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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定河作为北京重要生态屏障的核心，其生态建设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通过建立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

增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后生态服务价值增量。研究结果表明：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增量

为482.77亿元。在服务价值增量中，文化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供给服务分别占73.24%，23.28%，2.74%和

0.74%。与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前生态服务价值存量对比分析发现，工程建设带来的生态效益增加明显，生态

服务价值增加了1.12倍。生态修复工程对房地产价值增值及沿河地区产业发展推动作用明显，其中景观美学价值增

加260.60亿元，产业贡献价值增加112.37亿元。此外工程建设对永定河调节气候功能和净化空气服务价值提升作用显

著。研究科学评价了工程生态效益，也为动态监测和分析河流生态状况，开展定量生态管理提供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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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ongding River is the core of the important ecological barriers in Beijing.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iver is very significant. The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the increment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fter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is finished of the Yongding Riv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incremental 
value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Yongding River is 48.28 billion CNY. The value of culture services, support services, 
regulation services and provision services accounted for 73.24%, 23.28%, 2.74% and 0.74%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stock ecosystem servic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brought b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have increased obviously. 
The valu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s increases 1.12 times. The real estate valu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promoted 
obviously by the project.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landscape aesthetic and industry contribution services are 26.06 billion and 
11.24 billion CNY. In addition, the appreciation of climate regulation and air purification services also increased obviously by 
the project. The study evaluated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scientifically, meanwhile provided som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in dynamic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the river ecolog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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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春等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总布局，将生态

文明上升成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基础及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已成为共识。

城市的生态化 [1] 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方向以及城市现代化管



·154· 《生态经济》第33卷第11期（2017年11月） Ecological Economy, Vol. 33, No. 11 (November 2017)

理改革的突破点，已成为城市科学学界及政府管理部门关

注的热点。世界银行于 2010 年提出 Eco2 Cities（ecological 

cities as economic cities）的概念，我国从 1987 年至 2012

年 6 月，在中国知网上发布的关于生态城市的科研论文多

达 6 147 篇 [2]。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相关要求，我国多数省份开展了以节能、节水、清洁生产

为重点的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以及以大气、水、土壤等资源

要素为支撑的污染整治工作。部分大中型城市，例如北京、

天津，为提升城市品质，开展了以城市绿化、河湖生态修

复等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作。其中河流生态修复

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在缓解生态退化，修复受

损生态系统以及改善周边生态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3-6]。

由于城市河流生态修复是以拟自然的方式对自然河流

进行的生态修复，相比于自然演替的生态修复，具有重建

速度快、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等特点，其与周边生境的协调

程度，河流生态系统的自维持能力短期内难以做出准确的

判断。为客观评价人为积极干预下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变

化情况，分析其产生的生态效益，需要构建以生态修复工

程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动态监测，动态评价与

分析不同时期河流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变化趋势。本研究选

取永定河作为研究对象。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多年来

由于天然降水减少、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系统严

重退化。为建设京西生态屏障，全面提升西南五区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北京市启动永定河大型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投资 170 亿元，从水生态保护、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保

障 3 方面对境内永定河 170 km 干流及 8 条主要支流开展

生态修复建设，建设面积达 1 500 km2。永定河生态修复

工程是我国目前开展的建设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生

态修复工程，也是京津冀加强区域生态治理合作的重要途

径。本研究对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后生态服务价值增

量进行了评估，并对建设前后河流生态服务价值存量及增

量进行对比分析，用以指导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后续建设，

为我国北方类似河流开展生态修复建设提供经验及借鉴。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和数据

永 定 河 流 域 位 于 东 经 112°06′ ～ 117°45′， 北 纬

39°18′ ～ 41°20′，发源于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和山西高原的

北部，流域总面积 47 016 km2。永定河北京段（幽州—梁

各庄）主河道全长 170 km，其中官厅山峡段（幽州—三家

店拦河闸）全长 92 km，平原城市段（三家店拦河闸—南六

环路）全长 37 km，平原郊野段（南六环路—梁各庄）全长 

41 km，河道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大兴和房山五区，

流域面积为 3 168 km2。目前平原城市段生态修复工程（门

城湖、莲石湖、晓月湖、园博湖、宛平湖及输水循环管线，

简称“五湖一线”）已建成，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三区。

“五湖一线”的建设彻底改变了永定河三家店拦河闸—南六

环路一线河道干涸、砂石裸露的面貌，实现了湖泊溪流相

连的生态景观，在改善周边生态环境，恢复永定河水生态

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水务统计年鉴》、北京

市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相关汇报材料以及已发表的相

关论文。

2.2  研究方法

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7] 中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划

分，借鉴北京水生态服务功能与价值相关研究成果 [8]，结

合永定河绿色发展带建设前后水生态系统及周边社会经济

发展实际情况，从提供产品服务功能、调节功能、支持功

能以及文化功能四方面建立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服务

价值增量评价指标体系（图 1）。

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服务价值增量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 4 大功能 12 项指标 ：

