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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康 鹏，陈卫平* ，王美娥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摘要: 生态风险评价对科学管理与保护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弥补传统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的不足和提高风险管理的效

率，将生态系统服务引入生态风险评价中进行发展和完善，成为了当前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系统分析了生态系

统服务在生态风险评价中的应用，指出生态系统服务在问题形成阶段中可明确保护对象和属性，在风险分析阶段可联系生态系

统结构过程作用，在风险表征阶段及后续阶段能可提供清晰明确的评价结果，加强风险交流和管理，能有效地改进生态系统传

统生态风险评价。在实践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可从 3 个不同层面开展: 一是针对外界压力对某类特定功能或

者系统中某些服务功能的影响，构建基于某种特定服务的实体属性评价方法; 二是针对外界压力作用下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变

化下对功能影响，构建基于复杂生态系统作用的评价方法，实现对生态风险的模拟评价; 三是评价社会生态系统下外界驱动对

人类福祉的影响时，可将 DPSIＲ( Drive-Pressure-State-Impact-Ｒesponse) 理论模型运用到生态风险管理中，也可基于景观生态系

统服务与压力源的空间作用关系，实现社会生态系统风险评价与管理。作为生态风险表征手段，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损失与不

利服务进行表征，也可选取热力学等指标作为评估量纲。从理论、评价方法、风险管理等方面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风险评

价给予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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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in ecosystem service-base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KANG Peng，CHEN Weiping* ，WANG Mei'e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Ｒegional Ecology，Ｒ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 EＲ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Due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risk sources，multiple receptors，and multiple endpoints，the conventional EＲA
method has shortcomings when determining the definite protected objects，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nctions of an ecosystem，

and when implementing an assessment into practic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s into EＲA can effectively fix these
deficiencies and thus improve the assessment method; this approa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areas in this field of cutting-
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present study，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ole of an ecological service in the processes of
EＲA． We showed that integration of the ecological-service theory into EＲA enables this method to explicitly ascertain the
protected objects and attributes at the question formation stage，focus on th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an ecosystem at the
risk assessment stage，provide clear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at the risk characterization stage，and to strengthen the risk
communication and evaluation in subsequent phases． Therefore，an ecological service is an ideal assessment endpoint in
EＲA． In practice，EＲA that is based on ecological services can be carried out on three scales． For a particular functional
ecosystem or ecosystem's protected function，the evaluation method can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entity and attributes
of a particular service，and then the researcher can utilize the impact matrix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cological servi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ssure． Second，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ecosystem such as integrity



http: / /www．ecologica．cn

or dynamics，the evaluation method can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lex role of the ecosystem． Ecological models
such as the ecological network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n an ecological service in relation to changes in ecological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Third， for a specified socioecosystem， the DPSIＲ ( driv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

framework can be modifi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pressures on human well-being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rocess:
driving factors-pressure-status change (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elements ) -impact ( ecological service ) -response ( risk
assessment) ． From the standpoint of landscape pattern-process，analysis of the spat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in a
landscape service and a risk source is useful for implementing the assessment into practice and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Besides，analysis of the trade-off between diverse ecological services was also helpful for risk management． In this study，we
also analyzed the characterization form and applied cases of an ecological service to EＲA; these situations include the loss of
an ecological service and disservice． Th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the thermodynamic index serving as an evaluation
dimension are also discussed here． Finally，we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on future studies on ecological service-based EＲA
in terms of the theory，assessment method，and risk management． As for the theory，an integrated index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 parameters for ecological processes are needed． Ｒegarding the method，it is useful to build a state-of-the-art
ecological-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simulation of the effects of an ecosystem service according to various driving scenarios
based on theory research，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system． In terms of risk management，in relation to
theoretical methods of ecological service management and landscape ecology services，it is imperative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risk community and management by strengthen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d the socioecological
management process，with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ecological-service management and landscape ecology
services．

Key Words: ecological risk; ecological service; assessment endpoint;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process; risk management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1992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对生态风险评价作了定义，形成

了生态风险评价框架，此后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和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2-4］。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可

确定性，传统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在评估生态系统受一个或多个胁迫因素影响后可能产生的不利效应时，难以

兼顾系统内多保护对象，也较难关注到生态系统保护对象与属性在复杂生态系统下的作用与表现［5-6］。生态

风险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仅保护生态实体而不考量与实体功能属性密切

相关的人类福祉，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决策层面上。因而，随着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风险评价的主题逐

