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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存发展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是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全国范围内的湖泊湿地资源被大量开发利用，极大地削弱
了湖泊湿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人类自身福祉也受到严重威胁。 开展湖泊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动态监测能减少生态系统服务重复计算 、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实践。 本文在分
析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必要性的基础上 ，探讨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选
取的原则和思路，并初步构建了适宜于我国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权衡分析和
生态生产函数构建的最终服务和生态特征监测指标体系 。 最终服务是与人类效益有直接
关联的生态功能量，生态特征指标是产生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的关键指标，主要包括生态结
构、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指标。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一般是最终服务，而调节服务既可以
是中间服务（ 生态功能） 又可以是最终服务，支持服务是中间服务 （ 生态过程 ） 。 针对调节
服务和文化服务评估的困难性及调节服务的重复计算问题 ，本研究提出通过宏观监测 （ 3S
技术监测） 和典型湖泊湿地定位监测相结合的多尺度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方法，构
建湿地监测项目开展生态系统最终服务和生态特征指标数据监测 。 本研究对构建生态生
产函数、开展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和权衡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是生态系统服务
从认知走向管理实践的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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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ke wetlands provide humans with a great diversity of ecosystem service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basic human needs and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However，
lake wetland resources nationwide are under great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which are significantly impairing the capacity of lake wetlands to provide the diversity of ecosystem services necessary to support human well-being． Implementing dynamic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monitoring can help minimize ecosystem services double-counting and promote ecosystem services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is paper，we identified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for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monitoring and then analyzed the principles and perspectives for selecting monitoring indicators to measure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We present a set of ecosystem services
monitoring indicators （ including fin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relevant ecosystem characteristics）
to advance dynamic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trade-offs analyses，and the cre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s in China． Final ecosystem services are biophysical outcomes which are of
obvious and clear relevance to human well-being． Ecosystem characteristics are attributes of eco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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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measured as ecosystem structures，processes，and functions． Provisioning and cultural
services are often final services while most regulating （ i．e．，ecosystem function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 i．e．，ecosystem processes） are intermediate service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credible evaluation of regulating and cultural services，and double-counting in
valuing regulating services，we propose scientists focus on establishing a lake wetland monitoring
program to measure final ecosystem service indicators and relevant ecosystem characteristics
metrics as a first step． We also discuss how to combine macro-monitoring and local monitoring
methods to monitor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across multiple scales． Our study is important
to help acquire the necessary data to create ecolo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s to improve efforts on
economic valuation by revealing the dynamic change of ecosystem services，and to effectively
quantify the trade-offs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Monitoring programs are critical to moving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scientific theory into management practices．
Key words： lake wetlands； final ecosystem services；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onitoring．
DOI:10.13292/j.1000-4890.2015.0284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是指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对人 类 福 祉 的 直 接 或 间 接 贡 献 （ US EPA，2009；

最终服务及生态特征指标体系并开展动态监测 ，是
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关键过程 （ Layke et al．，

TEEB，
2010）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能用直

2012） 。动态监测不仅能系统地表征和测度湖泊湿

观的经济数据揭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效
益的直接贡献，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创建生态

地生态属性和生态系统最终服务在时空上的变化趋
势，也能（ 1） 揭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权

补偿等经济驱动机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认

衡关系； （ 2） 确定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
能、服务的关联机制，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效益转化的

识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管理决策和政策设计结合
的重 要 性，并 针 对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内 涵、评 估 框 架
（ MEA，2005； NＲC，2005； Fisher et al．，2008； US

可信度，为生态系统服务尺度扩展提供依据； （ 3） 明
确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和转移特征 ，

EPA，
2009； de Groot et al．，
2010） 、价值评估 （ Costanza et al．，1997； Tong et al．，2007； de Groot et al．，

为生态补偿等政策设计提供依据； （ 4） 明确管理结
果与管理目标的缺口。本文在分析湖泊湿地生态系

2012）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为湖泊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生态