（1）供给服务 ：指通过水生态系统提供的可以进行市

场交换的产品，包括供水价值和水产品 2 项指标。

（2）调节服务 ：指通过生态过程所形成的有利于生产

与生活的环境条件与效用，包括水资源调蓄、水质净化、

空气净化、气候调节和洪水调蓄 5 项指标。

（3）文化服务 ：指水生态系统的美学、文化和教育等

功能，包括旅游休闲、景观美学以及水文化传承 3 项指标。

（4）支持服务 ：指水生态系统所形成的支撑发展的条

件与效用，包括产业贡献、生物多样性保护 2 项指标。

针对不同的评价指标选取不同的评价方法，按照各项

生态服务功能的特点分别选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工程法、

支付意愿法等多种方法，进行评价指标的定量核算和评价。

3  评价结果

3.1  供给服务

永定河三家店以下原本是干涸无水，生态退化严重河

图1  北京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服务价值增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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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态修复后，现有雨水集蓄以及外部调水将用于满足

永定河周边景观及环境用水需求。根据年可供水量及供水

的市场价格确定供水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

V1=Q1×P1 （1）

式中 ：V1 为供水功能价值（元）；Q1 为年环境用水量（m3）；

P1 为环境用水价格（元 /m3）。

由于永定河区域年降水量 575 mm，“五湖一线”河道及

河滨带面积为 807 hm2，年雨水量为 0.46×108 m3，每年外

部调水量为 1.3×108 m3，即合计供水 1.76×108 m3。2012 年

北京市环境用水量为 5.67×108 m3（再生水 3.73×108 m3），

产生的总价值为 11.49 亿元，均价为 2.03 元 /m3。永定河

环境用水的总价值量为 3.57 亿元。

3.2  调节服务

（1）水资源调蓄。地表水资源调蓄价值、地下水资源

调蓄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核算 ：

V2=Q2×P2 （2）

式中 ：V2 为地表水资源调蓄功能价值（元）；Q2 为地表水

调蓄水量（m3）；P2 为单位调蓄价格，采用综合用水价格替

代（元 /m3）。

V3=Q3×P3 （3）

式中 ：V3 为地下水资源调蓄功能价值（元）；Q3 为地下水

调蓄水量（m3）；P3 为单位调蓄价格，采用综合用水价格替

代（元 /m3）。

2012 年永定河地表蓄水量为 1.28×108 m3，地下水资源

量为 3.13×108 m3[9]。根据永定河全长 170 km，平原城市段

37 km 可知，平原城市段地表水调蓄水量为 0.28×108 m3， 

地下水资源调蓄量为 0.68×108 m3。根据北京市各行业用

水量及用水价格计算可知北京市综合水价为 5.28 元 /m3。

水资源调蓄功能的生态服务价值增量为 5.07 亿元。

（2）水质净化。水质净化功能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

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4）

式中 ：V4 为水质净化功能价值（元）；Q4i 为湿地对第 i 类物

质的纳污能力（kg）；P4i 为处理第 i 类物质的工业处理成本。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再生水厂出水标准为Ⅳ类水

