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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生态系统对维持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格局、功能和过程具有特殊的生态意义。客观衡量森

林生态系统的服务效能，对于森林资源保护及其科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分析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机制、类型和效用，把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划分为提供

产品、调节功能、文化功能和生命支持功能四大类，建立了由林木产品、林副产品、气候调节、光合固

,、涵养水源、土壤保持、净化环境、养分循环、防风固沙、文化多样性、休闲旅游、释放氧气、维持生

物多样性 -3 项功能指标构成的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中的 -1 项功能指标以 0111 年

为评价基准年份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森林生态系统 -1 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生态经济

价值为 -/ 181O1=T-19 元 U A，其中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分别为 0 =-.O/=T-19 元和 -- =/1O81T-19 元，

间接价值是直接价值的 /O8 倍。研究认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工作应进一步加强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机制的基础研究和不同尺度下空间数据的耦合和应用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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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森林是人类和多种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W-X。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复杂的结构

和生态过程，是自然界最丰富和稳定的有机碳贮库、基因库、资源库、蓄水库和能源库，对改

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W0X。根

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中国现有的森林面积约 -O=.T-19F@0，居世界第五位，但森林

覆盖率（-8O==Y）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O8Y），人均森林面积和单位面积蓄积量同样处于世

界后列W0X。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对于保护森林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01 世纪 .1 年代初期，国外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主要以案例研究为主，方法主

要为旅行价值法和意愿调查法 W3>8X；,PMGANEA 等 W2X在 -..2 年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进行

了评价，其中将森林生态系统划分为热带和温带 U 北方林两类并分别进行了价值估算；日本

林野厅W9X于 0111 年对其国家的森林公益机能进行了经济价值评价，选取的功能指标包括水

源涵养等六大类。

我国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工作源于 01 世纪 91 年代初开始的森林资源价值核

算研究工作。中国林学会在 -.93 年开展了森林综合效益评价研究，-.99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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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 ’ ()*&+&, ,-,.&/ 01 102&,. &30,-,.&/ ,&2453&, #)* .6&52 4#%7#.50) 5) 865)#

注：“!”表示具备该类生态效益并可以进行价值评估；“9”表示由于评价方法、机制研究或数据等原因暂时无法进行

此项功能的价值评估。

功能

提供产品 调节功能 文化功能 支持功能

林木

产品

林副

产品

气候

调节

光合

固 8

涵养

水源

土壤

保持

净化

环境

养分

循环

防风

固沙

文化

多样性

休闲

旅游

释放

氧气

维持生物

多样性

评 价

内 容
! ! 9 ! ! ! ! ! 9 9 ! !

中心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开展了包括森林在内的资源价值核算工作；侯元兆等人:;<第

一次比较全面地对中国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评估，其中包括 = 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涵养水

源、防风固沙、净化大气的经济价值，并首次揭示了这 = 项功能是立木价值的 ’= 倍；李金昌

等:’><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例全面总结了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 世纪 ;> 年代

中后期开始，随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明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

研究工作逐渐深化，欧阳志云等:’’、’?<以海南岛为例深入开展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

价的研究工作，后又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周晓峰等:’=、’!<利用

生态定位观测资料对黑龙江省及全国的森林资源生态系统公益价值进行了估算；郭中伟等:’@<

在大量实地观测的基础上对神农架地区兴山县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系统评估；薛

达元等:’A、’B<在对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间接经济价值进行评估时，引入环境价值核算方法，首次

采用条件价值法对长白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进行了支付意愿调查；蒋延玲:’C<利用全国

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并采用 80,.#)D# 等给出的价值系数，估算了我国 =C 种主要森林类型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 B’BE!>’F’>CGHI J #；陈仲新等:’;<同样采用 80,.#)D# 等的价值系

数对中国生态系统效益进行了估算，其中森林部分的生态经济价值为 ’@ !==E;CF’>C 元 J #。

目前，中国森林资源仍存在着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林龄结构不合理、超限额采伐和

林地征占用现象依然严重等诸多问题:?<，客观地衡量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效能，对于森林资

源保护及其科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也是森林资源纳

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前提。本文拟在分析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其评