统服务数据监测必要性的基础上，探讨了湖泊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选取的原则和思路 ，并初步

系统服务研究具有跨学科、跨尺度等特征。 开展多
尺度的动态监测，不仅有助于提高管理决策者和公

构建了适宜于我国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
估、权衡分析和生态生产函数构建的监测指标 ，探讨

众生态系统服务认知，对确定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和
完善生态服务补偿机制、提高生态系统管理水平也

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方法 。主要目的是为

有重要的作用 （ Carpenter et al．，2006a） 。 由于湖泊

国内学者和管理决策者开展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动态评估和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

湿地生态系统及影响其功能和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因
子的复杂性，国内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多集

1

中于经济价值评估 （ 崔丽娟，2004； 庄大昌，2004； 段
2005； 邵宁平等，
2008； 叶小华等，
2009； 吕磊
晓男等，

综合运用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
科手段开展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 ，是揭

2010； 王凤珍等，2011； 杜婷婷等，2012） ，鲜有研
等，
究探讨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权衡关系 ，生

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变化和时空权衡关
系，实现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管理的重要基

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务-管理措施之间的相互
关系，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和转移特征 ，生

础； 也是确定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的空间
分布，实施生态补偿等政策的重要经济驱动机制 。

态系统服务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

基于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重要性 ，国内外
学者近 20 年开展了大量评估案例研究。 现有研究

监测指标可以简化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综合反
映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变 化 趋 势 （ Carpenter et al．，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数据监测的必要性

2006b） 。基于湖泊湿地生态特征和生态系统最终

主要采用以下 2 种方法评估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 （ 1） 基于专家咨询、文献综述等方法，列举湖泊

服务的概念模型，构建标准化的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生态服务 （ 包括中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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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终服务） ，用已有监测数据 （ 生态结构或组分指
标） 、统计数据（ 效益指标 ） 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指标应反映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特征和生态系统服务
的时空变化趋势。

（ 2） 忽视湖泊湿地生态特征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
的空间异质性及其边际效应特征 ，基于土地利用 / 土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务之间
的关系极其复杂。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是指构成

地覆盖数据，直接采用效益转化法评估湖泊湿地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 由于数据缺乏，湖泊湿地生态系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
物组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与配置 （ 吕宪国等，

统服务从价值评估走向管理实践和政策设计面临着
多方面的挑战 （ 郑华等，2013） ，包括： 湖泊湿地生态

2004； NＲC，
2005； 陆健健等，2006） ，例如： 芦苇和香
蒲是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组分，也是湖泊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的精细化评估、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时
空权衡关系研究、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特征和生态系

系统结构的一部分 （ NＲC，2005） 。 湖泊湿地生态系

统最终服务关联研究、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空
间流动和转移特征研究、及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的尺度扩展研究。
生态生产函数法是基于过程模型和统计学方法
研究生态系统特征和生态系统最终服务数学函数关
系的重要方法 （ Polasky et al．，2009； US EPA，2009；
Kareiva et al．，
2011； Wong et al．，
2015） 。生态生产函

统过程是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生物组分和非生物组分
相互作用（ Lyons et al．，2005） 而发生的物质循环和
能量 转 化 的 动 态 过 程 （ Chapin et al．，2002； Lovett
et al．，
2005）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是结构和过
程相互作用的结果 （ Chapin et al．，2002） ，是湖泊湿
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的 实 际 能 力 （ 不 同 于 潜 在 能
2010； Burkhard et al．，
2012） 。湖
力 ） （ de Groot et al．，

数与 3S 技术整合不仅可以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在时

泊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取决于湿地内部的生物组分和
非生物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湿地内部各种过程

空上的权衡关系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和转移
特征，对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及政策设计也有 2 个方

的表现形式 （ 例如： 净初级生产力，营养物保持量，
蒸散发量） ，同时又是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提供产品

面的重要意义： （ 1） 区分生态系统中间服务和最终
服务，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核算的可信度； （ 2） 为生态

