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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千年生态系
摘 要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是当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
统评估之后如何将两者关系应用到生态系统管理和政策制定中逐渐受到重视 。 然而，从理论
上的两者关系认知到应用上的管理实践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有利于更好地
指导管理实践。本文基于近年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 ，从生物多样
性对生态系统单种服务、多种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影响以及环境变化如何影响这些关
系等方面，总结了两者关系的主要研究进展 ，概述了两者关系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森林生态系
统管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和农业生态系统改善等领域中的应用，分析了两者关系研究中依
然存在的不足之处，强调未来需加强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 生物多样性不同组分相互作用和
多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相互关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环境耦合变化对两者关系的复合效应
以及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实践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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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WEN
Zhi 1，2 ，ZHENG Hua 1，2* ，OUYANG Zhi-yun 1，2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ecological research． The ways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appli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policy have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after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Services
Assessment in 2005． However，applying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into practical
managemen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Examining recent progresses may help to guide practices and policies． We summarized recent progress in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terms of the impacts of biodiversity on single ecosystem service，ecosystem
multifunctionality and trade-offs of ecosystem services，as well as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s affected these relationships． Moreover，we outlin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relationships in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forest management，degraded ecosystem restoration，and agro-ecosystem improvement．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shortcomings in relationship studies and then emphasized that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trends are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biodiversity components and multiple
trophic levels on ecosystem services，the coupl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the relationships，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biodiversity for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s．
Key words： global change； biodiversity； ecosystem functions； ecosystem services； ecosystem
management．
人类生活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是指地球上数以百计的动

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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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也是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核心

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

［1－2］

。其既是生态系统
［3］

。 生态系

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s） 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
［4－5］

得的各种惠益

，既包括各类生态系统为人类所

提供的食物、纤维、淡水、医药及其他工农业生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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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也包括支撑与维持了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如调
节气候、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维持生命物质

生态系统服务影响，是物种质量 （ 用功能性状表征 ）
［19］
问题 ，包括群落中优势功能性状，物种功能性状

的生物地化循环与水文循环、养分循环、土壤形成与
［4，
6－7］
，并受生物多样
保持、生物防治和净化环境等

的互补性，功能性状多样性，功能性状在群落空间的
分布格局，以及与功能性状有关的生态系统结构属

［1，
8－9］

性调控

。人类活动加剧引起的生物多样性丧
［1，10］

失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严重退化

，生物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和热
［1，
11］
。
点问题
全球正努力地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
服务退化问题。2012 年，在联合国环境署主导下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 正式宣布成立，
体现了 2005 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之后世界各国对
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再次高度关注，也是继应对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之后又
［12］
一个政府间全球性环境评估计划 ，同时也意味着
实践中已逐渐重视如何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
［1，
11］
。 近年来，在
务的相关知识应用到现实管理中
全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各地开展了大量两者关系
的研究工作，在理论上取得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
［13］

性和过程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系统发育多样性
关注重点在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和进化上的独立
性，进化关系的远近与群落中功能性状分化和物种
［20］

，因此，群落物种区系的组成、起源
和演化也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物种数量、物种质
形成关系密切

量连同环境构成生态系统多样性。 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生物多样性组分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并不相互
矛盾，而是互补性地从不同角度认识构成生态系统
的结构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

2
2. 1

生物多样性与单种生态系统服务关系

很多研究只关注生物多样性对单种生态系统服
务 影 响，尤 其 是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生 产 力 相 互 关
［14，
21－22］

系

。对于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关系目前仍有

争论，既与生态系统生境有关，也与营养级类别有
关。在消费者和分解者中，高生物多样性有利于提

利于生态系统服务维持

、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
［14－15］
、单种生态
性丧失均会显著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高生产力，例如森林中微生物多样性促进生产力增
［15］
加 。但生产者中，控制试验和野外测定均表明两

系统服务研究会低估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统服
［16］
务影响程度 等诸多认知，但在实践应用中仍面临

［22］
［23］
者关系没有定论，既可为正相关 、负相关 ，也
［24］
可为曲线相关 ，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对生产力影