价指标体系，探索适宜的基于服务功能机制的生态经济价值评价方法，并探讨今后应重点关

注的一些问题。

?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次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千年评估工作组（KL）提出的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分类方法:?><，提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表 ’）。其中气候调节、防

风固沙和文化多样性 = 种功能，由于数据或评价方法的原因，尚难在全国尺度上进行评价。

=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

"#! 提供产品

林木产品：森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大量的木材。根据《?>>> 年全国林业统计指标》:?’<中

的相关数据，中国 ?>>> 年人工林及天然林木产品的总产值为 C@AE;AF’>C 元，加上村及村以

下竹、木采伐的相应价值 ?@=E>>F’>C 元，林木产品价值共计为 ’ ’>;E;AF’>C 元。

林副产品：森林生态系统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例如有木本粮食之称的板栗、柿子、枣

以及苹果、柑橘、猕猴桃、龙眼、荔枝、芒果、椰子等多种水果，生产食用油料的油茶、核桃、油

桐、文冠果、乌桕等以及其他药材和林特产品。根据《?>>> 年全国林业统计指标》:?’<中的相关

数据，林副产品的产值达到 ’ ?’@E’CF’>C 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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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结果，以 #$$$ 年全国林木产品和林副产品的总产值作为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

产品价值，得到其价值评价结果为 # %#&’!()!$* 元。

!"# 调节功能

%’#’! 光合固 +
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与大气进行 +,# 和 ,# 交换，固定大气中的

+,#，同时释放 ,#，对维持地球大气中的 +,# 和 ,# 的动态平衡，减缓温室效应，以及提供人类

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评价方法

以森林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0123415 016789/2:2/5; -00）数据为基础，根据光合作

用方程式估算森林光合固 + 量，固 + 生态效益采用中国造林成本 #<$’"$ 元 = /+>##?进行评价。

（#）-00 计算

各森林生态系统的面积及其分布来源于全国植被图（!@( $$$ $$$），各森林生态系统的

净初级生产力主要根据冯宗炜>#%?和陈灵芝>#(?及其它研究结果>#&?整理得到。利用 AB+CDEF%’#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处理，整理得到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总 -00 为 !(’$#<)!$*/ = 4（表 #）。

（%）固 + 量及其生态经济价值估算

根据光合作用反应式，由 -00 计算结果估算得到森林生态系统的年总固定 +,# 量为

##’*<#)!$*/，进一步折合成固定 + 量为 <’#%&)!$*/ = 4。用造林成本法计算得到森林生态系统

固定 + 的生态经济价值为 ! <#<’G<)!$* 元 = 4。

%’#’# 涵养水源功能

（!）评价方法

根据我国气候、地貌以及森林植被特征，确定该功能的评价区为降雨量大于 ($$33 的东

部地区。利用 AB+ CDEF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估算森林生态系统的涵养水分功能及其价值。

物质量评价采用降水贮存量法 >!$?，即用森林生态系统的蓄水效应来衡量其涵养水分的

功能>式（!）?。
! " #·$·% （!）

$ " $$·& （#）

% " %$ H %’ （%）

式中，! 为与裸地相比较，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分的增加量；# 为计算区森林面积；$ 为计算

区多年平均产流降雨量（(I#$33）；$$ 为计算区多年平均降雨总量；& 为计算区产流降雨量

占降雨总量的比例；% 为与裸地（或皆伐迹地）比较，森林生态系统减少径流的效益系数；%$

为产流降雨条件下裸地降雨径流率；%’ 为产流降雨条件下林地降雨径流率。

考虑计算区不同区域的降雨强度、降雨量变化特征和不同森林类型的减流效益特征，可

将式（!）进一步改写为：

表 #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净初级生产力总量

J4KL. # JM. /6/4L 4368N/ 6O -00 6O O61.P/ .96P5P/.3 2N +M2N4

森 林

类 型

寒温带

落叶

松林

温带

常绿

针叶林

温带、亚

热带落叶

阔叶林

温带落

叶小叶

疏林

亚热带常

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

亚热带

常绿阔

叶 林

亚热带、

热带常绿

针叶林

亚热

带竹

林

热 带

雨 林 、

季雨林

红 树

林
合计

面 积

Q!$*M3#R
$’!#& $’$(% $’#"& $’!!G $’#%* $’!$* $’&%G $’$$" $’$" $’$$! !’&<%

净生产

力Q!$*/R
!’$( $’%!* !’<"! $’"$! $’**( !’*<& &’%$"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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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式中，# 为计算区降雨量 *# 分区数，% 为降雨特征，+ 为不同区域的侵蚀性降雨比例，’ 为计

