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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各种的惠益，自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后在国际上迅速成为生态

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前沿热点。联合国大会于 2012 年正式批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IPBES）建设，制定概念框架，确定近期研究主要任务包括三项快速的评估和两项政策决策性的评估。本文探
索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区域集成方法，并以黄土高原地区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壤保
持、碳固定具有正效应，与产水量间存在负效应；粮食生产能力与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人工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密切相

关。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消长和权衡具有尺度依赖性，
植被恢复的区域适宜性评价及水分效应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黄土高原；权衡；区域集成

1 引言

务的提供产生影响，随即产生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是人类从生

与协同问题。然而，由于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

态系统中所获得的各种惠益[1]。与人类生活直接相

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十分复杂，为了系统地

关的服务类型有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揭示区域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征，

供给服务是指从生态系统获得的产品，包括食物、

优化生态系统结构，确保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必

纤维、淡水及遗传资源等；调节服务是指从生态系

要在区域尺度上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集成研究 [5]。

统过程的调节作用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调节气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的集成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各

候、水资源以及调控某些人类疾病；文化服务是指

种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之

通过精神生活、发展认识、思考、消遣娱乐以及美学

间的相互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多源数据评价、以及

欣赏等方式，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收益，

不同驱动力情景下（包括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

包括知识体系、社会关系以及美学价值等方面 [1-3]。

与污染、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生态系统服务之

支持服务是指为提供其它生态系统服务而必需的

间的关系，为开展区域尺度上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以

服务类别，例如产出的生物量和大气中的氧气、土

及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之间的优化组合分析提

壤形成与保持、养分循环、水循环以及提供栖息

供必要的评价指标与模型集。

地。尽管支持服务不直接和人类发生关系，但与其
[1]

它三类服务有着密切的联系 。生态系统服务是链
[4]

接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桥梁 ，对维持生态

2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现状
2.1 国际热点和前沿

生态系统服务自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后在国际

安全，保证人类自身安全和维持人类高质量的生活

上迅速成为生态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热点

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和前沿。联合国 2000-2005 年开展的千年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产生于人们对生态系统服

评估计划明确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评估指标体

务的需求偏好。当人们消费某一种或某几种生态

系和方法，并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评估。在

系统服务时，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其它生态系统服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发布的综合报告中指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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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半期，维持人类福祉的一些关键生态系统服
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即评估的 24 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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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存在问题
（1）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工作，目前关于生态系

生态系统服务中，有 15 项正在退化） 。生态系统服

统服务在评价方面仍缺少可靠的生态学基础研究，

务的丧失将对人类福祉产生严重影响，直接威胁区

导致评估结果存在偏差、应用性不强、可信度不高、

域乃至全球的生态安全[1]。该评估结果已引起随后

不同研究组在不同区域开展评估得出的结论差异

的国际计划，如联合国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欧

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生态系统的复杂结构、

[1]

盟委员会 2020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状况的制图与综

功能和过程以及生态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

合评估计划、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导

复杂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很难从生态系统结

下，2009 年启动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

构和功能角度来精确模拟和预测服务的状态和变

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对维持人类福祉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6-8]。

在 2012 年，联合国大会正式批准 IPBES 建设，

IPBES 成为继气候变化领域（IPCC）之后第二个环境
领域内的全球性计划。目前，IPBES 有 130 多个成

员国，涉及开展生态系统服务评估、通过评估创造
知识、作为政策的决策工具和方法、和开展能力建
设四大功能。为了更好地开展评估，IPBES 构建了

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概念
框架，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因素划分为直接驱动
因素和间接驱动因素。其中，直接驱动因素包括自
然驱动机制和人为驱动机制的影响，间接驱动因素
包括政策、制度以及治理方式。该评估在空间尺度
上从全球、亚全球、国家及局地四个不同尺度开展；
在时间尺度上根据基准年建立模型系统来进行预
测和情景分析。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评估方法、构建评估指
标体系，IPBES 确定了近期研究的主要任务，包括开

