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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键支撑技术，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研究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由于
水生态系统日益恶化，与水相关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中的热点。从水的生态服务功能
内涵出发，对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中的识别、评价方法及驱动机制等热点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水的广义与
狭义的生态服务功能内涵和双层生态服务功能识别方法与研究模式。介绍了原型观测技术、基于统一物理机制的
生态水文模型与多维度分析等关键支撑技术，同时指出内涵与功能识别不清、评价方法不完善、关键支撑技术尚待
开发及应用效果不理想是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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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日益退化，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合理评价生态系统的服
务功能成为缓解二者矛盾的基础性工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和
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它是通过生态系统的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产品和服务，由自然资本的能
流、物流、信息流构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和非自然资本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人类福利［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评价研究是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Ａ）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全球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生态学研究
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认识生态系统与人类相互作用的基础［２］。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的急剧增长，社会经济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全球范
围内水生态系统日益恶化。明确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并开展科学评价是解决水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支撑，具有重
要的科学应用价值。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已经从河流水资源娱乐价值扩展到水的多个方面，并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内涵与定义不清晰；评价方法不完善；研究范式较为单一等
等。总体而言，目前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关注水的经济属性偏多，对水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关注不够。需要
调整研究重点，从水与生态之间的作用机理入手，全面剖析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本文首先评述了水的生态服务
功能研究的整体状况，并以水的基本属性为基础，提出了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内涵与关键支撑技术。

１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内涵与研究回顾
当前国内外对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定义为：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是水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

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１，３］。定义中的主要载体是水生态系统（河流、湖泊、湿地等），对象是人
类，即不同水生态类型为人类提供的生态功能以及功能所产生一切效用。定义强调了水生态系统的末端服务功
能，即社会经济服务功能。定义未能明确指出水的自然服务功能以及在陆生生态系统中发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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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非生物环境因子，水分条件的变化会影响到植被、群落、景观格局以及整个
生态系统的形成发展和演替。基于水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与水相关的生态服务功能涵盖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指水为主要介质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功能；另一方面是指水作为一种物质在水循环过程中
为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功能。目前的有关前者的定义与论述较多，但对于后者的研究评论较少。降
水、入渗、坡面汇流、河道汇流等一系列水文过程使水分在陆生生态与水生生态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生态服务
功能；水生生态系统是水分在水循环过程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与水相关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应该是针对
水的各个尺度开展的基础性研究，不能只强调水生生态系统。综上，本文提出水的广义与狭义的生态服务功
能。广义的水的生态服务功能为：水的生态系统包含了水生生态系统、有水力联系的陆生生态系统，其功能
是水在这些生态系统中对生境和人类提供的服务总和。狭义的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是水维系生物生存与发展的
功能，水量、水质、空间与时间等特性直接关系着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生存状况；水的维系功能内涵是水循环
与碳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体现。

随着对生态系统认识的不断深入，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其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萌
芽阶段［１２，４１１］与发展阶段［３，１２２０］，如图１所示。萌芽阶段主要提出了生态服务功能的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全球大尺度的生态系统进行了价值评价，其中Ｄａｉｌｙ和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学科的发展方
向，使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得到广泛运用；发展阶段主要是针对湿地、河流、湖泊等不同
的水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展开的研究，同时完善了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等关键支撑技术；基于水与生态的响
应关系反演水的某一生态服务功能、自然水循环对森林等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研究等是近几年相关研究人员
关注的重点。

图１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回顾
Ｆｉｇ １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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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是生态服务功能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３个方面：①水的生态

服务功能的辨识研究；②水的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研究；③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演变规律和驱动机制。
２ １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辨识

当前关于水的生态服务功能辨识研究不多，大量研究关注水生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态经济功能，
这种以水的末端服务功能为基础的功能识别方法往往忽略了水的基本生态支撑功能，此外数据获取的难易程
度也决定了功能的划分。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辨识是开展最终评价的基础，功能分类法和价值分类法是识别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主要方法［２１］。功能分类法（提供产品、调节功能、文化功能、生命支撑等）考虑功能全
面，适宜大尺度研究，但功能容易重叠，评价结果过大，且数据较难获取；价值分类法（直接价值、间接价值、
选择价值等）基于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一些无法价值化的服务功能易被忽略。目前的研究未能
从机理上辨识出水的生态服务功能，从而影响了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应以水的理、化、生特性为基础开展识别，此外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层次化特征。
本文根据水的基本属性将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生态服务功能是以水的最基本的功能
（生命维系功能）为出发点，将水的基本特性及其伴生过程提供的功能总结为水的生命支撑功能，其中氧气、
营养物质、盐分及沉积物的供给为影响物种生存发展的直接功能，其它则归为间接功能。第二层生态服务功
能称之为水的生态经济功能，是水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态经济功能总和，包括一切由水产生
的生态经济效益的功能类型，如产品输出、水土保持、休闲娱乐等。其中水直接产生的生态经济效益，如产
品输出（渔、植物等）为直接生态经济功能，而通过人类加工间接产生的生态经济效益为衍生功能（航运、休
闲娱乐等）。
２ ２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方法