算区森林类型数。

该功能的生态经济价值可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价，水库蓄水成本取 #&’( 元 ) *+ ,--.。

（-）参数选取

*#：根据全国多年降雨总量的分布特征，将计算区划分为 / 个降雨强度区，其降雨量范围

及参数值见表 +。

+：将计算区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划分为北方区和南方区。北方地区降雨较少，较强降

雨相对集中于 ’01 月份，甚至一年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一两次降雨中；南方降雨次数多、降雨

量大，主要集中在 !01 月的雨季。根据降雨特征分别选取 + 参数值（/2-#**）为：北方区 +"

取 #&!,-’0+#.，南方区 +- 取 #&’ ,+"0++.。

,：根据已有的实测和研究成果，结合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分布、植被覆盖、土壤、地形

特征以及对应裸地的相关特征，得到计算区各森林植被类型的 , 值$表 !%。

（+）评价结果

首先将降雨量等值线图、地形图及植被类型图划定评价区范围，利用 345 6789 软件

的空间分析功能将评价范围图层与全国植被类型分布图进行叠加，得到评价区森林类型、降

雨量、+ 系数的综合分布图以及数据库，根据式（!）进行计算得到物质量评价结果，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计算得到价值量评价结果（表 /）。

+&-&+ 土壤保持

由于受气候条件、下垫面状况等的影响，我国自然因素土壤侵蚀类型主要包括水力侵

蚀、风力侵蚀、冻融侵蚀、重力侵蚀，其中水力侵蚀和风力侵蚀所占比例最大。森林生态系统

注：, 值主要根据周晓峰等 ,"+.、雷瑞德 ,+!.、余新晓 ,+/.、张金池 ,+’.、田大伦 ,+(.、黄礼隆 ,+:.、王彦辉 ,+1.、曾庆波等 ,!#.的实测结果整

理得到。

表 ! 计算区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 值

;<=>? ! , @<>A? BC DE? @<FGBAH CBF?HD ?IBHJHD?*H GK DE? I<>IA><D?L F?MGBK

森 林

类 型

寒温带

落叶松林

温带常绿

针叶林

温带、亚

热带落叶

阔叶林

温带落叶

小叶疏林

亚热带常

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

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

亚 热 带、

热带常绿

针叶林

亚热带

竹 林

热带雨林、

季雨林

, 值 #&-" #&-! #&-: #&"’ #&+! #&+1 #&+’ #&-- #&//

表 " 降雨量分区及参数取值

;<=>? + 4<GKC<>> LGHDFG=AD?L F?MGBKH <KL DE?GF N<F<*?D?F @<>A?H
降雨量范围 $**% !##0’## ’##0:## :##0" -## " -##0" ’## 2" ’##
*# 参考取值 $**% /## (## " ### " !## " :##

表 #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水分涵养量及其生态经济价值

;<=>? / 9<D?F F?MA><DGKM <*BAKDH <KL DE?GF @<>A?H BC DE? @<FGBAH CBF?HD ?IBHJHD?*H GK DE? I<>IA><D?L F?MGBK

森 林

类 型

寒温带

落叶松林

温带常绿

针叶林

温带、亚

热带落叶

阔叶林

温带落叶

小叶疏林

亚热带常

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

亚热带

常绿阔

叶林

亚 热 带、

热带常绿

针叶林

亚热带

竹 林

热 带 雨

林、季雨

林

合计

水 量

$"#:*+ ) <%
!1&::1 ""&!"/ ":"&:#- -&-/! ’#!&":! +:#&!1( " +’/&#+: ":&//- /(-&/!/ + ":’&"(/

价 值

（"#: 元 )<）
++&!-’ (&’!: "-"&:#( "&/"# !#!&:#+ -/!&1++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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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控制土壤侵蚀的功能及其经济价值