标准，即 COD 30 mg/L，总氮 1.5 mg/L，总磷 0.3 mg/L[10]。 

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要求河道水质要达到Ⅲ类水标

准，即 COD 20 mg/L，总氮 1.0 mg/L，总磷 0.2 mg/L。按

COD 工业处理成本 3.5 元 /kg，总氮处理成本 1.5 元 /kg，

总磷处理成本 2.5 元 /kg 进行核算，可知水质净化功能价

值增量为 0.05 亿元。

（3）空气净化。

①增加负离子量。增加的负离子功能价值使用替代工

程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V5=Q5×S×L×P5/100 （5）

式中 ：V5 为增加的空气负离子的价值（元）；Q5 为负离子

浓度（个 /cm3）；S 为水面面积（hm2）；L 为河道影响高度

（cm）；P5 为市场负离子价格（元 /1010 个）。

根据北京林业大学 2010 年 4 月对永定河沿岸负离子

浓度测算可知，永定河负离子浓度为 1 315.6 个 /cm3[11]。

当前“五湖一线”建设增加的河道水面面积为 385 hm2，河

滨带 422 hm2（包括潜流湿地），共计 807 hm2。按河道及

河滨带上方 10 cm 所含负离子总数计算流动河水增加的负

离子量，得到负离子总数为 10.62×1014 个。根据市场上

负离子发生器价格 2.08 元 /1010 个，可知永定河增加的负

离子的功能价值为 22.09 万元。

②吸收粉尘量。吸收粉尘的功能价值使用替代工程法

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V6=Q6×P6 （6）

式中 ：V6 为吸收粉尘的功能价值（元）；Q6 为年吸收粉尘

量（kg）；P6 为工业粉尘处理成本（元 /kg）。

永定河沿岸五区县的月均降尘量为 7.662 t/km2[12]，生

态修复工程建设增加河道及河滨面积为 807 hm2，工业粉

尘处理价格为 0.15 元 /kg，可知吸收粉尘的功能价值量为

11.13 万元。

③抑制风沙量。减少风沙源、抑制风沙量的功能价值

使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V7=Q7×P7 （7）

式中 ：V7 为抑制风沙的功能价值（元）；Q7 为抑制风沙量

（kg）；P7 为工业粉尘处理成本（元 /kg）。

未进行生态修复工程之前，永定河平原段沙地面积

为 389.35 km2，占全市沙地总数的 65.96%。北京本地沙源

对沙尘的贡献率为 16%[13]，每年大于 5 m/s 的起沙风多达

840 h。根据北京市 2010 年环境状况公报可知，北京 2010

年总尘量为 175.33 万吨。工业粉尘处理价格为 0.15 元 /

kg，核算可得永定河抑制风沙的功能价值为 0.28 亿元。

（4）气候调节。

①吸收热量。吸收热量功能价值使用替代工程法进行

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V8=Q8×P8×10-11/3 600α （8）

式中 ：V8 为吸收热量的功能价值（亿元）；Q8 为水面增发

吸收热量（J）；P8 为电价 ；α为能耗比。

北京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 100 mm[14]，水在 100℃ 1

标准大气压下汽化热为 2.26×106 J/kg，“五湖一线”水面面

积 385 hm2，计算可知水面蒸发吸收热量为 9.57×1015 J。

空调的能耗比为 3.2，北京电价为 0.488 3 元 / 千瓦时，可

知吸收热量功能价值为 4.06 亿元。

②增加空气湿度。增加空气湿度功能价值使用替代工

程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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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9=Q9×P9×β （9）

式中 ：V9 为增加空气湿度的功能价值（元）；Q9 为水面增

发的水量（m3）；β为 1 m3 水转化为蒸汽的耗电量 ；P9 为

电价。

北京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 100 mm，“五湖一线”水

面面积 385 hm2 计算可知，水面蒸发水量为 423.5 万 m3。

根据家用加湿器功率 32 W 计算，将 1 m3 水转化为蒸汽耗

电量为 125 千瓦时，北京电价为 0.488 3 元 / 千瓦时，可

知增加空气湿度的功能价值为 2.58 亿元。

（5）洪水调蓄。洪水调蓄功能价值使用影子工程法进

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V10=Q10×P10 （10）

式中 ：V10 为增加的洪水调蓄功能价值（元）；Q10 为洪水调

蓄水量（m3）；P10 为建设水库库容成本。

根据《2012 年北京市水务统计年鉴》，可知“五湖一线”

