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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保护地具有重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ꎬ近年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已成为当前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

的研究热点. 通过系统地回顾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历史沿革ꎬ从空间尺度、研究对象、评估方法、评估指标等方面

综述了相关的研究进展. 总体来看ꎬ国内外相关案例已基本覆盖了国家、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单元和单个自然保护地等不同空间

尺度ꎻ分别以森林、湿地、草地和荒漠等代表性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地开展了研究ꎻ多采用价值系数与物质量评估两种方法ꎻ同
时ꎬ不同自然保护地在供给、支持、调节、文化等四大类服务的指标选择上各有不同.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作仍存

在标准体系不完善、时空动态研究不足、未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等问题ꎬ建议未来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强研究:①加强基础性研究ꎬ探索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机制ꎻ②开展各指标的长期动态监测ꎬ建立健全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ꎻ③加强时空动态分析及影响因素分析ꎬ运用动态模拟模型预

测价值的变化ꎻ④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权衡ꎬ使其在生态补偿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ꎻ⑤加强评估结果在自然保护地规

划、建设、管理、保护等各方面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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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

有效的方式之一. 自然保护地不仅能为人类提供大

量的原材料ꎬ并且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育、娱乐

游憩、涵养水源、净化大气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ꎬ具
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１] . 随着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估手段及方法的运用和普及ꎬ自然保护地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ꎬ成为生

态学和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２] .
世界保护地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ꎬ ＷＤＰＡ)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世界保护地报告[３￣４] 显

示ꎬ目前全球已有 ２０２ ４６７ 个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

和 １４ ６８８ 个海洋保护地ꎬ分别覆盖了全球 １４ ７％的

陆地面积和 ４ １２％的海洋面积ꎬ已基本形成类型比

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ꎬ但仍存在生态补偿制度缺失、网络布局不完善、
生态效益无法评估等问题.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估为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
该研究从空间尺度、研究对象、评估方法、评估指

标等方面ꎬ通过综述国内外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评估的研究进展ꎬ提出目前评估中存在的问题ꎬ
并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历程与现状ꎬ对我国自然

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作提出展望.
１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历史沿革

自 １９ 世纪后期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提出以来ꎬ经
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ꎬ其理论和方法已较为成熟和完

善[５￣６]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

涵ꎬ被称为生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 通过

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ꎬ生态无价、环境无价的

理念正在逐渐形成ꎬ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明显提

高ꎬ同时也为生态系统保育政策的制订与决策提供了

理论依据[７] .
自然保护地是世界各国为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而划定并实施管理的区域ꎬ同时也多是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较高的区域[８] . 与一般以行政区域为单元开展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相比ꎬ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多侧重于调节、文化、支持等与保护管

理目标直接相关的服务价值. 考虑到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变化是生态系统变化最直观的表现ꎬ通过对自然

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评估ꎬ掌握其变化趋

势与影响因素ꎬ可以为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提供量化

依据[９]ꎻ尤其是在自然保护地内某项管理措施实施

前后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能够反映该项措施的成

本效益比ꎬ更能直观地为自然保护地决策者和管理者

提供参考. 在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早期ꎬ

学者主要从保护、科研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和研

究[１０] . 如研究者为客观评价其保护价值制定了一系

列的指标体系ꎬ包括物种多样性指数、稀有性、代表

性、典型性等[１１] .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尤其是在«生
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价

值评估和主流化” [１２]的要求后ꎬ深入认识自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服务并量化为经济价值的需求和要求不断

提升. 在国内ꎬ张更生等[１３]首次论述了自然保护区经

济价值的表现形式、类型及作用等ꎬ并对价值估算方

式、方法进行了探讨ꎻ薛达元[１４]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 至此ꎬ自然保护地经济价值定

量评估受到关注ꎬ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的期刊论文为数

据源ꎬ以自然保护地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ꎬ发现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自然保护

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呈逐年增

加趋势(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００ 年后国内外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对比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２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进展
２ １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空间尺度