评价水的生态服务功能一直是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与评价方法的运用还没有形成
成熟的体系，目前对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的范式是以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提出的１７条指标或加以修正开展评价，
国内外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尝试［１４，１６，２２］。先前的研究注重从应用方面选取适宜的指标，近期的研究
则开始注重从水的基本属性与功能角度选取指标开展评价。

目前的研究中广泛采纳的是价值化方法，包括影子工程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此外还有构建生
态经济模型等等。通过不同的价值量方法对不同尺度的水生态系统进行估算［１３，１７１８，２３３２］。虽然在水的生态价
值估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估算结果往往过大或过小，无法让人信服，也很难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发
挥作用。价值化方法应用效果不佳主要是没有明晰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内涵和功能特点，导致选取指标随意性
较大，评价手段也较为单一。
２ ３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演变规律和驱动机制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演变规律和驱动机制研究是在机理上识别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对水提供的生态功能
进行有效定位的关键技术。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中将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划
分人口驱动力、经济驱动力、社会政治驱动力、科学与技术驱动力、文化与宗教驱动力、物理、生物与化学
方面的驱动力［３３］；国内的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驱动机制与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其中基于统计
数据的分析方法是研究水的生态服务功能演变及驱动机制的关键支撑［２２，３４３５］。随着人们对水的生态服务功
能认识的深入，以水循环为基础的驱动机制研究逐渐增多，尤其在近几年结合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为背景的
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１４１５，３６３７］；但尚未形成对水的生态服务功能驱动机制的统一认知，此
外，分析驱动及演变规律的关键支撑技术也有待完善。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核心是水分生态相互响应关系，揭示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应从生态水文过程
入手展开一系列基础研究；明晰水分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中的支撑作用及变化的驱动机制，同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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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

图２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基本模式
Ｆｉｇ 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研究的基本模式
流域尺度上水的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研究模式如图２所示，基本范式如下：
（１）构建具有统一物理机制的分布式生态水文模型　 构建具有统一物理机制的分布式生态水文模型，

结合流域特点进行修正，利用降水量、径流量、蒸散发量、干物质量、净第一性生产力、生物增量、生物多
样性、植被覆盖度、ＬＡＩ等参数的时间变化序列和空间演变规律，模拟研究区的生态水文相互作用过程并进
行定量评价。

（２）开展原型观测工作　 根据流域特征，在流域上游水源区、中游山区、下游平原区进行生态水文试
验，采集土样、典型自然生长植物、陆生植被、河流水生植物、微生物、鱼类等，并结合流域水文资料分析
流域生态水文特征。

（３）综合评价水的生命支撑功能　 综合模型模拟与原型观测，分析流域生态水文特性，总结流域水的
生命支撑功能状况、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明确流域水的生命支撑功能的制约因子和限制性因素。

（４）进行情景分析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会改变流域尺度的生态水文过程，使流域水安全、
生态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通过设立不同情景，分析如气候变化（温度升高或水汽含量升高对植被演替
的影响）、人类活动（土地开发利用改变下垫面、水资源开发利用改变径流过程）对流域水的生命支撑功能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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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流域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构建　 明晰流域水的生命支撑功能，运用模糊数学理论构建流域水的
生态服务功能维度图，结合区域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等规划，分区域核算各维度的经济价值。

（６）综合评价与应用　 通过评价水的双层生态服务功能，构建适宜流域生态水文特性与经济发展规划
需求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流域的水的生态服务功能，为水资源调控提供支撑。

４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中的关键技术
４ １　 基于生态水文过程的原型观测技术

水分与生态相互作用机理是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的关键，辨识水与生态之间相互响应关系可以明确水
具有的生态服务的构成、规模和格局。生态水文学在揭示生态水文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３８］，基于
生态水文学过程的原型观测技术是反演流域尺度的生态水文过程的关键技术之一。流域尺度的原型观测技术
主要包括：

（１）自动观测网络　 由通量观测仪、自动气象站、太阳辐射和长波辐射观测、土壤水分与土壤湿度观
测系统、生态监测网络、径流自动观测系统、地下水观测系统和渠系调水及灌溉监测系统组成。

（２）遥感观测　 土壤水分（冻融）、蒸散发量、土壤温度、反射率、积雪覆盖范围、生态系统生产力等
地表状态变量与遥感资料之间的正向模型和反演模型；碳通量、同位素以及水质观测等；社会经济、野外调
查等组成。通过以上技术手段，建立现代流域观测系统，反演流域生态水文过程，为确定流域的水的生态服
务功能提供支撑。
４ ２　 生态水文模型的应用

当前的生态水文模型研究主要集中于松散的耦合，建立统一物理机制的生态水文模型仍处于理论探索阶
段［３８］。生态水文模型主要从还原历史规律和预测未来演变趋势两个方面服务水的生态功能的研究。
４ ２ １　 模拟过程分析