#$%&’ ( #)’ ’*+,+-.* /$&0’1 +2 1+.& ’3+1.+, *+,43+& 1’3/.*’ +2 4)’ /$3.+01 2+3’14 ’*+1514’-1

森 林

类 型

寒温带落

叶松林

温带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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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土地

面积 6)-<: 8( ?(">;= ;= ("<><( <(@ 87=>?( <!? "<<><; !<; 77?>@; 8@@ ?((>!! " @??>7? @@ (@?>@= ! <=@ =78><=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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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侵蚀控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防止风力和水力侵蚀方面的显著作用。本研究主要估算

森林生态系统防止风、水蚀的作用及由此产生的生态经济效益。

（!）评价方法

物质量评价采用如下公式A!!B。

! "#!$%! & （?）

!$、!&#!’(! ) （(）

式中，! " 为森林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 分别为风蚀为主区和水蚀为主区的土壤保持量，

!’ 为潜在土壤侵蚀量，!) 为森林分布区现实土壤侵蚀量。现实土壤侵蚀量来自于全国第二

次土壤侵蚀普查数据，潜在土壤侵蚀量取全国土壤侵蚀等级分类中的“强度”级对应的风蚀

模数或水蚀模数。

价值量评价采用机会成本法，估算森林生态系统因控制土壤侵蚀而减少土地废弃所产

生的生态经济效益。土壤表土平均厚度取 7>?-A!=B，利用式（=）估算因土壤侵蚀控制而减少的

废弃土地面积及其生态经济价值，单位农田年均收益取 !7 (=!>"" 元 9 )-<（<777 年农业总产

值为 !; @=;>?"C!7@ 元，农田播种面积为 !>;C!7@)-<）A8!B。

*&#! "·+ 9 67>?·!7 777·!: （=）

式中，*& 为减少土地废弃产生的生态经济价值，! " 为土壤保持量，+ 为单位农田年均收益，!
为土壤容重。

（<）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见表 (。

;><>8 净化环境

森林生态系统的净化环境功能包括吸收污染物质、阻滞粉尘、杀灭病菌和降低噪声等A!7B。

通常认为森林净化环境的能力是一种潜在的功能，但对于目前我国具有普遍意义的酸雨和

尘污染来说，其净化功能可以认为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根据净化功能机制研究现状和基

础资料齐备程度，结合大尺度评价过程中净化功能的显著性，本次研究选择了森林吸收 DE<

和滞尘两种功能进行评价，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净化环境功能的重要性。

（!）DE< 净化

据测定，阔叶林吸收 DE< 的能力为 @@>(?FG 9 )-<；柏类为 8!!>(7 FG 9 )-<，杉类为 !!=>(7
FG 9 )-<，松林为 !!=>(7 FG 9 )-<，平均为 <!?>(7 FG 9 )-< A!7、!!B。评价中，阔叶林和针叶林的面积

按 8">@H和 8=><H计，;H为针阔混交林 A<<B，可计算得到森林净化 DE< 的潜在能力为 < ;"!C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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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状况公报提供的数据，%### 年全国 &’% 排放总量为 " (()*
"#!$，若 +#,的排放量被森林生态系统所净化，则森林净化 &’% 的价值为 +)-("*"#. 元（&’%

的投资及处理成本为 /## 元 0 $·12%%3）。

（%）滞尘

研究表明，"45% 松林每年可吸附尘埃 +/-#$，杉林为 +#-#$，栎类林为 /6-)$。一个位于绿化

良好地区的城镇，其降尘量只有树木缺乏城镇的 " 0 (7" 0 .2%%3；一般，针叶林的年滞尘能力为

++-%# $ 0 45%，阔叶林为 "#-"" $ 0 45% 2""3，其潜在的滞尘能力为 !#-")*"#.$ 0 1。%### 年全国烟尘排

放总量为 " "/)*"#!$，采用与 &’% 净化功能相同的估算方法，可以得到森林生态系统滞尘功

能的价值为 )-(!*"#. 元（除尘运行成本取 "6# 元 0 $·12%%3）。

综合以上计算结果，得到森林吸收 &’% 和滞尘两种功能的价值总和约为 !"-.)*"#. 元 0 1。

+-%-) 养分循环

（"）评价方法

根据养分循环功能的服务机制，可以认为构成森林第一性净生产力的营养元素量即为

参与循环的养分量，参与评价的营养元素仅考虑含量相对较大的氮、磷、钾。物质量评价中，

各森林生态系统的净生产力见表 %，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植物体的营养元素含量见表 6；价