着诸多挑战，例如如何利用生物多样性认知指导森
［11］
［17］
林恢复 和改善农业生态系统 等。 本文从生物

响的复杂性。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内涵出发，阐述了两
者关系研究的主要进展和存在问题，以期进一步推
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研究和应用 。
1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内涵

早期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研究集
［18］
中于分析物种多样性作用 。 近年来，随着对生物
多样性认识的加深，功能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
［13，
15］
。 探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也被认为影响显著

近年研究的一个新特征是从单种生物多样性组
分转变为考虑多组分，并关注到其他生态系统服务，
［21］

、土壤肥力［13］ 和土壤保持［25］ 等。 正如
物种多样性一样，功能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会
例如固碳

［13，
20］
，但生物多样性组分的
显著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相对重要性没有定论，例如南美地区热带森林中植
［14］

，阿根廷中部植
物功能多样性是碳富集主要驱动力 ，与中国热带
［21］
森林研究结果类似 。相比森林，草原中系统发育

物物种丰富度增加可提高碳储存

［26］

［27］

多样性比功能多样性更好地解释了生产力变化
［28］
但比物种多样性解释力度稍弱 。

，

系统服务关系，其实质是探讨生态系统中物种数量 、
物种质量、物种间亲缘关系、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

2. 2

用等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具体来说，物种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

单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生
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但生态系统同时

是物种数量问题，包括物种种数、物种数量在群落空
间中的分布格局，群落中优势物种与稀有物种的相

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仅关注单种服务极可能
［16］
会低估维持多种服务所需的物种数量 ，同时也会

互作用，以及与物种数量有关的生态系统结构属性
和过程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功能多样性对

低估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对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影 响 程
［29］
［16，
29］
，并
度 。因此，一些学者开展了多服务研究

生物多样性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关系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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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生

将多种服务整合，用生态系统多功能性 （ ecosystem
multifunctionality，定义为生态系统同时维持多种生
［16］

态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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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此推断，高生物多样性可能更有利于生态
系统服务间相互关系的维持。

度

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能力

） 表征多服务特征［29］，
探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系 。

对于生物多样性组分影响效应，草地生态系统
中物种丰富度促进了生产力增加，进而提高生态系

多数研究认为，高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维持生态
系统多功能性，不管是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还是

统稳定性，而系统发育多样性作用不明显

［28］

，支持

。其中，物种丰富度对生态系

了系统发育多样性在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中并不优于
物种多样性的观点。多个研究支持功能多样性起主

统多功能性影响比单种服务更大，但其作用很大程
［31］
度受物种均匀度调节 。 功能多样性对生态系统

，但由此推定何种生物多样性组分起
主导作用为时尚早，因为缺乏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

［32］
多功能性的提供比物种丰富度更重要 ，但也有研
［33］
究发现两者作用相当 。此外，维持更多的生态系

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相对重要性的对比分析 。 此
外，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

［29］
统服务需更多物种数量 ，但此观点的成立基于一
个假设，即生态系统中各物种对生态系统服务均具

权衡或协同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与环境因
子关系密切，例如干旱强度会改变生物多样性对生

［10，
29－30］

微生物多样性

［16］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群落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导致了物种冗余，一定数量的物种即可维持生态系
［34］

统多功能性

，由此推断，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13，
33，
39］

导作用

［39］

态系统服务权衡或协同的影响程度

。 总体而言，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和协同的研究多限
于统计关系的数量分析。

多功能性的关系并不总会随生态系统服务数量的增
加而发生改变。

2. 4

不同营养级中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多功能性
作用不同，例如，食草动物丰富度和植物丰富度对生