生态系统服务取决于一定空间上的生态系统结

构.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可在国家、行政区域、
自然地理单元和单个自然保护地等不同尺度开展评

估. 国家、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单元尺度的评估ꎬ展现

了大尺度下所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状况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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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然保护地的布局规划提供科学依据[１５￣１６]ꎻ单个

自然保护地尺度的评估ꎬ更多关注自然保护地在维持

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的作用ꎬ体现

了生态系统的变化趋势、影响因素、保护成效等ꎬ可为

自然保护地具体管理措施与政策制定提供理论

支撑[９ꎬ１７] .
目前来看ꎬ单个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

估在现阶段占据主导地位ꎬ虽评估案例涉及的评估指

标、技术和方法各有不同ꎬ但最终的评估结果都为自

然保护地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如 Ｇｒｏｓｓ￣Ｃａｍｐ 等[１８] 以卢旺达的 Ｎｙｕｎｇｗｅ 国家公园

为例ꎬ发现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生态补偿能够有效减少

自然保护地内的人类活动ꎻ胡世辉等[１９] 对西藏工布

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ꎬ分析了保

护区管理现状及问题ꎬ提出了相关建议ꎻ张东水等[２０]

通过对比 ３ 个时期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及其周边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ꎬ发现建设用地和养殖用地的

扩张是导致该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主要原因.
除单个自然保护地尺度的评估外ꎬ基于国家、行

政区域、自然地理单元尺度的评估也逐步开展和完

善ꎬ为自然保护地网络布局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如在国家尺度上ꎬＯＵＹＡＮＧ 等[２１] 评估了中国自然保

护区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现状ꎬ提出

了完善国家自然保护网络体系、优化自然保护区格局

的建议ꎻ在行政区域尺度上ꎬＳｐａｎｏ 等[２２] 对意大利南

部 Ｂａｒｉ 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ꎬ 发现

２３ 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热点区域位于自然保护

地内ꎻ在自然地理单元尺度上ꎬＧａｒｃｉａｎｉｅｔｏ 等[２３] 通过

绘制西班牙东南部 Ｓｉｅｒｒａ Ｎｅｖａｄａ 山脉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分布图ꎬ直观显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应方和需

求方的关系ꎬ提出在自然保护地等重点领域加强管理

的建议.
２ ２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对象

自然保护地体系要保护全球各类代表性生态系

统ꎬ包括森林、湿地、草地和荒漠等[２４] . 从自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案例来看ꎬ不同类型自然保护

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还处在不同发展阶段ꎬ初期

主要以森林为研究对象ꎬ之后逐渐拓宽研究范畴ꎬ开
始对湿地、草地、荒漠等涉足研究.

目前ꎬ国内外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研究案例较多ꎬ评估方法和体系较为成熟. 如

Ｎｉｎａｎ 等[２５]研究发现ꎬ印度 Ｎａｇａｒｈｏｌｅ 国家公园产生

的价值远大于其他土地类型ꎬ对其开展评估能在一定

程度上遏制了因经济发展导致的热带森林的减少ꎻ

Ｈｅｉｎ[２６]研究发现ꎬ荷兰 Ｈｏｇｅ Ｖｅｌｕｗｅ 森林公园每年提

供的木材生产、娱乐游憩、水源供给等服务大约在

２ ０００欧元∕ｈｍ２ꎬ比农用地的价值高出 ３ 倍多. 在国

内ꎬ学者们分别对神农架[２７]、庐山[２８]、南昆山[２９]等自

然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 从

已检索的文献来看ꎬ多数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案例利用森林资源调查及长期监测

数据ꎬ参考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手段和方法

(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ꎬ对水源涵

养、固碳释氧等最主要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

估. 因评估数据多是实测数据且评估手段和方法较

为成熟和完善ꎬ故评估结果可信度较高ꎬ并且不同自

然保护地的评估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不过ꎬ由于

自然保护地内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及

其机理等生态学基础研究尚不完善ꎬ森林类型自然保

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准确定量计算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
近年来ꎬ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研究逐渐增多. 如 Ｇｈｅｒｍａｎｄｉ 等[３０]基于全世界 １６７
个湿地价值研究案例发现ꎬ娱乐游憩、防洪控水、缓冲