值量评价中，我国平均化肥价格取 % )!( 元 0 $2%%3。

（%）评价结果

物质量及价值量评价结果见表 . 和表 (。

!"! 文化功能

本研究中，文化功能仅评价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休闲旅游功能的价值。

表 # 计算区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养分循环总量 $%&’()
819:; . 84; $<$1: 15<=>$? <@ >=$AB;>$ CDC:B>E <@ $4; F1AB<=? @<A;?$ ;C<?D?$;5?（"#!$）

森 林

类 型

寒 温 带 落

叶松林

温带常绿

针叶林

温带、亚

热带落叶

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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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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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热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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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6-/! !#-+" ")!-#) %%%-(. "/-/# ".#-#+ "-() .#)-/)
H%’) %#-%. %-/% %!-(+ /-!. "!-() ("-"( !-/" !+-// %-/. %""-!"
I %+-/" 6-+) )%-"# "(-)! "".-#) ""+-#. "!-#+ (!-(/ "-#6 !!+-66

合计 .)-!( %#-!/ %"!-/6 //-++ %.6-#) !%6-%) +)-%! +".-/) )-6# " !/#-.+

注：表中数据寒温带落叶松林取自冯林等2!%3大兴安岭落叶松天然林的实测结果；温带常绿针叶林源自严昌荣 2!+3中国东

部华山松、油松、红松、樟子松的研究结果；温带、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取自刘广全2!!3在秦岭锐齿栎、黄建辉等2!)3在北京东灵山

对落叶阔叶林的研究结果；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源自梁珍海 2!/3对江苏栎林的实测结果；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来自于

莫江明2!63广东鼎湖山常绿阔叶林的研究结果；亚热带、热带常绿针叶林取自张晓东等 2!.3、项文化 2!(3对安徽马尾松、湖南会同

杉木的实测结果；亚热带竹林源自郑蓉 2)#3、曹群根 2)"3分别在福建、浙江的研究结果；热带雨林、季雨林取自卢培俊 2)%3、张萍 2)+3

分别在海南尖峰岭和西双版纳的实测结果；红树林源自何斌2)!3在广西英罗港红树林的研究结果。其中，部分成果是根据主

要树种器官生产力和养分含量综合得出的。

表 * 计算区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植物体营养元素含量

819:; 6 84; C<>$;>$ <@ >=$AB;>$? B> F;E;$19:; 9<JD <@ $4; F1AB<=? @<A;?$ ;C<?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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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年全国林业统计指标》%#!&中给出的相关数据，隶属林业系统管辖的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全年旅游直接收益为 ’(")’ !*!$’ 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

中的统计数据，游览在整个旅游收入中占的比重为 +(,-，按此比例估算，得出 #$$$ 年森林

生态系统提供的休闲旅游功能的总价值应为 !"+()!*!$’ 元。

!"# 支持功能

)(+(! 光合释氧

以净初级生产力数据为基础进行评价，计算方法及所需参数与光合固 . 相同，释氧效益

采用 /# 工业成本 $(+ 元 0 12 进行评价 %##&。计算得到总释放 /# 量为 !,(’)!*!$’3 0 4，价值为

, 5)#(+’*!$’ 元 0 4。

)(+(# 维持生物多样性

以森林自然保护区的机会成本、政府投入和公众支付意愿三方面构成森林生态系统维

持生物多样性功能的总价值。

（!）机会成本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66&中的统计，截止 #$$!
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 66! 个，总面积达到 !# "’"*!$+78#（其

中陆地保护区面积 !# )’5*!$+78#），约占国土面积的 !#("-。已建自然保护区中，按自然保护

区类型划分，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5," 个，面积为 # #+6($’*!$+78#；如果加上生境是森

林的野生生物类保护区 ， 则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个 数 达 到 "6, 个 ， 占 全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总 数 的