和服务能力的体现，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考
虑受益者是否能够识别、利用 （ 可持续或不可持续 ）

系统管理和政策设计提供可视化的空间数据 （ Wong
et al．，
2015） 。 生态生产函数从理论上解决了湖泊

或对其赋予价值 （ Tallis et al．，2012） 。 湖泊湿地生
态系统结构是支撑其过程和功能的重要要素 ，当生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面临的多方面挑战 ，但由于
数据缺乏，生态生产函数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的

态系统过程和功能被受益者直接消耗或利用时 ，就
成为生态系统最终服务（ 图 1）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应用（ 尤其是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 有很大的局限
性。构建标准化的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

最终服务是人类直接利用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
组分对效益的贡献，是与人类效益有直接关联的生

并开展动态监测，一方面可以为创建湖泊湿地生态
生产函数提供数据支撑，揭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

态功能量。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是生态学家
测度、经济学家评估、管理决策和政策设计参考的通

务价值动态变化及其时空权衡关系，促进生态系统
服务由认知走向管理实践； 另一方面可以为确定生

用指标 （ Boyd et al．，2007； Boyd，2007； Fisher et al．，
2008； Nahlik et al．，
2012； Ｒingold et al．，
2013） 。湖泊

态系统功能 （ 供给 ） 和最终服务 （ 需求 ） 的空间位置
关系和关联机制提供依据 （ Niemi et al．，2004； Feld

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的确定建立在受益者分析的
基础上 （ Bockstael et al．，2000； Fisher et al．，2008，

et al．，2010； Burkhard et al．，2012； Nedkov et al．，

2009； Turner et al．，
2008； Johnston et al．，2011； Nahlik

2012； Stürck et al．，
2014） ，提高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效益转化的可信度，为生态系统服务尺度扩展和

et al．，
2012； Ｒeyers et al．，2013） ，从理论上避免了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复计算，提高了管理决策和政

即时决策提供依据。

策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最终
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 de Groot

2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选取原则

et al．，
2010； TEEB，2010） 。 供给服务多数可以通过

湖泊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是通过宏观监测和定位
监测，对表征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和

监测部门汇报给统计部门和政府的社会经济数据直
接获得（ 如： 用水量、淡水产品捕捞量等 ） ，指标相对

服务的变量或指标进行数据重复搜集的过程 。监测

比较全面。文化服务评估目前主要集中在休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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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非使用价值两方面，其中休闲旅游服务主要
用旅游人数等数据度量； 非使用价值是经济学术语，

系统特征的指标，无法反映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对人
类效益的直接贡献。采用生态系统特征监测指标直

包括 选 择 价 值、存 在 价 值 和 遗 产 价 值 （ de Groot
et al．，2010； Burkhard et al．，2012） 。 基于旅行费用

接或间接度量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不仅造成生
态系统中间服务和最终服务混淆（ Boyd et al．，2007；

法和支付意愿法的问卷调查可以量化湖泊湿地生态
系统提供的休闲旅游服务及其非使用价值 。调节服

Johnston et al．，2011； Nahlik et al．，2012） ，也无法反

务是一种无形产品，即不具竞争性也不具排他性，评
估相对较为困难。
由于对生态系统服务理论认识的不足 （ Geijzen2013） ，研究人员在湖泊湿地监测项目
dorffer et al．，
建立初期，主 要 对 湖 泊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结 构 和 组 分
（ 包括： 种类组成、物种数量、水生生物现存量、物种
高度、生境类型等） 、水污染及富营养化指标 （ 总氮、
总磷、藻类等） 、土壤指标（ 土壤养分 ） 、环境指标 （ 环
境参数 ） 、水 文 指 标 （ 水 位、水 量、泥 沙 含 量、输 沙
量） 、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湖泊周边社会经济情况
1999； Xu et al．，
2001； 陈伟民
等进行监测（ 黄祥飞等，
2004； Liu et al．，2006； Le et al．，2010； Ma et al．，
等，