风暴和改善水质是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最重要的 ４
类服务. 郝运等[３１]对吉林省向海湿地自然保护区进行

了评估ꎬ得出该保护区的总价值为 ４７ ８４×１０８ 元∕ａ. 此

外ꎬ学者们分别对扎龙[３２]、闽江河口[３３] 湿地等自然

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测算. 相对来说ꎬ
多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往往

缺乏长期监测数据ꎬ评估案例多采用遥感数据和统一

的价值参数ꎬ导致评估结果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保护地

的自然资源空间异质性和区域社会经济特征. 与森

林、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相比ꎬ针对草原和荒漠类型自

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较少ꎬ并且还处于

认识和摸索阶段ꎬ缺乏理论方法的创新及个案的研究.
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ꎬ以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ꎬ发现我国仅有 ６９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过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ꎬ占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

的 １４ ５６％ꎬ其中ꎬ５３ ６２％(３７ 个)是森林类型自然保

护区ꎬ４０ ５８％(２８ 个)是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ꎬ仅有 ４
个草原和荒漠类型自然保护区.
２ ３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方法

目前ꎬ国内外常用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价值系数评估与物质量评估两

种类型. 价值系数评估是基于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评

估ꎬ适合较大空间尺度上的评估. 如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３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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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ｅ 上公布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 简称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价值系数”)和谢高地等[３５] 修正的中国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简称“谢高地修正的价值系

数”)是最常用的两种价值系数. 李哲等[３６] 采用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价值系数测算了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王敏等[３７] 采用谢高地修正的价

值系数测算了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 价值系数评估简单易操作、方法统一、结
果便于比较ꎬ但自然保护地不同于一般的生态区域ꎬ
某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更高ꎬ在评估中直接套用价值

系数容易忽视其复杂性ꎬ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许

多质疑.
物质量评估主要是根据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及生态过程ꎬ通过定点观测得到的监测数据ꎬ
再结合相关生态学模型ꎬ客观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形

成机理ꎬ是评估小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的常用手段.
国际上通用的物质量评估有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

法、 陈 述 偏 好 法 及 协 商 参 与 法 等 ４ 类[３８] . 如

Ｚａｍｂｒａｎｏ￣Ｍｏｎｓｅｒｒａｔｅ 等[３９] 利用揭示偏好法评估得

出ꎬ厄瓜多尔 Ｖｉｌｌａｍｉｌ 海滩国家休闲公园的人均参观

价值为 １６ ９５ 美元ꎻＷａｔｔａｇｅ 等[４０] 采用陈述偏好法衡

量了斯里兰卡自然保护地利益相关方在保护鱼类、红
树林和水源的支付意愿ꎻ王昌海[４１] 利用市场价值等

方法计算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此外ꎬ一些国家和组织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

发了一系列的工具ꎬ如 ＴＥＳＳ (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ｉｔｅ￣ｂａｓ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Ａ￣ＢＡ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 ＥＳＴ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ＩｎＶＥＳＴ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ＭＩＭＥＳ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等[４２] .

无论是价值系数评估、物质量评估还是利用工具

评估ꎬ评估中通常将生态系统服务当作常量计算ꎬ而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一般生态系统ꎬ并
且存在时空异质性ꎬ将这些方法直接应用于自然保护

地的评估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２ ４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评估指标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和研究尺度提出了生

态系统服务的各种分类方法ꎬ整体上以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Ｄｅ
Ｇｒｏｏｔ 及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分类体系最具代表

性[４３]ꎬ尤其是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系统的供给、调节、
文化和支持四大类服务被广为利用和传播. 自然保