,!(,+-，面积达到 ) $#’("6*!$+78#，占全国保护区面积的 #)()#-。

#$$$ 年林业产业总产值为 ) 666(+5*!$’ 元%#!&，林业用地面积 #(,))*!$’78#，则单位面积

林业用地的产值为 ! )6$()6 元 0 978#·4:，由此可估算得出，森林生态系统因维持生物多样性

而丧失的林业开发机会成本为 +$"($!*!$’ 元。

（#）政府投入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自然保护区每年的总投入约 #*!$’ 元%6,&。以森林自然保护区占全国

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比例进行估算，可得到森林保护的政府经费投入为 $(+5*!$’ 元 0 4。

（)）公众支付意愿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全民每人每年捐赠支付金额为

!$ 元。据此估算得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支付意愿为 !#6(,’*!$’ 元。在《中国濒危动物红

皮书》%65&记载的 !,+ 种中国一级保护物种中，生境为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物种占 ,’()-，按此

比例估算得到森林生态系统维持生物多样性功能的支付意愿为 ’,(+,*!$’ 元 0 4。

综合上述结果，得到森林生态系统维持生物多样性功能的总价值为 +"6("+*!$’ 元 0 4。

+ 结果与讨论

根据以上评价结果，得出森林生态系统 !$ 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生态经济价值为

!+ $,#($,*!$’ 元 0 4（表 !$），相当于 #$$$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5-。

表 $ 计算区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养分循环价值%&’( 元 ) *+
;4<=> " ;7> >?@A@8B? C4=D>E @F AD3GB>A3 ?H?=BA2 @F 37> C4GB@DE F@G>E3 >?@EHE3>8E9!$’HD4A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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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5 )6($’ !$(#’ )"(#5 6,(’+ +(#) +6(’" $(6$ #$6(),
J#/6 6(!5 $(,5 ,(), !(,6 )(’! #)(#6 !(!’ !!(!) $(,’ 6)(’"
K ,($# !(’5 !)(#’ +("’ )$($" #’(’# )(65 #+(#$ $(#5 !!)(!#

合计 #!(5" 6(## 6+(5# !,("! 5)(!5 !$’("! ’("’ ’!(## !(+6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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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价值构成来进行比较，本次研究所评价的 "# 类功能中，林木产品、林副产品和

休闲旅游可看作森林生态系统的直接价值，而光合固 $ 等 % 种调节功能和支持功能构成了

其间接价值，则得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分别为 & ’"()!’*"#+ 元

和 "" ’!#),#*"#+ 元，间接价值是直接价值的 !), 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森林生态系统除为

社会提供直接产品价值外，还具有巨大的间接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对人类的贡献比林产

品的提供价值更显著。应该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估算，随着人们对森林生态功能

认识的深入，其生态经济价值将会更加明确。

本文的研究只是做了一些探索性工作，在指标的选取、定量化评价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

入、完善。今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工作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

进一步加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机制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应重点探索人类活动对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比较分析不同干扰方式与干扰程度影响下，生态系统结构与

生态过程的变化，以及相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响应特征与变化趋势，为森林可持续管理提供

基础；二是探索不同尺度下空间数据的耦合和应用方法，区域服务功能评价过程中指标参数

选取的精度和合理性是评价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森林生态系统在不同的空间单

元具有不同的生态功能，研究生态调节功能与各空间单元的自然环境条件、生态系统结构过

程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研究，还是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资源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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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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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V$%& W,(I<5-)#$%& X(;1Id.)EG$U @1-7*$ Y2([;2< /35Z< 1- +,(-./. 3.22./32(;? .61/</3.[ /.2O(6./ ;-Z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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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赵同谦等：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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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王 占 礼 -邵 明 安 -常 庆 瑞 ,黄 土 高 原 降 雨 因 素 对 土 壤 侵 蚀 的 影 响 897,西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44;-.<0!12:/:6:/=,8>?@A

B%*#C’D-EF?G HD#IC*#-JF?@A KD#ICL+D,MNN&O$( "N L*D#N*’’ N*O$"L( "# ("D’ &L"(D"# D# ’"&(( )’*$&*+,."&’ /%#01.*+#"1

2)+$’3#4)""#5$%&’3#6-:44;-.<0!12:/:6:/=,7

8.;7 王万忠-焦菊英,中国的土壤侵蚀因子定量评价研究897,水土保持通报-:44<-:<0=12:6./,8>?@A >*#CP%"#I-9Q?G 9+CRD#I,

