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38 卷第 23 期

2018 年 12 月

生 态 学 报

ACTA ECOLOGICA SINICA
Vol．38，No．23
Dec．，2018

http: / /www．ecologica．cn

基金项目: 国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项 目 ( 2017YFA0604701); 中 国 科 学 院 战 略 性 先 导 科 技 专 项 ( XDA20020402); 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2017M620029)

收稿日期: 2018-05-09;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9-26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bfu@ rcees．ac．cn

DOI: 10．5846 /stxb201805091023

刘焱序，傅伯杰，赵文武，王帅．生态资产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概念交汇与重点方向．生态学报，2018，38(23):8267-8276．
Liu Y X，Fu B J，Zhao W W，Wang S．Ecological asset account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concept intersection and key research priorities．Acta
Ecologica Sinica，2018，38(23):8267-8276．

生态资产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概念交汇与重点

方向

刘焱序
1，傅伯杰

1，2，* ，赵文武
1，王 帅

1

1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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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管理的现实目标，对生态资产的准确刻画加深了资源管理者和使用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

是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从学术研讨向决策实践过渡的重要桥梁。然而，当前的生态资产核算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其

决策支持作用受到质疑。基于对生态资产研究近今进展的总结，生态资产实际核算一般取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集分

别作为存量和流量。如若将生态资产作为审计依据，则须把握先实物量后价值量的原则。在当前国际研究中，生态资产已经成

为区域景观管理和农户生计决策的重要绩效评估与情景优选工具。完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

规范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提升生态资产决策支持能力 4 项内容应引起未来生态资产研究的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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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ward a realistic goal of integrative management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armlands， lakes，and

grasslands，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ssets has aroused attention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The accurate characterization of

ecological assets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system services for both resource managers and users． Thus，it is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the transi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theory from academic research to decision-making practice．

However，the current ecological asset accounting resul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making its decision support

function questionabl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in ecological asset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conceptual

analysis，decision support，and key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intersection of concepts，the practical cases of ecological asset

accounting often consider the intersection of natural capital and ecosystem services，and regard them as stock and flow，

respectively． When the ecological assets are used as a basis of audit，the physical quantity of ecological assets should be

preferred over monetary value． The ecological assets have already been used as an importa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scenario optimization tool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landscape and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of farmer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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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ecological assets should focus on four aspects—developing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model，detec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supply and demand，standardizing ecological asset accounting methods，and

improving the decision support capability based on ecological assets．

Key Words: ecological asset; natural capital; ecosystem service; stock and flow; sustainability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惠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1］。提升生态系统服

务提供能力，提出适应性管理对策，已成为减缓和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议题
［2］。自 Costanza 首次实现全

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制图以来
［3］，通过价值化手段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一直被学界高度关注，并伴随着 TEEB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的成立达到新一轮研究

高潮
［4］。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在资源管理实践中的决策支持能力，业已成为国际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的前沿方向
［5］。依托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化，生态资产的概念也在我国学界逐步推广，并在近年来开始成

为我国自然资源管理的一种量化途径
［6-7］。可以认为，对生态资产的刻画加深了资源管理者和使用者对生态

系统服务的认识，是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从学术研讨向决策实践过渡的重要桥梁
［8］。

我国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为国家自然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系统修复提供了有力的管理平台。面向“山水林

田湖草”统一管理的现实目标，生态资产核算可能成为资源管理绩效考核的一项指标
［9］。然而，尽管管理者

对于生态资产核算有明确的决策需求，当前的生态资产核算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并未能用于

实际的资源管理考核实践。对此，以下几个生态资产研究中的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就概念界定而言，生态资

产与国外生态经济学界所聚焦的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化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区别于联系? 就决策

支持而言，生态资产核算结果在哪些领域取得了决策支持的作用? 就研究对象而言，未来生态资产研究的主

要内容应聚焦哪几方面?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从概念辨析、决策支持、重点内容三个方面，梳理并总结生态

资产研究近今进展，以期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研究更有效的支持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决策。