展全球生态系统作物授粉和粮食生产能力、土地退
化与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外来入侵物

化。尽管众多学者从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系统
（供给）与经济系统（需求）之间的桥梁角度，构建并
逐步完善了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务与价值
的级联式框架[9-12]。然而，一种生态系统服务可能来
源于生态系统的一种功能或多种功能组合。也就
是说，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
的，每一类服务中的每一项服务都可能由一种功能
或多种功能组合产生，只是每种功能对每一类服务
生产的贡献不同而已。例如，供给服务中的粮食供
给主要是由支持功能中的土壤形成，调节功能中的
气候调节、营养调节、授粉调节、生物控制，以及供
给功能中的水量供给、基因资源等一系列生态系统
功能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又如，调节服务中的空气
质量调节主要是由调节功能中的气体调节、气候调
节、废物处理与吸收、植物的阻隔效应等一系列生
态系统功能综合作用而产生的。正因如此，可以指
代或表征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系统功能指标
通常是多元的，它们与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之间很可
能是非线性的关系。这样，通过生态系统功能指标
来精确模拟和预测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和变化并
非易事，可能需要借助机理或半机理模型来实现。

种及其控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

所以，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应当以生态系统功能与服

三项快速评估，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

务关系的深入剖析作为切入点，紧紧围绕生态系统

景方案及建模，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结构与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社会福祉这一主

化、价值评估及核算的两项政策决策性评估。当

线开展。

前，IPBES 建议通过加强与地球观测组织、生物多样

性观测网络等合作，共同促进生态系统服务观测在
数据获取与观测网络建设等方面的规范化，以及与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缺乏统一的指标体
系和方法，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在过去 10 多年
中，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呈现迅速增加趋势，这

已实施的评估项目（如全球环境展望、贝尔蒙特论

些指标为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提供了必要的

坛）密切合作，由此更好地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的评

起始点[13，14]。但是，受决策目标的复杂性、主要用户

估与保护。

以及需求的多样性、测量值转化为有效指标所需资

http://www.resci.net

3

傅伯杰等: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集成方法

2016 年 1 月

源的有限性、以及大部分指标对可获得数据的依赖

度的测试，或开发针对区域或样点尺度的专门模

性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这些指标未真正形成一套

型 [19，20]。在特定尺度上，需要提高地面观测数据质

科学化、系统性和规范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指

量和加强模型标记管理（即针对特定区域推荐旗舰

标体系。因此，在 IPBES《在不同尺度范围内及不同

模型），
以推进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工作。

尺度范围间制定评估和整合评估的指南（征求意见

2.3 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趋势

稿）》
（IPBES 专家组和工作组的内部资料，未发行）

2.3.1 加强生态系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

中，强调了指标开发与选择应基于对以往指标类

系研究

别、测量方法、指标相对优劣的详细评议，提高生态

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相互关系是生态系统

系统服务指标体系的构建能力。Müller 和 Burkhard

生态学的基础内容，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间的关系

指出了当前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构建的主要任

研究是计算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的基础。紧密围

务，包括:①加强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识别；②找出

绕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社会

测性和可量化度；④评估指标的不确定性 。

可以表征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元生态系统功能

适合特定情况的最优指标聚合度；③提高指标的可

福祉这一主线，基于长期监测试验和模型模拟寻找

（3）生态系统服务本身存在时间和空间两大尺

指标，是加强生态系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

度，然而，时空尺度研究方法目前没有得到解决，这

系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起始点。而生态系统功能与

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难点所在，也将对政策决策

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矩阵是探索或可视化二者之间

（如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范围、补偿时间等相关管

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关系（即每种生态系统

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阻力。由于尺度缩放过

功能参与一种/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而每种生

程和环境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导致跨尺度外推

态系统服务由一种/多种生态系统功能产生）的重要

[15]

[16]