渐上升到与人类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7-8］。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风险评价改进目的是给决策者

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最终会走向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之间的关系［9-10］。生态系统服务是联系生态系统过程与

社会福祉的有效工具，近年来外界驱动因素扰动下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已成为当

前区域生态系统的研究热点。一些研究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引入到生态风险评价中，从人类福祉角度结合生

态系统过程进行风险表征可极大提高评价的时效性，这也是当前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难点和前沿［11-12］。本

研究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研究实践，首先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风险评价流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然后

从三个不同层面对现有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应用实践进行了归纳分析，分析了评估过程中的

生态风险表征方法，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展望。

1 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风险评价中作用

生态风险评价包括问题形成、风险分析和风险表征交流 3 个步骤。图 1 概括了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风险

评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 问题形成过程中明确保护对象与相关属性，风险分析阶段联系到生态系统结

构、过程与功能，风险表征及其后续阶段可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清晰明确评估结果，加强风险评估者和决策者

之间的交流和落实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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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风险评估中的作用示意图

Fig．1 The role of ecological service in progress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1．1 明确保护对象及其属性

确定评价终点是问题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也是生态风险评价过程的基础。生态风险评价终点是指明确

评价中所应受到保护的环境价值。依据 USEPA 给出评价终点指导目录，可理解为生物个体、种群、群落或者

生态系统等层次的结构及附属功能［13-14］。实际操作过程中，Apitiz［15］认为将评价终点联系到“生态系统结构、
生态健康”等相关概念，难以把握到所需保护对象特性，需结合评价需求引入生态学概念弥补这一不足。因

此，现有研究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评价终点引入到评价中进行完善。
根据评价终点的概念内涵，可将其简要表达为: 评价终点=属性+实体。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评价终点符合

该概念公式。生态系统服务可理解为在特定时空的范围内，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单元实体结构和过程作用所能

提供的生态功能与服务［16-17］。因而实体可理解为该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结构和所进行的生态过程，属性

可解析为单元实体相对应功能和服务，在外界扰动下，可分析该服务提供者结构与过程的变化下功能所受到

的影响［18］。
评价终点的选取准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政策目标与社会价值、生态学关联、易感性、操作可定义性、合适

的尺度［19-20］。基于五大准则，生态系统服务中人类福祉能紧密联系到政策目标与社会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是

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作用下的产物，容易受到外界压力干扰而影响服务的产出，符合生态学关联和易感

性等准则; 在生态系统、景观等不同尺度生态系统服务已有较完善的评价指标和方法，符合操作可定义性和合

适的尺度准则。以上分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特点与评价终点选取准则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基于评价终点概念公式和评价准则，图 2 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评价终点的契合度。总的来说，将生

态系统服务引入生态风险评价中既符合评价终点概念公式，又符合评价终点的选取准则，可将生态系统保护

对象与属性在复杂生态系统下的作用与表现有机关联，是理想的评价终点。
1．2 紧扣生态系统复杂作用过程

风险分析过程中，传统的评价终点属性反应在实验操作条件下容易实现，但分析中难以将实验模拟联系

到实际情况，即较少关注到生态系统整体表现以及内部关系的复杂性［21］。Power 和 McCarty［22］认为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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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终点的优势和契合度

Fig．2 The advantages about ecological service acted as the assessment endpoint of ecological risk

评价的改进，应从生态系统整体功能角度出发，用来研究多重压力引起系统结构过程及功能变化的作用机理。
生态系统服务是物质或能量在生态系统内不同结构通过相关生态过程作用途径下产生的，可分为基本生态系

统服务、中间生态系统服务和最终生态系统服务［23-24］。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评价终点引入到生态风险评价

过程中，风险分析过程能紧密联系到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能更好关注保护对象及其属性在系统内受到干扰

后的表现。因而，能在风险分析过程中关注生态系统复杂作用过程，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复杂性，这是

传统的风险分析尤其是基于生物个体和种群层次的“属性”反应的分析所不能及的。
1．3 加强风险评估、管理与交流

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风险的评价终点，采用货币形式进行价值定量，使得风险表征结果清晰明确，为后

续评估交流与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风险交流过程中，加强交流是 Chapman［25］提到的生态系统服务作为