1 概念辨析

1．1 国内外主流观点

尽管国内生态经济学界广泛使用生态资产一词，但不少研究直接沿用了国外研究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或者自然资本的定义，未区分“资本(capital)”和“资产(assets)”。高吉喜等认为生态资产是自然资源价值和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合统一，应包括一切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福利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10］。该观点代

表了国内外学界对生态资产的主流认知，即生态资产包含了作为“存量( stock)”的自然资本和作为“流量

( flow)”的生态系统服务两大体系
［11-13］。然而，大多数研究在核算生态资产时既未严格遵循上述界定，也未明

确生态资产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自然资本的具体包含关系。通过案例梳理，本研究总结出以下 6 种在具体

研究中对自然资本、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刻画方式(图 1)。

如图 1a 所示，生态系统服务在一部分概念阐释里被包含在自然资本的范畴之内，是自然资本作用于人类

福祉的途径
［3］。那么，如果不明确区分生态资产和自然资本的关系时，可以认为生态资产是像自然资本一样

广泛的概念，即生态资产应大于生态系统服务而等于这种广义的自然资本。Costanza 在 2014 年重新评估全

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同时，提供了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逻辑关系，可以代表国际生态经济学界的一

种观点认知
［4］。

如图 1b 所示，当认为“资产”对“资本”具有包含关系时，生态资产的范畴即包含了作为“存量”的自然资

本和作为“流量”的生态系统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范式往往不涉及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

的相互作用，而是将二者作为并列形式表征。根据当前国内学界对生态资产的界定，这一关系在国内生态经

济学界较为常见
［10-12］，并在一部分国外文献中得以体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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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资本、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al capital，ecological asset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如图 1c 所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生态系统服务界定为“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这一概念并

不区分流量或存量，可以认为是对生态系统服务最为广义的一种界定方式。支持服务往往间接作用于其他 3

种服务从而提供人类福祉，计算支持服务的价值容易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复计算，因而较少在生态资

产核算中被使用
［14］。因此，当采用广义上的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时，实际评估的生态资产往往仅是一部分生态

系统服务
［15-16］。

如图 1d 所示，如果不考虑自然资本，仅强调生态资产，可以有生态资产等于土地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

组织形式
［17］。将该关系范式进一步细分，土地资源又可包括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形式，而与土地资源相

并列的生态系统服务则不应再强调供给服务，从而避免重复计算
［18］。此外在逻辑绘图中，由于自然资本往往

涉及地下不可再生资源，假设其范畴大于生态资产。

如图 1e 所示，如果不加以区分生态资产和自然资本(资产)，但剥离地下不可再生资源和支持服务，则可

衍生出一种新的关系范式。在我国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尝试中，即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19］。其中生

态系统服务主要以调节服务为主，不涉及支持服务;而自然资源资产(生态资产) 核算包括了矿产资源，与图

1a 中广义的自然资本范畴相似。该关系范式体现了生态资产核算的一种现实操作途径。

如图 1f 所示，针对如图 1b 的关系范式，考虑图 1e 将地下不可再生资源和支持服务剥离出生态资产的研

究范畴，则得出近年来生态资产核算中往往潜在具备的逻辑结构
［9，20］。也就是说，尽管生态资产的概念界定

上包含了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两大概念，但在实际核算中往往是上述两大概念的交集。
1．2 概念的交汇

基于图 1 可知，学界对自然资本、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并未达成统一认识。而事实上，无论是

以生态资产还是以自然资本为评估主体，目前研究在具体核算时都难以做到要素的穷举，所选取的核算内容

总体上是相似的。因此可以认为，从最终研究目标、具体操作途径而言，我国学者所关注的生态资产核算与国

际研究常见的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实际上具有概念的包容性;但在操作实现层面，鉴于自然资

源存量的不确定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多样性，生态资产核算很难完成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的加和。实际生态资产研究中所涉及的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往往是二者的交集而非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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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人地耦合系统的视角，为了使生态资产核算更有效的服务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与人类福祉的提

升，有必要增强生态资产核算内容的针对性，降低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图 2 所示的生态资产与自然资