的结果与实际观测值有所不同 。当空间粒度

方法或手段。生态系统功能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

（grain）恒定，时间粒度幅度（extent）越大，或当时间

矩 阵 的 框 架 构 建 和 具 体 研 究 过 程 可 以 借 鉴 SEQ

粒度幅度恒定，空间粒度越大时，观察到的异质性
越大，观测对象的不连续性越高。系统特征中的这
些突变形成了“尺度域”。在每个域内，研究组分之

Ecosystem Service FRAMEWORK （http://www.eco-

system servicesseq.com.au/）最新成果:基于生态系统

研究的理论成果和专家打分法，来评估每种生态系

间的功能关系是恒定的；而在域间，组分之间的功

统功能对于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打分标准

能关系并非是恒定的。因此，在同一域内或表征尺

是:专家组成员对每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多种生态系

度恒定的对象或系统（如分形系统）的缩放，通过相

统功能，依据其对该种服务传递的重要性进行打

对简单的回归函数就可以完成，例如，通过幂律函

分。通过上述过程和方法可以更好地明晰生态系

[17]

数表示干扰的大小与频率的相关性 。然而，通过

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而为生态系

简单的数学模型却很难洞悉两个或多个尺度域缩

统服务的优化管理提供明确的指导。

[18]

放中的非线性关系 。因此，需要确定“尺度域”和

2.3.2 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关系

各尺度缩放的阈值，识别跨尺度相互作用，并开发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包括权衡关系

可以跨尺度整合这些相互作用的多尺度模型。地

（Trade-off）和协同关系（Synergy），生态系统服务管

面观测和全球模拟模型是预测生态系统服务时间

理的前提是对这两种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高生物

和空间变化的重要的数据来源。然而，由于生态系

多样性特征的自然生态系统，其调节服务和文化服

统较大的时空尺度，生态监测数据一般是大型而稀

务水平相对较高，尤其是调节服务能力。然而，随

疏；而许多全球模型在区域和地方水平，由于空间

着人类利用程度（如土地利用变化）的增加，生态系

分辨率太粗或缺少区域特定的重要过程很难使用，

统调节服务水平逐渐降低。而供给服务水平在自

无法满足区域或当地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对数据

然生态系统中最低，人类集约型农业生产系统供给

要求。因此，必须缩小全球模型尺度、进行区域尺

服务最高。通过应用自组织和协同理论，辨识各种
http://www.res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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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尺度大小，厘清服务之间的快

法，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权衡或协同进行判定[21，24-28]。

变化（服务的供给过程）和慢变化（服务的调节过

目前，已开发了较多的甄别生态系统服务类型间相

程）相互作用关系；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动态关

互 关 系 的 模 型 ，如 InVEST、ARIES、ESValue、

系在外界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如土
地利用变化）作用下的权衡或协同关系，并利用 GIS

和数理统计模型，对权衡或协同的空间结构及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

[21，22]

。模型模拟与情景分析在生态系

EcoAIM、EcoMetrix、NAIS、SolvES 等模型。这些生

态系统服务模型主要基于 RS 提供的大范围实时更
新的数据源与 GIS 空间分析平台，应用空间分析算

法（如相关分析），对生态系统服务类型间相互关系

统服务评估中可以发挥以下 3 种作用:（1）预测影响

进行判别。然而，定量化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

气候变化等）；
（2）评估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如对物

统计参数均方根偏差（The root mean square devia-

生态系统的直接驱动力（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变化、
种灭绝、生存环境移动等）的影响；
（3）评估驱动力
和生态系统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如对洪

同分析研究相对较少。Bradford 和 D’Amato 利用
tion，RMSD）作为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量化
的指标[29]。RMSD 量化了单个生态系统服务标准差