评价终点的重要优点。货币形式评估结果能引起决策者的极大兴趣，为今后风险评估者和风险管理者开展交

流提供便捷的平台; 当风险交流评估需考虑公众价值时，意愿调查法能将不同利益者的想法纳入风险评估的

实际操作中［26-27］。在优化风险管理方面，决策者可根据评估结果对不同风险源管理实施主次优先的风险调

控，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标准。在生态风险后续管理措施制定中，决策者能对不利生态影响或风

险消减措施所带来的利益进行权衡，如利用成本效益分析生态修复或恢复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服务与这些行为

所产生的不良环境效应之间的利益博弈，逐步实施可行的补偿和修护计划，能有效节约时间和成本［28-29］。

2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当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实践还不多见，依据前面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在风险评估中所起

作用，结合评价方法的适应范围，可从 3 个不同层面上进行: 一是针对某一特定功能的生态系统或系统中某项

受保护的服务功能，重点关注所受保护的生态功能服务实体及属性，结合现有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提

出明确的服务提供者实体与属性评价方法。二是从生态系统上，更好体现生态系统服务在风险评价中紧扣生

态系统过程作用的特点，结合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体系，构建基于复杂生态系统过程的评价方法。三是在社

会生态系统上，发挥生态系统服务能更好地进行生态风险管理与交流的特点，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生态风

险管理框架或者景观风险管理中，提出社会生态系统下加强风险管理方法。
2．1 基于某种特定服务的实体属性评价方法

针对某特定功能的生态系统或系统中某项受保护的服务功能，开展基于某种特定服务的实体属性风险评

价，可基于如下步骤: 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识别( 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结构与功能) ———识别关键驱动因

59115 期 康鹏 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http: / /www．ecologica．cn

子( 辨别其所受到的压力源) ———分别建立指标体系———运用合适的方法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风险分析

结果表征———风险管理与交流。作为代表该服务单体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选取时可参考千年生态系统

服务评估中的评价指标，评价某类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时可参考 IEEB 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30-31］。

针对农田生态系统，Faber 和 Wensem［32］选取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产量供给和土壤物理结构等指标代

表土地供给服务，对不同情景下农田开发利用的风险进行了评价。对重金属污染生态系统研究中，Niemeyer

等人［33］重点关注生态系统调节恢复功能，选取有机物质降解和营养物质循环等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所受到

潜在的影响进行了评价。一般来说，筛选和构建能代表生态结构和过程的指标体系是基础和重要前提，随后

的评价方法大都采用影响矩阵方法。Nienstedt 等人［34］运用影响矩阵从生态属性、不确定性等六维尺度上尝

试评价压力作用下水生生态系统中服务影响机理。Dodds 等人［35］根据水生态系统服务与潜在影响之间的作

用计算出权重，结合影响矩阵方法提出影响指数，用于辨识人类活动压力对水资源提供和水体净化等生态系

统服务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基于某种特定服务的实体属性评价方法，通过运用影响矩阵等方法能把握压力源下某项

关键保护对象的属性变化，选取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标能适当反映出生态系统过程，即明确了保护对象，又满

足生态风险的评价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传统生态风险的评价流程。
2．2 基于复杂生态系统作用的评价方法

生态风险在生态系统层面应用时，应强调外界压力干扰下系统结构和过程影响下物质循环速率、能量流

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可结合系统整体性和动态性特点进行评价。
2．2．1 基于生态系统动态过程的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作为物质与能量循环作用的复杂网络系统，物质、能量在系统内部不同结构与过程之间通过相

应的生物化学过程作用下形成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36］。外界压力作用下系统物质能量流动和循环速率

的改变将影响到作为评价终点生态系统服务的产出。

基于生态系统动态过程的评价方法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针对生态系统中物质或能量循环或者是其等

效实体( 碳、营养物元素) 开展评价。Watanabe 和 Ortega［37］利用生态系统碳水平衡模型，在气候改变、土壤侵

蚀等背景下，模拟了土地利用转变对与水、碳两基本元素的生物化学循环过程中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Schramski 等人［38］将分配控制理论运用到生态系统网络模型，以河流生态系统为例，将氮元素循环过程逐步

分解并构建 7 个控制与分配的子系统模型，模拟了外界压力对生物固氮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将生态网络