（１）全流域尺度　 模拟降水、径流、ＮＰＰ、植被覆盖度、生态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重点分析降水对
径流、ＮＰＰ、植被覆盖度，径流对ＮＰＰ、植被覆盖度，植被覆盖度对径流和径流对生态景观格局的作用机制。

（２）水源区、山区、平原区尺度　 模拟降水、蒸散发量、坡面汇流、河道汇流、地下水水位、ＮＰＰ、
ＬＡＩ、植被覆盖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分析产汇流量与植被关键参数的相应关系，比如水源区侧重于分析降
水、蒸散发量与ＮＰＰ、ＬＡＩ、植被覆盖度的关系；山区则更多关注坡面汇流、河道汇流与植被覆盖度之间的
响应关系；平原区就更倾向于分析蒸散发量、地下水水位与ＮＰＰ、ＬＡＩ、植被覆盖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等。
４ ２ ２　 预测未来演变趋势

运用气候模型模拟未来一定时空尺度下的温度、湿度、降水等气候因子的演变趋势，驱动生态水文模型
预测研究区域的关键要素过程，包括全流域的径流、蒸散发量、地下水水位、ＮＰＰ和ＬＡＩ的时空演变趋势；
并预测分析水源区、山区和平原区中的径流与ＮＰＰ、ＬＡＩ之间的响应关系。

变化环境下的影响应在模型构建过程中体现。气候变化对生态水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温度升高对水圈中
降雨、蒸发的影响；极端气候对陆生、水生生态系统的扰动，间接影响水循环。主要技术框架是：剖析水分
生态的相互作用机理，主要包含坡面生态系统的产汇流机制、土壤水运动规律和水分蒸散的原理；水生生态
系统中水分的胁迫对河流中动植物的影响，即水分的变化对水生植物、底栖动物、指示物种的影响及其响应
关系；其次，根据气候模式的模拟和预测，结合降尺度技术分析温度升高、降雨、蒸散的变化等对生态和水
文的影响；同时考虑人工侧支水循环（取水用水耗水排水再生水利用等环节）的影响（图３）。
４ ３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多维度分析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评价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对于区域水的生命支撑功能的需求及影响。水自身的理、
化、生性质和区域自然环境本底状况决定了水所能提供的生命支撑功能，并影响着水的生态经济功能，处于

０３１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图３　 变化环境下水分生态相互作用机理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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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框架的中心位置。此外，水的基本生态服务功能又因人为作用被延伸、扩展，形成维度框架的外围结
构，其功能维度（主要包括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及水能４个方面）会根据人类对水的生态经济需求
进行改变。通过区域生态功能分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等规划确定区域中水的生态服务功能
中的关键功能，结合各维度阈值，确定区域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图，从而明确区域的水的生态服务功能。
根据流域水资源总体规划，结合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图，开展面向生态的水资源调控。

生态服务功能具有空间特征［３９］，此概念也可适用于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空间的异质性改变着水的组成
形式，使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改变其维度内核，从而也改变了人类对水的生态需求。
因此，不同区域的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与本地自然状况紧密相关，在开展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评价时需
考虑流域的异质性。
４ ４　 基于生态安全与水安全的指标评价体系

维护流域的生态安全与水安全是开展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基本目标，构建能维系流域生态安全与水安全的
指标体系是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关建，是科学评价流域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础。建立指标体系的技术路线如
下：通过原型观测与生态水文模型技术确立流域的生态水文状况；利用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分析经济社会
发展对流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反演出流域生态水文发展趋势；最终明确流域的生态安全与水安全的关
键制约因子。同时参考流域规划环评中的部分因子，构建具有流域特色的由表征指标与控制性指标组成的多
层次指标体系，为评价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水资源调控提供支持。

５　 结　 　 语
综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水的生态服务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研究范围涉及内涵、功能识别、驱动

机制以及评价应用等内容。从中认识到目前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受到了内涵辨识不清与评价方法单一等问题的
限制，出现了重经济评价、轻自然属性评价；忽略水分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机理辨识的研究等问题。
以水的理、化、生特性为基础，提出了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内涵与双层生态服务功能识别方法，强调应从水
的基本生态功能着手开展研究，并以此构建了水的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基本范式。在评价水的生命支撑的同
时，提出了构建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维度，全面评估区域水的生态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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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未来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有：
（１）关键支撑技术的发展　 其中生态水文过程模拟建模与原型观测手段的发展是关键支撑技术的核心。

构建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水文模型，并结合原型观测技术反演流域生态水文过程，为评价水的生态服务
功能提供有效支撑。

（２）评价方法的多元化　 多元化的定量评价方法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基于生态水文模型的生
命维系功能评价方法、基于多维度分析的生态经济功能评价手段、能量流评价方法等都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３）水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将自然属性与经济属性全评价的研究模式推广到不同的流域中，开展面向
流域生态安全与水安全的水资源调度与流域生态补偿等研究是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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