系。系统 发 育 多 样 性 表 示 群 落 中 物 种 间 亲 缘 关
［20］
系 ，亲缘关系从遗传角度已决定了物种类别和功

态系统多功能性均影响显著，但前者影响效应大于
［35］
后者 。任一营养级中物种多样性变化均会引起

能性状分化程度。 因此，系统发育多样性对物种多
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强调

［10］

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变化

，这既证明了单种服务研

究会低估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程
度，也证明了单营养级研究会低估生物多样性对生
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
2. 3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生态系统服务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包括生
［36－37］
。 其中，权衡是
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或兼容
指某些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受到其他类型生态
［13］
系统服务消费增加而减少的情况 ，协同是指两种
及两种以上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同时增加或减少
的状况，兼容则指生态系统服务间不存在明显的作
［37］

用关系

。生物多样性丧失会改变生态系统服务
［33］

的权衡或协同关系

。

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或权衡的
基础，例如农业生态系统中，植物多样性的增加既可
［38］

提高水文调节服务，又可提高碳固定 ； 阿根廷地
区森林生态系统中，土壤肥力与文化服务为负相关
关系，植物功能多样性在两者权衡中起关键调节作
［13］
［33］
用 ，这一结论得到其他研究佐证 。 正因为如
此，群落中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
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例如植物群落中功能多样性的
提升增 加 了 土 壤 肥 力 与 文 化 服 务 间 的 相 关 性 强

生物多样性组分相互作用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从理论上讲，生物多样性组分间应存在密切联

物种数量特征的物种多样性与表征物种质量的功能
多样性也应具显著相关性，因为优势物种功能性状
［40］
在数量上也占优势 ，群落中功能丰富度就会受优
势物种数量影响。 目前有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组

分间相互关系调控生态系统服务 。
同一营养级中，植物物种多样性会修饰功能多
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例如在低物种丰富
度中，功能多样性与生物量无显著相关性 ； 但在高物
种 丰 富 度 中，功 能 多 样 性 与 生 物 量 呈 显 著 正 相
［20］
关 。基于此，有研究用结构方程模型直接分析草
地中物种丰富度与功能多样性相互关系对生态系统
服务影响，发现植物丰富度提高增加了功能多样性 ，
［41］
从而增强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证实了物种多样
性-功能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机制，与理论

推断结果基本一致。 但是，野外测定的系统发育多
［20］
样性与功能多样性相关性极其微弱 ，与理论推断
结果相矛盾，更有研究直接证明，系统发育多样性并
［28］
不能解释功能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 ，这表
明系统发育多样性-功能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作
用机制有待商榷。
在不同营养级中，营养级间物种因食物链而存
在错综复杂关系，某一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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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引起其他营养级响应（ 图 1） 。考虑到各营养
级至少会影响一种生态系统服务，营养级间生物多
样性变化的相互关系将会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显著
［10］
影响 ，例如，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控制试验发现，
植物功能多样性的增加提高了微生物多样性 ，进而
［14］
促进了生态系统生产力提升 。 中国浙江森林中

343

如，CO 2 浓度升高改善了森林中植物繁殖力从而增
［45］
加了物种丰富度，进而促进了生产力提高 。 生物
多样性对气候变化响应具有时间滞后性，例如因对

气候变暖承受力较高，低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对气
［46］
温升高响应速度低于高海拔地区 ，这可能会导致
生态系统服务响应的滞后性。

分解者多样性限制了植物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对生
［42］
态系统服务的调节 ，再次证实了营养级相互关系

二是探讨生物多样性如何调节气候变化对生态
系统服务影响，认为高生物多样性或减缓气候变化

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重要性。从多营养级角度去
探索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研究不多，但

对生态系统服务负面影响，或增强正面影响。例如，
草地中只有 1 ～ 2 个物种的群落，其生产力在极端干

其能更全面揭示两者关系的内在机制 。

旱条件下将会减少 50%，而有 16 ～ 32 个物种的群落
其生产力只减少 25%，高物种多样性增强了生产力

3
3. 1

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

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关键问题之一，面对
气候变化，物种要么选择容忍或适应，要么选择迁移
［43］

或灭亡

。物种响应形式又以生物多样性变化方

［47］
对极端气候的抵抗力 。 基于标准方法获取全球
4556 项鱼类调查数据显示，海洋中鱼类物种丰富度

和功能多样性促进鱼类产量，并可抵抗温度变化对
［48］
鱼类产量的不利影响 。 当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