应用到生态风险评价中具有特定的优势，生态网络可描述复杂系统作用下不同系统和结构下能量、物质等状

态变化，将成员间物质能量流输入输出标准化后可提供关于每一成员变化的定量信息，因而，能评价某特定时

间尺度内系统内外界作用下系统内部成员状态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关系［39］。

在生态系统整体服务功能评价方面，Chen 等人［40］以信息熵为物质循环量纲，将控制理论运用到生态网

络方法中，建立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将该模型运用到大坝建设对河流生态系统的风险评估，重点评价了该系统

水质净化等功能之间所受到直接和间接风险。为提高该模型在风险评价中的作用，Chen 等人［41］将不确定性

分析理念引入到生态网络模型中，以受到风险干扰的水生态系统 4 个功能网络为研究对象，在建立网络指标

基础上评估了水生系统内不同部分之间的生态风险。
通过上述分析来看，对受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基于生态系统过程和生态网络分析，能全面评价生态系统

不同风险源与受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能较好实现对生态系统生态风险的模拟评价。
2．2．2 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整体性包括结构整体性和功能整体性: 结构整体性是指生态系统内部生物与非生物组成丰富

度、格局、及其内部之间相互关联作用; 功能整体性是指整体结构基础上各生物物理化学的复杂过程及所对应

的功能［42］。Villamagna 等人［43］建立了服务潜力、生态压力、服务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测度关系，估算了不同

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使用所存在的风险程度。Zell 和 Hubbart［44］的研究将生态系统弹力引入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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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评估中，选取了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生物化学调节等过程作用速率能够代表系统结构性和功能的效应

指标，研究结果表明，系统受到外界的胁迫时，生态系统弹力能反映出关键的调节服务变化对人类福祉的

影响。

生态系统整体性可认为生态系统自我管理能力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45］。作为系统结构-过程-功

能的有机整体，现有研究引入生态潜力、生态系统弹力等概念来评价生态系统在外界压力影响下所表现出的

性质，可以从整体上评价特定外界压力干扰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与风险程度。
2．3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的评价方法

社会生态系统上，为深入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风险管理交流中作用，一方面尝试如运用 DPSIＲ 理论

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生态风险管理框架中; 另一方面，基于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等理论，对景观生态系统服

务与风险进行研究。
2．3．1 基于 DPSIＲ 理论框架的生态风险评价与管理

DPSIＲ 用来描述环境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社会经济领域的关系，其特点是构建环境、社会和经济各子系统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评估各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46］。将 DPSIＲ 理论框架模型运用到生态风险管理中，分

析社会经济活动驱动下生态系统过程状态改变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可提高模型的操作可行性。
一方面，可针对 DPSIＲ 各不同子系统中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运用方法提升理论框架的非线性，从而达

到模拟仿真现实情况的目的。Lozoya 等人［47］利用 DPSIＲ 理论框架分析了海滨灾害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

通过构建风险文件夹，明确和加强各子系统的作用途径和影响，对海滨生态系统风险评价与优化管理的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Maxim 等人［48］将集对界面分析应用到 DPSIＲ 理论框架各子系统之间的供需关系，

分析了外界驱动下生态系统多样性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基于该方法对欧洲两个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

案例进行了理论的指导。Cook 等人［49］将德尔菲法和影响矩阵运用到 DPSIＲ 理论框架中，分析了海洋生态系

统下人类活动 12 项压力下 11 项生态环境状态指标的改变，及其相关 11 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变，该方法在风

险管理中纳入了专家建议，能够对风险管理交流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可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传统 DPSIＲ 理论框架“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驱动反馈”中，成为该

框架内的一部分。Cooper［50］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 DPSIＲ 理论框架中状态部分，即生态环境改变影响

到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变，并在社会福祉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在一定程度实现了风险管理。Atkins 等人［51］根

据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社会生态系统影响部分中，尝试应用到英国海口水

资源管理和海洋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
2．3．2 基于景观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与管理

针对大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传统生态风险评价需大量长期的监测数据，现有的评价方法如相对风险评

价能较好解决大尺度风险评价中定量和半定量化问题，但对多风险源在空间范围风险表征形式统一及风险

源与受体空间作用提出了较大的挑战［52-53］。景观空间形态和组成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

高强度社会经济活动对景观格局和过程改变能影响到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产出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地理信息

技术和景观格局过程理论的发展，景观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有了长足发展，一些研究尝试将景观生态系统服务