映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的空间分布和生态系统服务
的尺度转移特征，严重影响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的合理性及其与管理决策和政策设计结合的
2014） 。
有效性（ Loomis et al．，
为了更好地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纳入
到管理决策中，需要整合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和
管理学等学科知识，构建标准化的湖泊湿地生态系
2005） 和生态特征
统最终服务指标（ Meyerson et al．，
指标（ 与最终服务有直接关联 ） 并开展监测，使生态
系统服务评估结果可信、可重复、可尺度扩展 （ Daily
et al．，2009； 郑华等，2013） 。 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
标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 1） 基于生态

2010； Zhang et al．，2011） 。 这些指标从一定程度上

重要性、社会经济重要性及管理目标确定需要开展
监测的湖泊湿地生态 系 统 （ 由 于 时 间 和 成 本 的 限

反映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状态及其时空变化特征
（ Xu et al．，2001； Liu et al．，2006； Le et al．，2010； Ma

制，对湖泊湿地进行重要性分级，优先对重要湖泊湿
地生态系统开展监测） ； （ 2） 选取与人类活动和管理

et al．，
2010； Zhang et al．，2011） ，不仅为生态保护提
供预警信息，也为现阶段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提供了

措施有直接关联，而且对人类活动和管理措施响应
最明显的生态特征指标； （ 3） 监测指标能直接用于

基础数 据 （ Díaz et al．，2007； Layke，2009； Lavorel et
2010） 。然而，这些指标多为表征湖泊湿地生态
al．，

生 态 系 统 最 终 服 务 评 估、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供给和需求空间制图 、及生态生产函数创建 ； （ 4） 监

图 1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务关系评估框架
Fig．1 Framework to link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tructures，processes，functions，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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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指标有可信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 5） 充分结合
现有常规观测指标，确定需要补充监测的指标； （ 6）
操作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 （ 数据容易获得，而且监
测人员容易理解） ； （ 7） 可重复、可尺度扩展 （ 可以用
于生态系统最终服务动态分析和效益转换 ） ； （ 8） 监
测成本低（ 监测指标对于生态系统管理的价值要高
于监测成本） 。
3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选取思路

本文在文献综述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探讨了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选取的思路 ，主要
包括 2 个阶段（ 图 2） 。第 1 阶段： 通过跨学科、跨部
门合作，基于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属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受益者分析，确定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最终
服务类型。首先，生态学家对研究区域的湖泊湿地
生态系统属性进行初步分析，然后综合专家咨询、文
献综述、社会经济数据分析及空间分析，确定湖泊湿
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类型及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需
求的空间尺度。第 2 阶段： 基于受益者偏好、管理目
标分析、经济评估方法可行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确
定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指标，并结合湖泊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特征的内在关联 ，确定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特征监测指标 。在开展湖泊湿地
生态系统最终服务和生态特征监测的基础上创建生
态生产函数，为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权衡关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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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撑。
4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与监测方法
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内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本文基于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选取
原则和选取思路，确定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类
型，并基于案例评估经验和文献综述 ，归纳总结了湖
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指标 （ 表 1） ，为区分湖泊湿地
生态功能（ 中间服务） 和最终服务、湖泊湿地服务库
（ 生态资产） 和服务流 （ 从提供者到受益者 ） 提供了
重要基础。研究初步确定了适宜于我国湖泊湿地生
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权衡分析和生态生产函数构
建的监测指标 （ 生态 系 统 最 终 服 务 和 生 态 特 征 指
标） 、数据来源及监测方法（ 表 2 和表 3） 。生态系统
服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或区域统计数据 、定量模
型、遥感监测和定位监测等不同空间尺度和分辨率
的数据。
由于湖泊湿地涉及的范围广、面积大、类型多，
要对所有湖泊湿地进行定位动态监测从理论上来讲
是不可行的，根据目前湖泊湿地监测的发展趋势 ，结
合湖泊湿地已有监测基础，我国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监测应采用宏观监测 （ 运用 3S 技术手段进行
大尺度监测） 和典型湖泊湿地定位监测相结合的方
2012） 。 遥感监测可以确定生态系统
法（ 张怀清等，
服务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尺度 （ 局部尺度到国家尺