式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生态

服务为促进效应时，生物多样性则加强该效应，例
如，草地中提高物种多样性促进了 CO 2 浓度和温度

系统服务三者关系的直接研究已涉及到多数服务类
［44］
型 ，研究主要关注两方面问题。

升高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3. 2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

一是探讨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以使生
态系统服务变化。 例如，气温升高导致地中海地区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的另一关键问
题，尤其在近几个世纪，人类活动增加直接推动了地

［43］

水母增加从而损害当地旅游业

； 草地中功能多样

性对生态系统服务作用受干旱强度影响，干旱胁迫
加重使植物功能性状更趋向于资源保守型 （ 例如，

［45］

。

球表面土地覆盖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人类为主导的
土地利用类型快速广泛增加，例如农耕地、种植园和
［25］

城市用地

。此外，森林退化、土地集约化利用、土

更高叶片干物质含量和更低叶片氮含量 ） ，从而降
［39］
低生产力 。但气候变化引起的生物多样性变化

［11］
地破碎化及植被恢复等同样受到关注 。 热带森
林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热带森林转变或退化受

并不总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不利，也可产生正效应，例

到 的关注远高于其他地区

图 1 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相互作用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框架
Fig．1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biodiversity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n ecosystem services．

［25］

。土地利用转变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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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起着不可替代

。
［13］

土地利用变化直接导致生态系统服务退化

，

［1，
13，
25］

的作用

。面对人类干扰和环境变化对生态系

例如原始林转变为橡胶（ Hevea brasiliensis） 林后文化

统服务的持续影响，维持和改善海洋、森林、草地或

服务的降低，但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土地利用变化间

农业等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已是一些地区不得

接引起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微

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生物多 样 性 降 低 是 热 带 森 林 转 变 为 橡 胶 和 油 棕

态系统管理中的可操作性，从理论上讲，以生物多样

（ Elaeis guineensis ） 林 后 土 壤 肥 力 下 降 的 关 键 原

性角度制定改善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措施成

［50］

，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通过改变生物多样性引

因

起 碳 库、土 壤 肥 力 和 土 壤 保 持 等 多 个 服 务 退
［13，
39］

化

。对于不同服务，土地利用变化间接通过不

［13］

［1］

为可能

。 基于生物多样性在实际生

，而生态系统管理措施的实施反过来又可

改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 图 2） ，例如森林
恢复同时增加了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生产
［11，
22］

。在实践中，一些研究已在积极探索和验证

同生物多样性组分发挥影响效应，草地中土地利用

力

强度导致的物种多样性改变主要影响支持和文化服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有关知识应用

［33］

，物种

到自然保护区管理、森林生态系统管理、退化生态系

多样性 和 功 能 多 样 性 共 同 调 控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权

统恢复和农业生态系统改善等政策制定和管理中的

务，而功能多样性改变主要影响供给服务
［13 33］

。相对而言，土地使用中有利于提高生物多

衡

样性的措施可改善生态系统系统服务，例如套种益

可行性。
4. 1

［52］

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Xu 等

智（ Alpinia oxyphylla） 显著改善了橡胶林中土壤保持
［17］

服务

，森林恢复中生物多样性的增加显著改善了
［11］

生态系统生产力

、土壤肥力和碳库［13］等服务。

自然保护区管理
在自然保护

区空间布局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明确了我国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这两大保护目标的关键区

土地利用强度通过生物多样性协调多个生态系

域，首次揭示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对于二者的保护状

统服务。在低土地利用强度中，植物功能多样性作

况，提出了兼顾这两大保护目标的保护区网络优化

用使供给服务与文化服务间协同作用增强 ； 但在高

思路，此研究从国家尺度系统分析了现有的保护区

土地利用强度中，供给服务与调节服务间权衡作用

体系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服务功能的保护效果 ，研究

［13］

。若考虑多个营养级，生物多样性介导的土

成果可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空间优化、国家公园体

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关系更复杂，有研究发

系总体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其他国家保护地

现，热带森林转变为油棕林后，多个营养级生物多样

建设提供借鉴。

性的降低使能量流减少 51%，而且不同营养级中功

4. 2

增强

能多样性变化限制了物种多样性降低对能量流动的
［51］

影响

。

森林保护和采伐
生物多样性不仅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极

其重要，而且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稳定性 ，高生物多

图 2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管理相互影响关系
Fig．2 Interaction between biodiversity，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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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样性群落生态系统服务稳定性也越高 ，在环境变
［54］
化后恢复速度更快 ，启发了森林管理者如何制定