应用到社会生态系统生态风险管理中。
一方面可通过建立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与压力源的空间作用关系，用于社会中人类福祉的最优化分析，提

高风险管理的针对性。Allan 等人［54］通过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绘制美国五大湖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辨别出周

边压力的累积风险作用，利用空间关联性方法评价湖区生态恢复效果。Su 等人［55］依据城市化过程中对生态

系统服务的影响，用集变量非线性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了城市化标准因子、景观格局变化指数和生态系统服务

三者之间的关系，将该研究方法应用到杭嘉湖地区景观格局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改变的关系。针对社会

生态系统相关规划，Müller［56］定义了生态系统服务潜力，依据景观结构作用的特点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强度提

出了压力与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运用约束模型，决策系统分析等理论方法构建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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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压力的模型，分析其在不同社会情景发展下景观生态系统服务状态变化的响应。
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不同压力源对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影响，即导致不同服务之间相互变化，借助成本效益

理念分析同一驱动因素或压力源下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响应，为其后的生态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

撑［57-58］。Van der Biest 等人［59］建立了景观生态系统服务束( landscape ecological service bundle) 的理论框架，

框架充分考虑了社会生态系统内在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并运用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土地利用政策驱动下不同

生态系统服务博弈关系，从降低政策制定对生态系统服务风险的角度，结合不同类型用地特点制定了土地利

用的优化情景。Ｒaudsepp-Hearne 等人［60］研究了加拿大魁北克 137 个自治区 12 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格局

和辨识出六项生态系统服务束，研究区域内社会经济活动对各项服务之间变化的关联作用，提出了降低旅游

对环境影响等相关的生态保护管理措施。Wu 等人［61］依据特大城市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北京和周边区

域为研究对象，计算和绘制物质生产、碳固定和人口支撑等五种景观生态系统服务，利用叠加和相关性分析不

同服务之间的作用和识别服务热点，可根据评价结果对生态系统服务关键地区进行生态保护措施管理。
服务间博弈权衡是景观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重点，也是社会生态系统生态风险评价过程中所应关注的方

面，将景观生态系统服务应用到社会生态系统生态风险管理中，对作为评价终点的生态系统服务做出全面的

评估，能提高评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生态风险评价中做到统筹兼顾。
2．4 不同评价方法的应用特点与不足

图 3 解析了 3 个不同层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风险评价的逻辑作用关系。生态系统作为有机整体，外

界胁迫下导致系统结构与过程中物质能量的动态变化，从而影响系统功能整体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

在上述基础上解析社会经济活动驱动下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中人类福祉的影响，可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

DPSIＲ 理论框架子系统中进行分析; 为深入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与风险源空间作用关系，可引入空间线性

回归分析对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与风险源对此进行剖析。

图 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风险评价的逻辑作用关系

Fig．3 Logical effect relationships abou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ecological service

图 4 总结了三个不同层次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风险评价方法的应用内容与特点: ( 1) 基于某种特定服

务的实体属性评价方法的适应范围是评价外界压力对某类特定功能或者系统中某些服务功能的影响，通过建

立相应功能服务与对应压力的指标体系，利用影响矩阵等方法分析两者的作用关系，该评价方法直观明确，评

价指标与方法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生态系统过程作用，但从复杂的生态系统作用角度考虑，需提高该方法的复

杂性和非线性。( 2) 基于复杂生态系统作用方法，考虑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动态性，引入相关概念或模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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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在外界压力作用下结构与过程变化下功能变化，能较好实现对生态风险的模拟评价; 但为更好结合

结构功能与生态过程，需明确与生态结构与过程相关特性表征参数。( 3) 针对社会生态系统下外界驱动对社

会福祉的影响，DPSIＲ 理论框架能把握生态系统过程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该框架内各子系统间的

非线性还有待深入提高，怎样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该框架中及其作用如何还有待于研究。景观生态系统服务

能对景观上生态风险实现较好的评价与管理，现有方法仅靠线性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从定量的关系进行直观

评价，应深入结合景观格局过程对其进行分析。

图 4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风险评价方法的应用内容与特点( DPSIＲ: Drive-Pressure-State-Impact-Ｒesponse)

Fig．4 Appling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ing methods based on ecological service

3 生态系统服务与风险表征

作为生态风险表征的评价量纲，生态系统服务在表征形式与评价量纲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3．1 评价表征形式

