强中小尺度生态系统如行政区域层面的省市、区县生态资产评
估，自然区域层面的重点流域、各类保护区的价值评估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考虑不同尺度生态系统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机制，这对于理解生态系统服务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对人类福利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和脆弱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研究的跟进" 对城市和水域生态系统缺少应有关注程
度，而这些生态系统对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及体现自然资源稀缺性具有重要价值。在完成各种大尺度的区域生
态系统价值估算后，须加强较大尺度水域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子系统尤其是城市河流、湿地、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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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等重要系统的价值评估研究，研究方法也应逐渐转向直接市场技术和替代市场、假想市场技术的交叉
结合。同时，加强农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 ［!"］，以及农牧交错区、江河源、冰川、荒漠等脆弱生态系统的价
值评估和管理工作。
（#）连续动态价值评估及价值量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美国从 %&"’ 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对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把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评估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可基于遥
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集成逐步实现价值评估的手段现代化，同时加强数据规范化、指标标准化的工作，建
立健全各种空间尺度的生态资产数据库，开展周期性调查评价［%)］，*+,,、-./0 可为此提供重要的土地利用
数据支持。同时，利用区域社会、经济、地理信息，分析变化的驱动力，并构建环境数学模型预测生态系统服务
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向影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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