应环境变化 （ 例如，叶片面积因干旱而变小 ） ，又是
［19］
直接利用资源的生物属性 ，而资源利用效率被认

森林采伐策略。森林采伐期间要制定政策特别注意
保留群落 的 关 键 生 态 结 构，维 持 生 境 中 生 物 多 样

为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决定性因素

［55］

性

； 或者直接对林区进行功能分区，通过分区方

［25］

。 因此，功能多

样性重要性极可能大于物种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
性。多个研究已证实了不同生态系统中物种功能多

法减少对林区生物多样性影响，协调生物多样性保
［1］
护和木材长期供应 ，为森林可持续采伐策略制定

［28］
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作用，包括草地 、
［25］
［60］
森林 和海洋 等。 但何种生物多样性组分起决

提供了新思路。
4. 3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

定作用仍缺乏统一观点，加之已有证据证明物种多

退化生态系统的生态恢复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
重点。在已退化土地上进行植被恢复被认为是改善
［56］

地区性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措施 ，但如何选择合
适恢复物种，以及如何构建群落结构是恢复中的难
［57］

点

。Ostertag 等［58］ 依据生态学中高功能多样性

群落可抵御物种入侵和提高群落碳固定能力的成
果，提出从本地物种库中，以物种质量 （ 功能性状 ）
为基础筛选合适物种，首先考虑对环境具有适应性
功能性状的物种，再考虑与目标生态系统服务密切
相关的功能性状，最后考虑功能性状互补性 （ 降低
竞争） ，以增强资源利用效率。 其通过试验成功找
到了适合夏威夷热带低地森林恢复的物种 ，并指导
［58］
了当地 热 带 低 地 森 林 恢 复 。 与 此 类 似，Werden

样性和 系 统 发 育 多 样 性 对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作 用 明
［20，
33］
，甚至有研究发现，物种多样性或系统发育
显
［61］

多样性作用高于功能多样性

，可能原因是未全面

考虑与服务有关的功能性状，或未考虑群落中种间
功能性状差异，导致功能多样性计算不精确。因此，
极有必要更深入探讨功能多样性作用，对比不同生
物多样性组分作用效应。
生物多样性组分间相互作用对生态系统服务

5. 2

的影响认识有限
群落中具相近功能性状的物种表现出对资源的
竞争关系，竞争往往导致物种数量变化，甚至是物种
［1］

，即群落中功能多样性可影响物种多样性 。
群落中物种的数量多少表现为竞争优势，优势物种
灭绝

基于植物功能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原

可通过对资源利用有效性改变而改变功能性状空间
［20］
分布格局 ，即物种多样性影响功能多样性。 由此

理，提出以物种质量为基础来恢复哥斯达黎加高度
退化的干旱森林。 因此，植物功能性状多样性与生

可知，从长时间尺度考虑，群落中物种数量和物种质
量相互影响，但这种交互作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

态系统服务关系已有成果可应用于不同生态系统恢
复工作中，有学者建议各地应建立基于功能性状多

响仍不清楚。
5. 3 多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相互关系对生态系统服

样性的本地物种数据库，以服务于生态恢复政策的
［59］
制定 。

务影响研究仍缺乏

［57］

等

4. 4

农业生态系统改善

从单一营养级层面考虑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服务关系，既会低估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农业生产中由自然林退化而来的多种农业人工
林以单一形式栽种，例如中国热带地区和东南亚广

重要性，又会低估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统服务
的影响程度，因为植物、动物或微生物对生态系统服