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交汇可能更加符合生态资产核算的决策支持需求。该关系范式的逻辑依据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生态资产核算建议不包括自然资本中的地下不可再生资源。一方面，地下不可再生资源位于岩石

圈，并非由当前的生态系统所提供，很难认为地下不可再生资源与大气、水文、土壤、生物资源处于并列地位，

也不易将其对应于常见的生态系统服务;另一方面，如果将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源储量均囊括进生态资产中，则

生态资产核算将与目前国家所推进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内容有较大的重复
［21］，同一目标出现两个概念名词

不利于资源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建议生态资产核算从当前生态系统自身状况入手，不必涉及地质时代的

历史生态系统状况，从而强化概念的独立性与可操作性。
第二，生态资产核算建议不涵盖生态系统支持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一些服务很

可能是另一些服务的中间过程，最终服务体现了作为中间服务的累计效应
［22］。例如土壤形成、生物多样性维

持等服务并未直接作用于人类福祉，而是通过生产力的提升、基因库的保护、科教美学感知的增强等形式体现

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惠益
［14］。因此，在生态资产核算中应以计算供给、调节、文化服务为主，并重视自然资源储

量与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的因果关系，进一步避免重复计算。
第三，可持续生计的资本分类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人地耦合系统关注生态过程、生

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级联关系，可持续生计成为人地耦合视角下生态资产核算的重要决策支持对象。
可持续生计的指标一般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 5 种类型，而生态系统服务往

往被认为是自然资本的一项内容
［23］。在本研究所认识的生态资产核算范畴下，可以认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

本的核算有必要借鉴生态系统供给与文化服务的部分估算结果，使生态资产核算结果与可持续生计形成更紧

密的定量联系，也更全面的服务于区域人类福祉的提升。

图 2 生态资产与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交汇

Fig．2 The conceptual intersection of ecological assets on natural capital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 生态资产的决策支持指向

2．1 生态资产核算的不确定性

Constanza 等在首次完成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即提到，考虑到涉及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永远也无

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作出精确估价
［3，24］。近 20 年来的国内外生态资产相关评估也表明，无论是生态系统服务

物质量还是价值量，估算方法的差异往往造成结果取值数量级的改变
［25-30］。此外，生态资产的非使用价值

(存在价值)几乎无法用货币准确表征
［11，17］。因此，无论是生态资产实物量、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还是生态

资产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尚未能与人类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物质使用和价格水平直接对接，从而影响了生

0728 生 态 学 报 3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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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资产核算的决策应用能力。
然而，尽管学界普遍认识到生态资产核算的不确定性，将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的评估结果应用于管理

决策仍然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
［5，8］。在当前国内外研究中，生态资产核算已对一部分生态政策起到了

良好的评估作用，达成了决策支持的初衷。其中，一种有效降低不确定性的方式是采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

量制图进行国家生态工程的绩效评估
［31］，从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绝对取值的误差，并对生态工程的宏观空间

布局提供政策启示。此外，虽然一些研究并未明确采用生态资产这一名词，而使用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等

界定方式，但对象仍处于本研究所界定的生态资产范畴内。
近 5 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期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其

中，资源过耗、环境损害和生态破坏既是负债核算的核心内容
［19，21］，又是核算不确定性产生的关键来源，也是

离任 审 计 未 能 实 施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对 于 该 不 确 定 性，SEEA2012 (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Central Framework 2012)的处理方式是对于不具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仅进行实物量核算，而不列出

其价值量
［32］。在生态资产核算体系下，由于对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更完整的刻画，因此在自然资源对人类福祉

的实际作用表征上相对优于当前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但也因此面临着更明显的不确定性。对此，建议贯

彻“先实物量、后价值量”的核算思路
［21］，先测度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变化。一旦应用于重要生态功能区

的干部离任审计，所评估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的优先级也应高于价值量，从而有效降低生态系统服务间

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核算的误差。
2．2 面向可持续的区域景观管理

Turner 和 Daily 将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未能实现决策支持的原因归结为“信息失效”、“制度失