K+$*#$D$*$DS& &S*’+*$D"# "# N*O$"L( D#N’+&#OD#I ("D’ &L"(D"# D# J%D#*,2733$&#% )8 !)#3 ’%5 9’&$+ :)%6$+0’&#)%-:44<-:<0=12:6./,7

8.47 彭 素 琴 -杨 兴 国 -柯 晓 新 -等 ,甘 肃 河 东 地 区 降 雨 特 征 分 析 研 究 897,水 科 学 进 展 -:44<-50:125365;,8TM@A E+CUD#-V?@A

WD#ICI+"-XM WD*"CYD#,Z*D#N*’’ O%*L*O$&LD($DO D# $%& &*($ L&ID"# "N $%& V&’’"[ LDS&L "N A*#(+ )L"SD#O&,.50’%"$6 #% 9’&$+

!"#$%"$;:44<-50:125365;,7

83/7 王少丽-李福祥,降雨特征分析及其与旱涝关系的探讨897,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44<-:<2;6:.,8>?@A E%*"\’D- ]Q ^+\

YD*#I,?#*’R(D( "N L*D#N*’’ O%*L*O$&LD($DO( *#_ $%& L&’*$D"#( [D$% _L"+I%$ "L &YO&((DS& L*D#,:-#%’ <7+’3 9’&$+ ’%5

=>5+),)?$+; :44<-:<2;6:., 7

83:7 黄欠如-贺湘逸-周慕卿-等,红壤丘陵果农复合系统的小气候效应初步观察897,江西农业学报-:44;-:/0.125<6;3,8F‘?C

@A KD*#CL+-FM WD*#ICRD-BFG‘ H+CUD#I-$& ’3,TL&’DaD#*LR "b(&LS*$D"# "# O’Da*$DO &NN&O$ "N &O"(R($&a( "N NL+D$ $L&&(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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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黄录基-胡鸣高-张绍贤-等,从土壤侵蚀角度讨论华南降水特征897,水土保持学报-:443-50:12=36</,8F‘?@A ]+CcD-F‘

HD#ICI*"-BF?@A E%*"CYD*#-$& ’3,? ($+_R "# L*D#N*’’ D# ("+$% J%D#* NL"a $%& SD&[ "N ("D’ &L"(D"#,@)7+%’3 )8 !)#3 ’%5

9’&$+ :)%6$+0’&#)%-:443-50:12=36</,7

8337 段舜山-林秋奇,广东缓丘坡地牧草果树间作模式的水土保持效应897,中国草地-.///-0=123=6!/,8d‘?@ E%+#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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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雷瑞德-张仰渠-党坤良,秦岭林区水文效应的研究8?7,周晓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8J7,哈尔滨2东北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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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N"L&($ L&ID"#,Q#2BFG‘ WD*"CN&#I,]"#IC$&La Z&(&*LO% "# J%D#*’( ^"L&($ MO"(R($&a(,F*&LbD#2@"L$%&*($ ^"L&($LR

‘#DS&L(D$R TL&((-:44!,..36.3!,7

83=7 余新晓-秦永胜-陈丽华-等,北京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初步研究897,生态学报-.//.-.. 0=125;365;<,8V‘

WD#CYD*"-KQ@ V"#IC(%&#I-JFM@ ]DC%+*-$& ’3,e%& N"L&($ &O"(R($&a (&LSDO&( *#_ $%&DL S*’+*$D"# "N f&DcD#I a"+#$*D# *L&*(,

."&’ B")3)*#"’ !#%#"’;.//.-..0=125;365;<,7

83<7 张金池-李土生-姜志林-等,苏南丘陵区主要森林类型水土保持功能研究8?7,周晓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8J7,

哈尔滨2 东北林业大学出 版 社 -:44!,3./63.<,8BF?@A 9D#CO%D-]Q e+C(%&#I-9Q?@A B%DC’D#-$& ’3,? )L&’DaD#*LR ($+_R "#