一般来说，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中，评估结果常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来表征。Munns 等

人［62］尝试将生态风险评价流程运用于传统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评价中以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表征生态风

险。目前常用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评价方法是等价分析法，是一种在服务-服务基础上确定生境损失和收益

的方法，采用假定的生态标尺作为量度人类福祉变化的表征参数，衡量社会福利的环境收益和损失［63］。其关

键的假设是: 从服务类型、质量和价值的角度，由损害导致的服务损失应与补偿修复计划提供的服务收益相

等［64］。除了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表征形式，还存在不利服务的表征形式。生态不利服务是由于生态系统在

外界多重压力的胁迫累积作用下，系统结构与过程发生了质的改变下产出与人类福祉相违背的服务［65-66］。

Escobedo 等人［67］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不利服务综述了分析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与外界污染作用关

系。Lytimaki 和 Sipila［68］指出在生态系统管理中，应关注外界驱动因素下生态系统不利服务产生对人类福祉

的影响，建议运用生态和社会学相关方法理论来解析某种不利服务相关的生态结构质变和相关的生态过程，

及其对不利效应进行评估。
3．2 评价量纲

评价量纲除了货币评价外，还存在“系统热力学指标”形式。生态系统服务经自然作用过程而形成，由太

阳能在不同时空尺度下驱动形成，因此系统热力学指标可作为评价量纲。作为能反映出能量和物质在不同情

景等级条件下转化率大小的热力学指标如能值、火用等指标均可作为评价量纲。Huang 等人利用能值方法归一

化城区与郊区地区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通过两者之间的物质流和能流的交换使用，利用影响矩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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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69］。在不同土地利用转化对河流生态系统累积效应的研究中，Li 等人利用

生态系统火用等指标评价了土地利用对底栖生物的有关功能的影响［70］。Xu 等人改进并提出一系列生态火用指

标，通过测度不同系统的生物总量，评价白洋淀不同水域生态系统功能的健康程度［71］。系统热力学指标作为

评价量纲的优点如下: 一是紧密联系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既能反映出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物质能量的

转化传递，也能体现出生态系统状态即生态系统结构组成与功能状态; 二是将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归一化后

可与现实中货币量纲进行转化换算，现有一些学者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和系统热力学指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评

价的作用，尝试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与系统热力学指标之间关系的研究，今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

价研究可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72-73］。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风险评价中理论发展和应用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理

想的评价终点”，既能明确保护实体和对象，又能紧扣生态系统复杂作用过程，还能加强风险评估、交流与管

理，在应用实践中可根据需求和评价对象的特点从 3 个层面进行生态风险评价，也可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作为

评价量纲提升生态风险评价时效性。
目前国内外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研究并不多见，一些方法使用大都借用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评价

终点的理念，大都数还都停留在探讨阶段。加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研究，可对传统的生态风险评

估框架进行完善和发展，结合现有研究特点和今后的研究需求提出以下展望:

( 1) 理论方面，为更好将评价终点落实保护对象实体及属性，需要参考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构

建完善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指标体系，在生态复杂过程实践操作中，需提升生态过程的主要参数选取及

获取的能力，可借鉴现有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有关模型将生态系统过程整合到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中，对

生态风险评价提供有力的支撑。此外，应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风险评估中不同流程中所起的作用，发展

相关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提高已有生态风险评估框架的可操

作性。
( 2) 评价方法上，现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大都数是回顾性评价，在今后发展中，需建立动

态模型进行模型预测。在理论要素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各种生态过程参数和理论模型，结合生态系统特点和

评价需求，构建动态的生态系统风险评价模型，模拟不同驱动情景对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影响，根据评估结

果进行生态风险的等级划分。现有评价案例大都关注风险效应，需加强风险发生概率的研究，增加生态风险

评价的不确定分析，提高模型评价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 3) 风险管理方面，为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在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作用，可借助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景观生

态系统服务等理论方法，重点突出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联系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纽带作用，使风险评价

模型更好服务社会生态系统风险评价，提高评价过程与社会生态管理过程的对接性。此外，应推动生态系统

服务在生态风险评估后续阶段作用的研究，将不同利益者的关注点纳入到评估过程中，借鉴现有生态补偿的

理论方法和不同利益者博弈分析，将评估结果应用到生态风险的控制和已有风险的修复，对相关利益者进行

补偿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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