效”和“市场失效”三点
［33］，即生态系统服务不易全面表征、决策未能充分考虑服务供需的不匹配、很多服务

没有市场价格。同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权衡关系，以减少支持和调节服务为代价提升供给服务时，往往

会损害自然资本在未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造成系统整体可持续性的降低
［34］。面向可持续的区域景

观管理，使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更有效的服务于决策，四项生态资产管理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界的关注

重点，包括:第一，整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化、模型化、价值化;第二，核算景观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第三，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适应性管理;第四，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权衡
［35］。

面对第一和第二项议题，景观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核算已逐渐从早期的生态系统类型赋值转向模

型化评估，通过生态系统服务演化制图与情景制图为区域管理者提供空间决策依据
［36-37］。生态系统服务的

价值化虽然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核算体系
［38］，但少量生态系统服务已被纳入市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扩展

表中
［19］，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政策影响力。Schaefer 等在探讨美国的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政策与项目时强

调，决策支持的实现关键在于社会与生态数据的融合，从而更有效的模拟和评估这些项目
［39］。

面对第三和第四项议题，在城市规划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制图解决了生态资产实物量计量单位无法统

一的问题，可以为城市空间用途的划定提供定量依据
［40］。针对土地管理中的自然资本和人源资本( 生产资

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金融资本)，Jones 等认为自然资本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人源资本则体现了

人类福祉的需求，通过价值核算可以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从而有效服务于土地利用决策
［41］。通过

问卷调查，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的空间制图，则可以进一步在尺度上观察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对应关

系，从而提供生态、社会和经济相协调的景观规划依据
［42］。

整体看待上述 4 项议题，荷兰自然资本项目通过联合政府、企业和自然资本相关机构，在可持续的产业链

条、企业化的自然资本管理、国土空间开发 3 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43］。在更大尺度上，Schultz 等通

过欧洲和北美的 3 个案例分析表明，面向耦合系统的适应性管理可以有效强化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从

而达成区域生态和社会的共赢
［44］。放大至全球可持续性的范畴，Ehrlich 着重强调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

对可持续决策的重要支持，并将保障重要自然资本的安全作为重新调整( rescale) 人类文明、实现可持续性的

关键环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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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面向可持续的农户生计保障

在区域景观管理中，农户往往是最基本的利益相关者。一些大型生态工程的实施往往可以实现提升区域

自然资本的初衷，但在土地权属变更的前提下，生态工程不一定可以保障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各项资

本
［46-47］。虽然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形式，被认为是提升农户各项生计资本的重要途径

［48］。

但有学者认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是存在逻辑矛盾的:乡村中的富户掌握了更多的自然资本，因而可以在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中得到更多的服务付费;贫困户因为掌握自然资本较少，并不能获得充足的付费额度，从而

不利于生计的保障
［49］。换而言之，如果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理解为政府或企业购买农户所掌握的生态资产，

一旦付费力度不足，则更易对贫困户的生计方式造成冲击，从而不能达到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自然资本和农户其他生计资本存在联系的观点也在国外一些区域研究中得到定量验证。Barnes-Mauthe

认为，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互馈，社会资本的指标直接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流，甚至认为社会资本可

以看作是一种生态系统服务
［50］。Bremer 发现，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依赖于农户原有的社

会、人力、金融资本，土地使用权的无保障性是阻碍贫困农户参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重要原因
［51］。除现实

案例外，情景分析也是国外通过生态资产核算以支持决策的常用途径。Górriz-Mifsud 基于加泰罗尼亚 4 种森

林生态资产的管理情景表明，加强生物多样性在更大尺度上的社会收益可以弥补林木拥有者的机会成本损

失
［52］。Ward 等通过海洋生态资产评估表明，将大型渔业排除在海洋保护区之外，是对南非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最积极情景，其可以增加大约 50%的收入，生产最高的可用蛋白质，以及对小规模渔业的最高经济

分配
［53］。

近 20 年来，我国推行了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达成了区域生态资产提升和农户生计保障的共