所在的三家店—卢沟桥拦河闸的调蓄能力为 0.197×108 m3。

单位水库库容造价为 6.1 元 /m3[15]，核算可知洪水调蓄的

功能价值为 1.20 亿元。

3.3  文化服务

（1）旅游休闲。①旅游娱乐。根据 2010 年、2012 年北

京旅游业概况，可知门头沟、石景山、丰台 3 个区 2010 年、

2012 年旅游总收入分别为 146.4 亿元、195.3 亿元。调

查发现水生态系统在旅游总收入中的比例为 12.3%[6]，即

2010 年、2012 年水对 3 个区旅游娱乐的贡献为 18.00 亿元、

24.02 亿元，据此得到永定河旅游娱乐增加价值为 6.02 亿

元。②休闲。根据张振明等人 [9] 对永定河休闲功能游客支

付意愿的调查可知，6.45% 的人首选去永定河旅游，人均

年旅游次数为 2 次，每次平均旅游天数为 1 天，旅游花费

平均值为 243 元。2012 年北京市人口为 2 069.3 万人，计

算可知永定河休闲价值为 8.66 亿元，相比于建设前增加的

休闲价值为 1.57 亿元。

（2）景观美学。水景观对房地产价值增值作用十分明

显，本研究中用房地产增值计算水的景观价值。根据北京

房地产业协会统计可知，2012 年北京二手房均价同比上

涨 5.1%。而永定河“五湖一线”周边住宅小区晓月新城（建

筑面积 14×104 m2）、银海星月（7.4×104 m 2）2012 年成

交价相比于 2011 年上涨 20%、11.11%（数据来源于链家

在线），因永定河建设产生的房地产增值为 2 235 元 /m2、 

1 082 元 /m2，其平均增值为 1 836.3 元 /m2。由于两区房

地产增值主要是由于沿河水景观带来的，将房地产的增值

换算到沿河长度为 7.04 亿元 /km。平原城市段河段为 37 

km，景观美学功能价值约增值为 260.60 亿元。

（3）水文化传承。采用调研拦截和网络调查方式开展

永定河水文化支付意愿的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1 970

份。58.90% 的人愿意支付的金额小于 20 元 / 月，平均

支付意愿为 46.70 元 / 月，永定河文化价值总支付意愿为

85.40 亿元 / 年。

3.4  支持服务

永定河绿色发展带自 2010 年开工建设以来，在促进

沿河区县建筑业、房地产业以及信息服务、软件服务、租赁、

金融等行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收集相关

统计资料发现，北京市 2009—2012 年 GDP 年增速约为

13.57%，而永定河平原城市段所属的丰台、石景山、门头

沟三区 2009—2012 年 GDP 年增速约为 18.92%，明显快

于全市平均水平。由于水对产业的贡献效率为 20.06%[6]，

推算 2009 年、2012 年水对三区的产业贡献为 164.79 亿元、

277.16 亿元，增值为 112.37 亿元，将其计为永定河生态修

复工程建设带来的产业贡献价值增量。

3.5  永定河生态工程的生态服务价值增量

综上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水文化传承生

态服务价值增量的计算，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服务价

值增量为 482.77 亿元。在生态服务价值增量中，文化服务、

支持服务、调节服务、供给服务分别占 73.24%、23.28%、

2.74% 和 0.74%。

4  结论

通过对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中“五湖一线”建设完成之

后河流生态服务价值增量核算评价结果可知，永定河“五

湖一线”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带来的河流生态服务价值增量

为 482.77 亿元。与张振明等人 [11] 核算得生态修复工程建

设前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存量（432.82 亿元，表 1 中服务

价值存量数据来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生态修复工程建

设完成后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相比于建设前增加了 1.12 倍

（表 1）。

表1  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单位：亿元）

服务功能 评价指标 服务价值存量 [11] 服务价值增量 总量

供给
供水 2.62 3.57 6.19

水产品等 0.05 0 0.05

调节

水资源调蓄 41.11 5.07 46.18
水质净化 0.69 0.05 0.74
空气净化 0 0.28 0.28
气候调节 3.25 6.64 9.89
洪水调蓄 206.12 1.20 207.32

文化

旅游 0.41 6.02 6.43
休闲 7.09 1.57 8.66

景观美学 0 260.60 260.60
水文化传承 156.98 85.4 242.38

支持
产业贡献 — 112.37 112.37

生物多样性保护 14.5 — 14.5
合计 432.82 482.77 915.59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服务价值存量列数据引用张振明等人 [11] 的研究

数据，其他数据为作者文中核算汇总。

工程建设前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存量主要源于洪水

调蓄以及水文化传承。其中洪水调蓄服务价值 206.12 亿

元，占价值存量的 47.62%，水文化传承价值为 156.98 亿

元，占价值存量的 36.27%。这两项服务价值明显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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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服务价值，得益于多年来永定河防洪工程的建设以及居

民对水文化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工程建设后永定河景观

美学价值及产业贡献价值增加明显，其中景观美学价值增

加 260.60 亿元，占价值增量的 53.98%，产业贡献价值增

加 112.37 亿元，占价值增量的 23.28%。可以看出工程建

设完成初期对房地产价值及沿河区县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

显。工程建设后永定河调节气候功能、净化空气功能相比

于建设前有明显提高，其中气候调节功能增加了 2 倍，净

化空气功能尤其是抑制风沙功能得到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得出如下结论 ：（1）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

建成后其生态服务价值是建成前的 2.12 倍，其生态效益实

现倍增，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带来的生态效益显著。

（2）根据工程建设前后的评估结果分析，生态服务价值增

量较多的为永定河景观美学价值及产业贡献价值。其他如

气候调节生态服务功能、旅游休闲生态服务功能、空气净

化生态服务功能均有明显提高。工程建设完成初期基本实

现了“建设生态屏障、服务水岸经济、提升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建设目标。（3）综合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的存

量和工程建成后的增量，从生态服务功能总量看，永定河

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其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为 915.59 亿元，

其生态服务价值主要贡献依次来自于景观美学服务、水文

化传承价值和洪水调蓄价值以及产业贡献价值和水资源调

蓄价值等。

本研究是对永定河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的生态服务

价值增量的评估，通过构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指标体现，

动态评价和分析了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后生态服务

价值的变化，定量评价了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益，对进

一步监测和分析河流生态状况，深入开展河流生态定量管

理提供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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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持续发展。政府和公众应进一步

进行监督和辅助。政府应该提高其服务职能的意识，建立

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宣传、监督。民众作为市场中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在发挥自身的参与、监督作用外，也应积

极参与用人单位的抱团治污实践。企业、政府、公民通过

良性互动，建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实现共享经济格局

下的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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