图 2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思路
Fig．2 Framework to monitor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for creating ecolo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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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上的变化趋势。 相比于定位监测而言，遥感监
测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 （ Ayanu et al．，2012） 为决

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湖泊湿地，进行定位监测，可以
在宏观监测的基础上对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
变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构建典型案例的湖泊湿地

策者揭示不同尺度 （ 局部尺度、区域尺度和国家尺
度） 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可视化评估结果 （ 张立伟
2012） 。遥感监测可以为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提
等，

生态系统生产函数，进行区域尺度或全国尺度的湖
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提供重要基础。 目前，受

供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即时数据 （ Ayanu et al．，
2012） 。然而，目前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变化趋势

数据可利用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认知局限性的影响 ，
我们对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的理解并不充分 ，监测方

的遥感监测研究都基于土地利用 / 土地覆盖信息，缺
乏对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深入研究 。而

法也很局限，随着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监测技术
的不断发展，新监测指标和监测方法将不断被纳入 。

表 1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指标
Table 1 Indicators for lake wetland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services
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生态系统功能（ 中间服务）
供给服务

食物供应

淡水产品生产量
（ t·a －1 ）

服务库

服务流（ 最终服务）

单位面积鱼类资源量
（ kg·hm －2 ）

淡水供给
航运

产水量 （ m ·a ）

纤维、燃料、原材料

净初级生产量
（ t·a －1 ）
净初级生产量
（ t·a －1 ）
净初级生产量
（ t·a －1 ）
地下水补给量
（ m3 ·a －1 ）
调蓄洪峰量（ m3 ）

医药资源
调节服务

碳汇
预防地面沉降
洪水调蓄
水质净化

文化服务

休闲娱乐

－1

3

水源涵养量 （ m ·
hm －2 ）
总生物量（ kg·hm －2 ）
3

－1

纳污量（ t·a ）
鱼类资源量、水体
透明度等

淡水产品捕获量（ t·a －1 ）
行业用水量 （ m3 ·a －1 ）
航运（ 客运： 人·km； 货运： t·km）
纤维、燃料、原材料使用量（ t·a －1 ）

总生物量（ kg·hm －2 ）

医药资源使用量（ t·a －1 ）

总生物量（ kg·hm －2 ）

生态系统净 CO 2 交换量（ t·a －1 ）

湖泊资源、景观要素等

预防地面塌陷（ m）

湖泊容积（ m3 ）
湖泊资源、景观要素等

汛期削减洪峰量（ m3 ）
TN、TP、COD、有毒物去除量（ t·a －1 ）

湖泊资源、景观要素等

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美学

湖泊资源、景观要素等

舒适、愉悦等（ 消费者剩余、旅行支出、
时间成本）
非使用价值

湖泊文化传承

湖泊资源、景观要素等

非使用价值

表 2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监测指标及数据来源
Table 2 Monitoring indicators，methods，and data sources for final 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类型
供给服务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生态系统最终服务监测指标
－1

数据来源及监测方法

食物供应

水产、植物、畜牧（ t·a ）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淡水供给

行业用水量 （ m3 ·a －1 ）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航运

客运量（ 人·km） 和货运量（ t·km）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纤维、燃料、原材料生产