泛种植的橡胶林，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且导致多项
［17］
［17］
生态系统服务退化 。Zheng 等 发现，在人工林

务均产生不同程度影响效应，而某一营养级物种的
丧失因食物链关系而影响其他营养级，例如群落中

中构建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相比简单的单一种植，因
生物多样性的提高而改善了土壤保持、土壤肥力和

某种植物的灭绝会引起以此植物为食物的昆虫或鸟
类变化（ 图 1） ，只关注植物种类变化则忽视了昆虫

碳固定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既保障农户生计，又支
撑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为广大人工林地区协

或鸟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 因此，未来研究
应从多营养级层面，既要考虑不同营养级中生物多

调生态系统产品供给与调节服务关系提供了一种新
策略。

样性不同组分，也要考虑多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相互
关系如何调控生态系统服务。

5
5. 1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研究存在问题
何种生物多样性组分起关键作用仍无定论
［40］
物种是功能性状集合 ，物种功能性状既可响

［62］

5. 4

环境耦合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关

系影响认识不清晰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两大
关键问题，其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广

应

346

用

生

态

学

报

31 卷

［1，
11，
17］

受关注，但大多数研究只关注单一环境因子变化效
应。事实上，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是同时发生

化

的，土地利用变化伴随着气候变化，两种变化在时间
和空间上密切相关，其中一种变化可能会促进或抑

亲缘关系以及不同营养级间生物多样性变化如何影
响生态系统服务，并开始探讨物种数量、质量和亲缘

制另一种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
调节效应，例如土地利用变化改变叶片功能性状进

关系间交互作用效应； 从研究单种生态系统服务变

而引起土壤肥力降低，但干旱能使叶片功能性状更
倾向于资源保守型 （ 例如，更高的叶片干物质含量
和更低的叶片氮含量 ） ，进而抑制了土地利用变化
［39］
对土壤肥力的不利影响 。
考虑到植物功能性状往往会对气候变化做出适
［19］
，气候变化有可能调节着土地利用变化

。但研究角度和方向变化明显，从仅关注

生态系统中物种数量作用，深入到物种质量、物种间

化转变为同时考虑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服
务间协同与权衡，并探索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
将如何改变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 ； 从理
论研究上升到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结合，逐渐重视如
何将相关知识应用到管理中。尽管全球不同生态系
统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目前一些问题仍有待

应性改变

深入探讨，不同生物多样性组分之间相互作用和不

引起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相应地，土

同营养级关系相互影响如何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变
化，以及环境耦合变化如何改变两者关系仍不清晰 。

地利用变化也可能会调节气候变化导致的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服务关系，例如，CO 2 浓度升高促进了生
［45］

物多样性对碳的固定 ，但土地利用强度增加 （ 例
如，人工林中除草活动 ） 又直接降低了生物多样性，
［13］
进而降低固碳能力 。因此，未来需要更多地关注
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服务关系的耦合作用，以预测和应对全球环境变化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5. 5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应用研究
不足
尽管一些研究已关注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服务关系的相关知识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应
［57－58］
，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于理论
用
层面上 探 索 生 物 多 样 性 对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影 响 机
［25，
46］
，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应用两者关系的研究相
制
［11，
58］

，尤 其 缺 乏 将 相 关 认 知 实 现 的 有 效 途
对较少
径，例如，森林恢复中如何管控生物多样性以达到促
［11］
进生态系统服务目的 。 鉴于生物多样性在管理
中的可行性，尤其是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可控
［11，
17］

，根据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认
知去探索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现途径、突破生物

性

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关系从理论到应用上的跨越
亦是重要研究方向。
6

结

语

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已引起全
球广泛关注，并直接影响到人类福祉，对两者关系的
理解有助于生态系统管理以及人类可持续发
［4，
8］
。前人已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多数
展
认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改善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
［15，
25］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导 致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退
供给

未来研究更应重视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
务关系的已有研究成果应用到生态系统管理实践和
政策中，探索从认知到应用的实现途径，可持续地维
持和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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