水调节服务、碳存储服务、文化价值等）的影响。因

与平均生态系统服务标准差之间的平均差异，描述

此，通过模型模拟与情景分析等方法综合分析权衡

了离平均生态系统服务标准差的分散幅度。如图 1

或协同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生态系统服务
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可以对区域生态补偿等政策的
制定起到支撑作用。
2.3.3 生态系统服务的集成和优化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中，供给服务和调节
服务是矛盾的。植被覆盖度高时调节服务水平高，
与之相应的粮食生产能力就低，即供给服务水平
低。因此必须通过权衡不同服务功能项，科学地集
成服务项以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优化，以期为与生

所示，RMSD 通过某一对生态系统服务坐标点到 1∶1
线的距离来表征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在
1∶1 线上（如点 A），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为 0；距离

1∶1 线越远（如点 B 与点 D）/越近（如点 C），生态系统
服务之间权衡度越大/越小。此外，数据点较 1∶1 线

的相对位置也说明了在某种情景下，哪种生态系统
服务的收益更多一些（如点 B 表示收益生态系统服
务 1，而点 D 表示收益生态系统服务 2）。该指标延

伸了权衡的意义，即从传统意义上生态系统服务的

态系统服务相关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
生态恢复在总体上能够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特
别是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水平，但若想同时提升
供给服务的水平，需要同时增加投入，以营造供给
服务的生产条件。从国家安全角度，通过综合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及面临问题，建立以生态
系统保护为主和建设多功能景观类型的两种发展
模式，是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的最佳途径[23]。例
如，将农田转变成多功能景观类型，虽然粮食生产
能力降低了，但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了植
被覆盖度，使气候调节、休憩和旅游等价值最大化，
从而可以实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价值的最大
增幅。

3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区域集成
3.1 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量化方法
当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分析研究仍以
定性分析较多，主要是通过空间制图与统计分析
http://www.resci.net

注：图中 A、B、C、D 点为某一对生态系统服务坐标点，坐标点到 1∶1
线的距离表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在 1∶1 线上生态系统

服务的权衡为 0，偏离 1∶1 线越远（即箭头指向），生态系统服务的
权衡越大，权衡的大小顺序为 B>C>A；B 与 D 权衡的大小相同，但 B
点表示收益生态系统服务 1，
而 D 点表示收益生态系统服务 2。

图 1 均方根偏差法[30]

Figure 1 The root mean square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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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关系，到纳入了同方向变化的不均匀率。目

务综合特征地图提供给不同决策阶段的参与者，使

前为止，RMSD 是量化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系

决策者权衡利弊，最终制定出切实有效有益的决策

统服务之间权衡度的一个简单、但有效的方式 。

规划。生态系统服务制图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即

3.2 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关系

服务的供给（supply）、需求（demand）以及多种服务

[29]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具有高度的复

之间的权衡（trade-off）。服务的供给是指某研究区

杂性。在黄土高原较湿润与较干旱区域，生态系统

域在特定的时空尺度内生产一系列能被人类利用

特征和生态系统服务（如地上生物量、土壤有机碳

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可

储量、土壤总氮储量、土壤储水量和林下植被多样

以通过价值量或物质量来度量。服务的需求是指

[30]