经济植物收割量、砂石供给量（ t·a －1 ）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医药资源

医药资源生物量使用量 （ t·a －1 ）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空气质量调节

粉尘、PM 2．5 、PM 10 去除量（ t·a －1 ）

生态监测数据（ 大气环境监测）

气候调节

空气温度差异（ °C / km 或°C·a －1 ） 和相对湿度差异（ %·km －1 ）

生态监测数据（ 气象监测）

洪水调蓄

汛期削减洪峰量（ m3 ·a －1 ）

生态监测数据（ 水文监测）
－1

水质净化

TN、TP、COD、有毒物等污染物去除量（ t·a ）

生态监测数据（ 水环境监测）

栖息地

重要保护栖息地面积（ km2 ）

生态监测数据（ 生物监测）

碳汇

生态系统净 CO 2 交换量（ t·a －1 ）

生态监测数据（ 生物监测）

预防地面沉降

预防地面塌陷（ m）

水文地质监测

休闲娱乐
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美学

旅游人数、年旅行次数（ 个体） 、费用支出（ 个体） 、时间成本（ 个体） 、 社会调查、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常住地（ 出发地） 、年收入（ 个体） 、区域总人口数等
自己或他人将来利用，作为一份遗产留给子孙后代、确保永远存在
社会调查

水文化传承

确保永远存在

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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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监测指标及监测方法
Table 3 Indicators and methods for monitoring lake wetland ecosystem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结构指标

过程指标

监测方法

湖泊湿地组成： 水面、草洲、泥滩地、林滩地 （ 丰、枯、平
水位）

水文过程： 流量输入、输出过程、淹
水规律、淹水历时

宏观监测： 利用 3S 技术，获取研究区域的湿
地类型及面积、生境状况、植被组成等基本
信息

湖泊湿地参数： 水深、水位、容积、防洪限制水位和防洪
高水位等
水体物理指标： 水温、透明度
水体化学指标： 总氮、总磷、COD、有毒污染物、泥沙有机
质含量
气象指标： 温度、湿度、降水、蒸发量、风速、风向、辐射、
日照等
水文指标： 径流、含沙量、水位
生物指标： 鱼、鸟类、浮游动物、底栖动物、两栖动物、爬
行动物等动物； 浮游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叶植
物等植物； 微生物； 外来入侵物种
土壤理化指标和土壤生物指标
植被格局： 分布、构成、形状
湖泊湿地与受益者位置关系监测

生态系统演替： 格局、群落结构；
初级生产力： 淡水产品、植物
物 质 流 动 和 转 化： 总 氮、总 磷、
COD、有毒污染物等流 入、流出； 植
物吸收污染物
湿地利用状况监测
湿地周边社会经济状况监测

定期监测： 直接记数法、固定样带法、样点法
和 GPS 技术定位监测，记录鸟类的种类和数
量，计算研究区内鸟类的密度、物种多样性
指数、均匀度指数
定期监测： 采用定期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
固定点不同时间的生物、水质等信息
定位连续监测： 利用气象台站、水文监测站
监测水文指标和气象指标
重点调查： 对湖泊容积、水深等参数进行重
点调查（ 由于调查难度大、成本高，间隔时间
较长）

5

结论与展望
开展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监测及评估，

能揭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及生态系统
服务变化驱动因子 （ 如： 湖泊水面面积和水质 ） ，为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管理提供基础 （ 图 3） 。
本文在分析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必要性的基
础上，探讨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标选取
原则与思路。本研究对构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监测指标和开展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和
权衡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管
理决策和政策设计结合的理论前提。 然而，湖泊湿
地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一个过程可以产生多项
服务，一个服务也可以由多个过程产生 ，当前关于湖
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和生态生产函数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也没有明确确定指标之间的
直接关联（ 湖泊湿地生态特征监测指标和生态系统
最终服务监测指标之间的一对多或多对一关系 ） ，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将湖泊湿地生态系
统服务监测数据纳入到管理决策中，需要深入以下
几个方面的研究： （ 1） 进一步加强湖泊湿地生态系
统服务内涵和概念框架等理论研究，区分湖泊湿地
生态系统中间服务和最终服务。（ 2） 对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指标的合理性、不确定性、可重复性等进行评
价，为构建标准化的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指
标提供依据。（ 3） 进一步完善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方法和技术，提高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的
可尺度扩展性。（ 4） 深入探讨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动态评估平台构建思路，使结果可视化，为管理决

图 3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管理框架
Fig．3 Framework to regulate key management factors for
optimizing ecosystem services for lake wetland management

策提供即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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