赢。Cao 等测度了福建长汀县 2000 年以来的水土保持工程项目的经济收益，发现通过栽植经济林可以在增

强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实现农户的增收，实现可持续的生计模式
［54］。同时，长汀县对以沼气代替薪柴、以养

猪和渔业代替放牧等生计方式的改变均予以相应的资金补贴，从而在保护生态资产的同时提升了农户的金融

资本，实现了社会和生态的双赢
［55］。Zheng 等在河北对北京的稻改旱项目中发现，该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

具有 1．5 倍的收益成本比，化肥施用量的下降有助于提升水质，项目最终使上下游利益相关者共同获益
［56］。

Li 等对陕西山区移民搬迁项目的生态资产核算则表明，尽管长期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将形成项目的净收益，

但短期内巨大的搬迁成本阻碍了贫困户的参与，对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待强化
［57］。上述研究表明，生态资

产核算尤其是实物量的核算是区域景观管理的重要空间依据，而生态资产的价值量表征也已逐步成为衡量乡

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评价工具。

3 生态资产研究的重点内容与方向

虽然生态资产核算已开始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之中，国内外学界关于生态资产核算的争议从未停

止。尤其是价格的界定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行为，并非是完全客观的，不同人群对一项事物的价值认知可能存

在很大差异
［58］。在已知生态资产核算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本研究赞成不应盲目将核算结果总量与

经济总量直接对比，而应当进一步设定具体的可持续发展决策状态或情景，通过细化评估指标、明确决策对象

来寻找相对可靠的核算方法，将核算结果作为现状评判或情景比较的量化依据。立足人地系统耦合框架，生

态系统服务模型研发、供需耦合、可持续发展决策等研究内容成为生态系统服务桥接自然环境与人类福祉的

重要途径
［59，60］。据此，本研究认为在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与流动、生态资产价值评

估方法、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等方面，有以下重点内容值得高度关注(图 3)。
3．1 完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

在自然资本传递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共识上，实际上对该传递路径的刻画方式是并不清晰的
［61］。也就

是说，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的形成路径仍然未能被完全定量刻画，从而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在参数

设置上的巨大障碍。因此，在不同区域实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参数的本地化成为有效评估生态系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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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态资产核算重点研究内容

Fig．3 The key research contents in ecological assets accounting

务物质量的先决条件。除此以外，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模型的研究对象是不完全一致的。例如，自然资本计划

(The Natural Capital Project)所研发的 InVEST 模型目前在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评估中应用广泛，集成社会经

济数据的 ＲIOS 模型可以估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成本收益，同样集成社会经济数据的 OPAL 模型则关

注区域开发决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3 个模型共同实现了生态资产核算从物质量、价值量

到区域决策的研究流程。

由于生态系统支持服务与其他服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供给、调节、文化服务的建模应是生态资产核算

的关注重点。但同时文化服务的核算又有所特殊，采用利益相关者打分赋值的方式实际上反映的是受益方对

文化服务的需求。因此，度量文化服务的 SolVES 模型刻画着利益相关者的空间感知，尚未能被其他模型所替

代。AＲIES 模型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刻画，在生态资产核算中具有良好的前

景。但由于其全球版本尚未发布，暂不易评判该模型的应用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自主研发的

SAOＲES 模型通可以过优化土地利用格局实现区域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大化，进而实现自适应的生态系统

管理
［62］。随着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标的纳入，在该模型的 2．0 版本开发成功后，将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从评估

到决策的更为完整的刻画流程。
3．2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度量一直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难点。针对非市场价值难以量化的问题，有学者构

建了价格与偏好相组合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指标体系，初步实现了评价指标的整合
［63］。然而，即便确定了生

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量，并不一定能够在空间上刻画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供需关系。这是由于生态系统服

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在空间位置上是不匹配的，由此形成了生态系统服务原位流、定向流和全向流
［64］。对生

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深度刻画，即需要完成对生态系统服务流的表征。但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对生态系

统服务流的量化仍多集中供给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流的制图案例很少，全面刻画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空间关

系仍比较困难。

立足生态资产核算的需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研究需要至少明确两部分内容。第一，某项生态系统