性等）对林龄的响应存在较大的差异 。随林龄的

特定研究区域在某时间尺度内被人们使用或消费

增加，土壤有机碳、地上生物量和土壤总氮储量呈

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可以通过需求分

现上升趋势，而土壤储水量（特别是较干旱地区）和

布、需求量以及受益者所处的位置等来描述，包括

林下植被多样性则呈现下降趋势；且土壤有机碳和

如人口分布、聚落大小和位置、消费构成等具体指

总氮基本处于 1∶1，表明两者间存在协同关系，即土

标。通过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与需求的各

壤有机碳增加，土壤总氮也增加；而土壤储水量和

自制图结果进行叠加运算，最终生成某区域一种或

林下植被多样性与其它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较

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供给与需求平衡关系图，显

大，土壤储水量和林下植被多样性间的权衡最大，

示生态系统服务的赤字或盈余[31]。

土壤有机碳和土壤总氮储量之间的权衡最小[30]。这

3.3.2 生态系统服务区域集成方法

些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的差异可能是由

生态系统服务的精确定量需要基于生态系统

竞争关系、质量分配策略、时间滞后效应以及林龄

结构、过程和时空变异性，而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集

差异所导致。另外，随着林龄的增加，除土壤储水

成的重点，是探索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并

量随之下降外，其它生态系统服务的收益呈现增加

进行优化。综合集成研究主要发挥了计算机技术、

趋势，这表明其它生态系统服务收益的增加是以消

应用统计学方法、GIS 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在地

耗土壤储水量为代价的。但是，不同景观类型的多

理－生态过程研究中的作用，开展基于对过程理解

种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权衡关系具有较高的空间差

和定量阐述的模型研究，如建立区域综合模型、多

异性，因此，对水限制景观类型的空间直观管理，在

尺度地理－生态过程模型等[32]。在生态系统服务的

改善水供给服务收益的同时，也要注意协调与维持

综合集成研究中，基于观测数据（一手数据）的统计

[30]

其它生态系统服务的收益 。

学分析，主要作用是识别生态系统的过程、功能、资

3.3 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本，量化与不确定因子之间的联系 [33]。GIS 空间分

3.3.1 区域生态系统系统服务制图
为进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首先需要
[28]

析技术主要作用是：①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与需求
时空格局分析及其空间制图；②应用空间分析算法

对区域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进行制图 。生态系

（如相关分析），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权衡或协同

统服务制图是指根据决策需求，选择合适的制图评

进行判定；③使用局部统计算法，识别生态系统服

价方法，对特定时空尺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
布进行量化描述的过程。生态系统服务制图是生
态系统服务的综合评估，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决策制

务重点区域；④根据不同时期的生态系统服务物理
量或价值量的空间格局，揭示其时空动态；⑤制定

空间明晰化的生态工程实施方案和生态系统服务

定过程的初期，通过对收集的自然-社会综合特征

管理等政策与措施[34]。而模型模拟主要是对于现实

数据（包括气象气候、区位地形、遥感、地理、土地利

世界的事物、现象、过程或系统的简化描述或其部

用以及统计数据等）进行综合分析，建立符合区域

分属性的模拟、预测、假设验证、空间制图以及尺度

实际及决策需求的生态系统服务制图模型，然后通

推绎等，一般包括环境模型（生态系统功能变量关

过制图综合，将最终分析得出的该区域生态系统服

系、不确定性分析、误差估计）、社会模型（生态系统
http://www.res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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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社会认知、需求与价值化）、环境与社会关系
模型（基于概率逻辑的图形模型，如贝叶斯方法、神
[33]

经网络、模糊逻辑）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区域集
成方法包括定性比较权衡法（玫瑰图），空间制图、
叠置与重点区域识别（供需平衡、成本-收益）以及
综合模型系统。
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集成模型框架应该包括:①
确定产出:基于自然-社会综合特征的情景分析，确
定所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土地利用的优化配置）；②

包含内容:尺度、服务类型、组分间相互关系、驱动要
素（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多源数据综合
分析；③方法:从模型模拟的对象、采用的参数、模型

结构、模拟方法、适用尺度等角度对现有的各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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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水量减少 1~54mm，35%的区域面积产水量

增加 1~10mm；并且土地利用变化对于产水量减少

的 作 用 率 在 欠 水 年 为 56% ，在 丰 水 年 份 为 10% ；
2000-2007 年产水量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在 20002001 年稍有上升，退耕 3 年后产水量逐渐稳定[37]。

（3）土壤保持。通过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

计算并结合 GIS 手段研究区域的土壤保持效应。由

此得出，2000-2008 年间，区域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
平均为 1.53 亿 t/a，且土壤保持率逐年增加，平均保

持率为 63.3%[38]。在工程措施和植被恢复措施的共
同作用下，黄河在潼关站的泥沙量由 20 世纪 70 年
代的 15~16 亿 t，减少到现在每年 3 亿 t 左右[39]。