护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识别和测算受到相关理论、方法

和基础数据的局限ꎬ不同研究案例所涉及的具体指标

也各有不同. 如 Ｈｕｇｕｅｓ[４４] 评估刚果盆地自然保护地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采用了提供产品、休闲游憩、
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和气候调节等指标ꎻ王洪翠等[４５]

评估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时采用了调节气候、调节水

分、土壤形成等 １５ 项指标ꎻ宁潇等[４６] 评估了杭州湾

国家湿地公园的水质净化、物质资源、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 １０ 项服务的价值.
研究[４７]表明ꎬ不同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评估在选择上述四大类服务类型的指标时各有

不同ꎬ其中ꎬ调节服务(如水源涵养和大气调节等)和
文化服务(如教育科研和休闲游憩等)是当前评估时

的必选指标ꎬ供给服务(如提供食物、木材及燃料等)
和支持服务(如养分循环和土壤形成等)则会被选择

性地采用. 主要原因是:①一般情况下自然保护地限

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获取ꎬ供给服务不是其主要的生

态系统服务ꎻ②支持服务是其他 ３ 项服务的基础ꎬ其
价值已经反映在了其他 ３ 种类型的服务上ꎬ若再测算

支持服务容易造成重复计算ꎬ致使评估结果不准

确[４８] . 综上ꎬ针对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估尚未形成完备的指标体系ꎬ并且赋值标准

也不一致ꎬ导致评估结果难以直接比较和应用.
３　 存在的问题

ａ) 尚未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和技术规范. 价值

构成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关键[４９]ꎬ由于对不

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成及其可计

算性的认识不一致ꎬ导致目前多数评估案例在选取价

值指标时存在很大的人为主观性ꎬ容易造成重复计算

或漏算的可能ꎻ而且多套用一般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当量和评估方法ꎬ忽略了自然保护地的现状、空间异

质性和区域经济差异ꎬ评估精度较低ꎬ评估结果对决

策者和管理者的指导性差. 同时ꎬ针对混合类型的自

然保护地(指同时存在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多种

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地)ꎬ在判断、识别和评估

最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等方面存在不足.
ｂ) 时空动态变化研究不足.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不仅需要考虑生态系统的现状和构成ꎬ还要评估

其时空变化与对外来压力的敏感性ꎬ以及运用动态模

拟模型预测价值的变化ꎬ从而准确计量人类行为对生

态系统服务影响的成本、效益和损失[５０] . 而目前的自

然保护地评估ꎬ在时间尺度上多以瞬时价值评估为

主ꎬ缺乏对自然保护地划定前后或一段时间内价值的

动态变化分析ꎬ评估结果只具有即时效力或短暂效

力ꎬ对未来生态系统管理的指导重要性因而受到削

弱. 在空间尺度上多侧重于自然保护地范围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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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算ꎬ未能考虑资源与价值的空间流转及其异地实

现过程ꎬ无法体现自然保护地内外价值的空间异

质性.
ｃ) 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研究不充分. 利益相关

方分析是评估结果能否合理应用于环境经济决策

(如生态补偿)实践的根本保障ꎬ自然保护地的利益

相关方可以界定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两类. 因自

然资源开发的限制ꎬ当地居民承担了保护的成本并丧

失了部分的发展机会ꎬ是最主要的生态保护者ꎬ而净

化空气、涵养水源等服务具有辐射及溢出效应ꎬ区域

外、全国甚至世界各地都享受了其生态价值ꎬ是主要

的生态受益者ꎬ这就造成了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冲

突及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５１] . 通过评估和测算自

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ꎬ可促使决策者和管理者

了解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ꎬ合理解决保护与发展之

间的矛盾. 但目前评估案例很少ꎬ考虑到不同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权衡ꎬ无论是国家、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单

元等大尺度的评估还是单个自然保护地的评估ꎬ评估

出的服务价值仅是一个数值ꎬ无法体现保护者的保护

成本和受益者的生态收益及二者之间价值流向ꎬ因
此ꎬ基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生态系

统补偿案例尚不多见.
４　 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展望

近年来ꎬ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案例逐渐增多ꎬ但也普遍存在标准体系不统一、时空

动态分析不足、未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等问题. 为推

动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系统评估ꎬ从
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展望:

ａ) 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基础研

究.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与完善ꎬ有
赖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及其功能机理的深

入了解[５２] . 考虑到我国生态系统研究站和长期监测

样地多数设立在自然保护地内[５３]ꎬ因此建议在自然

保护地内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定位观测和试验ꎬ对生态

系统服务的形成、变化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ꎬ深入揭

示其与生态系统机构和功能的关系ꎬ为生态系统服务

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支撑. 在不断丰富森

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侧重

于对湿地、草原和荒漠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和生态过程及其机理等生态学基础研究ꎬ逐
步形成完善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理

论基础.
ｂ) 规范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标

准体系和技术方法. 相比于一般生态系统ꎬ自然保护

地生态系统更为复杂、多样和稀有ꎬ不同类型自然保

护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相当悬殊[５４] . 因此ꎬ开展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时ꎬ首先应针对自

然保护地内主要生态系统类型识别该自然保护地的

生态系统主导服务ꎻ在此基础上ꎬ建立健全评估指标

体系和技术方法ꎬ并结合各项指标长期监测数据的动

态变化分析ꎬ发展基于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服务功

能的机理模型ꎬ同时对价值构成的线性可加性进行研

究ꎬ避免漏算和重复计算的现象ꎬ实现全面系统评估.
ｃ) 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异

质性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决定于一定时间和空间上

的生态过程[５５] .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评估多停留在静态和边界范围内的研究ꎬ忽视了

动态性和复杂性. 建议在空间上基于遥感和地理信

息系统的技术集成ꎬ逐步实现对自然保护地内外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ꎻ在时间上健

全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和情景模拟研

究ꎬ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量的计算转向其数量和质

量的边际变化ꎬ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客观

性、可信性和评价结果的实用性.
ｄ) 综合考虑利益相关方ꎬ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目

前自然保护地生态补偿标准尚未确定ꎬ补偿机制尚不

完善. 生态补偿标准是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和难点ꎬ
通常有两个参照线ꎬ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博弈. 而自然保护地周边居民往往不具备

博弈能力ꎬ这种情况下建立的生态补偿标准往往违背

了公平正义的原则[５６] . 从公平性原则上讲ꎬ根据生态

服务价值进行补偿具有一定合理性. 因此ꎬ建议在未

来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ꎬ加强对不

同利益相关方供求关系及相关诉求的研究ꎬ探索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构成的流动和空间实现机制ꎬ使其在生

态补偿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ｅ) 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对政策、计划和规划的各层次均有重要指导意

义ꎬ同时能够对传统的观点、工作方法及人类行为产

生深远的影响. 如何科学合理地将自然保护地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运用到自然保护地的制度完

善、布局优化、成效提升、综合核算与政绩考核等方

面ꎬ真正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主流化ꎬ是未来自然保

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
５　 结论

ａ) 国内外学者基于国家、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单

元和单个自然保护地等不同空间尺度ꎬ针对森林、湿
地、草地、荒漠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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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价值开展了研究和探索ꎬ在相关理论、方法和应用

的广度与深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ꎬ对加强人类

环保意识、政府决策起到了很大作用.
ｂ) 现有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

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评估指标的选取存在很

大的人为主观性ꎬ尚未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和技术规

范ꎻ ②多停留在静态和自然保护地边界范围内的研

究ꎬ时空动态分析不足ꎻ③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研究

不充分ꎬ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指导性不强等.
ｃ) 未来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

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①加强自然保护地生

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关系ꎬ探索其生

态学机制ꎻ ②针对不同类型及管理水平ꎬ建立健全自

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ꎬ开
展各指标的长期动态监测ꎻ③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动态分析及影响因素分析ꎬ运用动

态模拟模型预测价值的变化ꎻ④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权衡ꎬ使其在生态补偿研究中发挥重要作

用ꎻ⑤加强评估结果在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管理、
保护等各方面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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