服务有多少受益对象，这些受益对象在哪里，能够受益多长时间? 在生态资产研究的成本收益核算中，生态工

程的成本往往是相对易于核算的，而收益尤其是生态资产的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生态系统的产水

量提升并不表明这部分水资源一定产生了社会价值。识别不同受益对象的受益强度，可以更有效的判断人类

社会真实得到的生态系统惠益，从而降低收益核算的误差。第二，针对定向流和全向流，生态系统服务在向受

益对象空间传递时，空间溢出范围有多大，或者空间溢出强度有多少? 针对以某一区域人群福祉提升为目标

的生态工程，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估算后，需要扣除该服务向需求区域传递过程中产生的损耗，即明晰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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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受益对象的溢出过程。这是由于在溢出区域，服务的传递没有被服务需求方直接使用，并未产生使用价值。
在生态资产计算中如果将这部分溢出的服务也统计在内，会对成本收益核算的精度造成影响。
3．3 规范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

生态资产价值量的评估方法可分为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

法、机会成本法、条件价值法等多种形式
［17］。但问题在于，由于换算标准不一，各种方法所评估得到的生态资

产价值量是否具有可比性值得商榷。一般而言，生态资产价值量评估应贯彻市场价值优先的原则，先计算生

态资产的直接使用价值。对于间接使用价值采用其他方式表征，对于非使用价值多使用条件价值法。那么在

最终的生态资产价值量统计中，建议按照不同的估算方法分开展示结果，谨慎处理市场价值与机会成本、条件

价值的叠加，避免总价值量加和时的争议性。显然，这种结果展示是建立在已经细分生态资产类型、明确价值

量评估优选方法的基础上的。因此，规范生态资产指标体系成为生态资产价值量评估方法规范的前提条件。

正如国内外前沿进展的主要研究内容所示，在指标体系的规范过程中，应着重强调生态资产流量即生态

系统服务评估体系的规范。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福祉的计量很难有明确的边界，而主要体现在单位时间内的

增减关系上，即流量的概念;另一方面是由于自然资本的变化本身就会造成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二者叠加容

易形成重复计算。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评估往往以年为单位，可以与其他生计资本的流量取得良好的时间

对应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生态资产流量在年

际间可能是很不稳定的。考虑到降水量等气候条件对生态资产核算结果的影响，有必要采用多年的生态系统

服务评估结果相互对比，或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剔除气候的波动。
3．4 提升生态资产决策支持能力

建立与生态系统服务估算基础上的生态资产核算研究良好的提供了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的综合路

径
［65］，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了定量化的评估工具。生态资产核算对区域发展的决策作用既体现在对

已有生态工程的绩效评估上，也表现在对未来决策情景的模拟优选上。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方式，成本收益核

算体系的建立和利益相关者的意愿调查应是决策支持中最为常见的指标，而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而

言，生态工程的实施可以普遍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即生态资产有所增加。但随着土地利用方式和权属

的改变，利益相关者的生计条件受到冲击，可能产生较大的成本。系统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可以全面评估不

同尺度上服务供给方的成本和服务需求方的收益，从而得出较为可靠的决策评价结论。其中，局地尺度利益

相关者往往是主要的服务供给方，对其进行意愿调查是深入理解成本收益的重要途径。
面向众多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必要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探索不同目标的达成路径。该路径同样可以拆解

为宏观尺度的成本收益核算和局地尺度的利益相关者意愿。对于价值化误差较小的生态资产指标，可以直接

通过比较生态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价值增减关系，从而判断在该情景设置下区域人地耦合系统是否是可持续

的。对于不易价值化的生态资产指标，可以对比居民的感知偏好在不同情景下的赋值差异，排序得出局地人

地耦合系统可持续性最高的情景，并进一步判断该局地最优情景下区域系统能否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就

是说，考虑到生态资产核算方法自身的不确定性，最终的决策情景不一定是总价值最大，也可以是总偏好最

优，但区域具体选择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一定将是生态资产供给方和受益方在主观意愿上共同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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