("D’ *#_ [*$&L O"#(&LS*$D"# N+#O$D"# "N a*D# N"L&($ $R)&( D# $%& %D’’R L&ID"# "N ("+$%&L# 9D*#I(+ )L"SD#O&,Q#2BFG‘ WD*"C

N&#I,]"#IC$&La Z&(&*LO% "# J%D#*’( ^"L&($ MO"(R($&a(,F*&LbD#2@"L$%&*($ ^"L&($LR ‘#DS&L(D$R TL&((-:44!,3./63.<,7

8357 田大伦-盛利元-何炳非-等,杉木林生态系统人为干扰的水文学效应研究8?7,周晓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8J7,

哈尔滨2 东北林业大 学 出 版 社 -:44!,3;!6343,8eQ?@ d*C’+#-EFM@A ]DCR+*#-FM fD#ICN&D-$& ’3,? ($+_R "# %R_L"’"IDO*’

&NN&O$ "N *L$DNDOD*’ _D($+Lb*#O& D# * J%D#&(& NDL )’*#$*$D"# &O"(R($&a,Q#2BFG‘ WD*"CN&#I,]"#IC$&La Z&(&*LO% "# J%D#*’(

^"L&($ MO"(R($&a(,F*&LbD#2@"L$%&*($ ^"L&($LR ‘#DS&L(D$R TL&((-:44!,3;!6343,7

83;7 黄礼隆,川西亚高山暗针叶林森林涵养水源性能的初步研究8?7,周晓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8J7,哈尔滨2东北

林 业 大 学 出 版 社 -:44!,!//6!:.,8F‘?@A ]DC’"#I,TL&’DaD#*LR ($+_D&( "# [*$&L O"#(&LS*$D"# N+#O$D"#( "N (+b*’)D#& _*Lg

O"#DN&L"+( N"L&($ D# [&($&L# EDO%+*#,Q#2BFG‘ WD*"CN&#I,]"#IC$&La Z&(&*LO% "# J%D#*’( ^"L&($ MO"(R($&a(,F*&LbD#2

@"L$%&*($ ^"L&($LR ‘#DS&L(D$R TL&((-:44!,!//6!:.,7

8347 王彦辉-刘永敏,毛竹人工林水文作用的研究8?7,周晓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8J7,哈尔滨2东北林业大学出版

社-:44!,3=!63<3,8>?@A V*#C%+D-]Q‘ V"#ICaD#,? ($+_R "# %R_L"’"IDO*’ N+#O$D"# "N * a"("b*ab"" )’*#$*$D"#,Q#2BFG‘

WD*"CN&#I,]"#IC$&La Z&(&*LO% "# J%D#*’( ^"L&($ MO"(R($&a(,F*&LbD#2@"L$%&*($ ^"L&($LR ‘#DS&L(D$R TL&((-:44!,3=!63<3,7

8!/7 曾庆波,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生态系统的水分循环研究8?7,周晓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8J7,哈尔滨2东北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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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01234%56784941/: :6:9/01 4; <84=/:>9 ;48?@< ?:4@6@<?A /0 B/>0;?019/01#5>/0>0 C@9>07%

C0D *5EF G/>42;?01%H4012<?8A I?@?>8:J 40 KJ/0>’@ L48?@< +:4@6@<?A@%5>?83/0D,48<J?>@< L48?@<86 F0/M?8@/<6 N8?@@#

!""$%$!&’$("%O

)$!O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PP! 年)*O%北京D中国统计出版社#(PPP%),></40>9 QR8?>R 4; S<></@</:@ 4; KJ/0>%KJ/0?@? S<></2

@</:@ T?>8344U2(PPP%Q?/V/01DKJ/0?@? S<></@</:@ N8?@@#(PPP%O

)$(O 冯林#王立明%落叶天然林林木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积累分布)WO%周晓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KO%哈尔滨D东北

林业大学出版社#!""$%X&’X"%)L+,- H/0#YW,- H/A/01%W::RAR9></40 >07 7/@<8/3R</40 4; 481>0/: A><<?8 >07 0R<8/?0<@ /0

0><R8>9 9>8:J ;48?@<%C0D*5EF G/>42;?01%H4012<?8A I?@?>8:J 40 KJ/0>’@ L48?@< +:4@6@<?A@%5>?83/0D,48<J?>@< L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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