（4）碳固定。通过结合区域植被净生产力模型

型和模型组合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评述，建立符合

（CASA 模型）和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CENTURY 模

区域实际及决策需求的生态系统服务制图模型

型）分别估算植被固碳和土壤固碳，并结合 GIS 手段

库。然后，通过权衡分析模块和多目标优化模块
（即情景分析），判别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
系，由此获得使用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农业、造
林、草地等）下的最优土地面积比例[35]。
3.3.3 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综合评估
以黄土高原地区为例，详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及区域集成方法在黄土高原地区多种生态系统服
务（包括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碳固定和粮食生产）
综合评估过程中的应用。
（1）黄土高原地区土地覆盖变化。应用建立的
生态系统服务集成模型对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系统

研究区域的固碳效应。研究表明，2000-2008 年间

黄土高原植被生产力显著增加，植物生长固碳速率
为 9.4gC/（m2.a）（P<0.01）；植被固碳的增加在空间
不均衡，主要发生在 37%的土地面积上。植被固碳

最大增量发生在年降水为 400~600mm 左右的区域，
即该区域的植被重点恢复区 [40]。2000-2008 年，黄

土高原地区生态系统固碳量增加了 96.1TgC，相当

于 2006 年全国碳排放的 6.4%，该区域生态系统从
2000 年 的 碳 源 变 为 2008 年 的 碳 汇 ，固 碳 量 从 -

0.011PgC 增加到 0.108PgC。退耕还林还草是生态
系统固碳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土壤固碳量的增加稍

进行集成后，结合遥感数据与 GIS 手段在区域尺度

显滞后，将随年限的增加发挥出巨大潜力[40]。

通过对比 2000 年和 2008 年黄土高原地区土地覆盖

家统计局黄土高原地区粮食生产的统计数据核算

木、森林和聚落有一定增加，荒漠化土地分布有少

年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但单位面积的产量

上绘制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分布图。
情况，由此获悉，坡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草地、灌
[36]

许扩展 。
（2）区域产水量的时空变异与驱动因素。通过
区域产水量方程（水量-蒸散量）与建立的区域蒸散

（5）供给服务。在供给服务方面，主要依据国
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由此得出，2000-2008
逐年增加，在植被恢复初期粮食总产量减少，之后
逐年增加，在植被恢复 5 年后达到动态平衡[36]。

通过以黄土高原地区为例进行的生态系统服

发模型 计算并结合 GIS 手段，研究“退耕还林还草

务权衡及区域集成方法的应用，可以得出，土地利

（GFG）”政策实施期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气候

用变化与土壤保持、碳固定具有正效应，与产水量

变化两种驱动因素影响下区域产水量的时空变

间存在负效应；粮食生产能力与农业生产条件改

异。由此获悉，2000-2008 年间，土地利用变化导致

善、人工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但是，生

的综合作用下，区域产水的时空异质性增加，37%的

植被恢复的区域适宜性评价及水分效应方面还需

[37]

38%的区域产水量减少 1~48mm，土地利用和降水
http://www.res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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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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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杰等: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集成方法

Trade-off analyses and synthetic integrated method
of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FU Bojie，YU Dand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Ecosystem services are the benefits that people obtain from ecosystems.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s has been a hotpot in the fields of ecology,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ince 1990s.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a strengthened
linkage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was established officially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2012. To
date，IPBES has buil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and
determined the main tasks，including three rapid assessments and two assessments for policy
decision.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main tasks，we synthesized trade-off analyses and synthetic
integrated method of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and took the Loess Plateau as a case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bov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and soil conservation，carbon sequestration，while there w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and water yield. In addition，the grain productive capaci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artificial inpu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As
trade- off and synergy among the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are scale- dependent, more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aspects of regional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water effect.
Key words:ecosystem services；Loess Plateau；
trade-off；
regional ensemble

http://www.resci.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