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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对河北省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以,-数据和->:<5 9:;<数据为数据源!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

估体系'物质量评估模型及价值量评估模型!对河北省 2((1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计算& 结果显示" 2((1 年

河北省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为 *)(.0) k*(

% 万元% 不同的服务种类所占比重由大到小顺序依次为保护土壤肥力价

值'释放>

2

价值'吸收固定]>

2

价值'积累营养物质价值'固定土壤价值'调节水量价值和净化水质价值% 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呈现出北高南低'山区高平原低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异

显著!林地单位面积所提供的服务价值最高!而农田由于面积广大!总服务价值最高&

关键词#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多源遥感数据% ,-% ->:<5

中图法分类号# ,I#1% \)2%% 5 */#"文献标志码# 6"""文章编号# *((* 4(#(\#2(*0$(! 4(*)( 4(#

收稿日期# 2(*2 4** 4*!% 修订日期# 2(*0 4(2 42/

基金项目# 城市土地空间立体化利用管理技术研究#编号" 2(*0_6E(/_(!$&

("引言

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失去

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人类将无法生存(*)

& 在过

去的研究中!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只有极少部分得

到了体现!且仅是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了解!其中被认

为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微乎其微(2)

& 目前!生态系统

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研究正蓬勃开展!并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对提高生态系统认识'加强生态系统保

护等方面意义重大&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一直是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重要分支& *11# 年!]PKL$H $̀

等人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 *# 种类型!首次得出全

球生态系统每年的服务平均价值为 00 k*(

*2美

元(0)

!此后众多学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尺度开展

了相关研究(! 4*2)

!其中静态参数评估法和生态模型

评估法是较为常见的两种方法& 生态模型评估法因

其相对精确且可以充分反映生态系统内部的异质性

而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 遥感数据作为研究生态系

统的有效手段!也被引入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的研究中!但目前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研究还不充

分!由于不同研究采取的体系和方法不同!造成了研

究结果之间差异巨大!无法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 ,-和 ->:<5 9:;<数据!同时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3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评估规范4

(*0)

!对河北省 2((1 年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进行了评估!以期提高评估精度及研究结果的

适用范围&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研究区概况

河北省位于 a**0o2#tp**1o/(t!90%o(0tp

!2o!(t之间!包括石家庄'保定等 ** 个地市!南北约

#/( dA!东西约 %/( dA!总面积约 *).## 万 dA

2

& 河

北省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

温介于 ( p*0u之间!年平均降水量 0(( p)(( AA!

年无霜期 **( p22( N!年日照时数 2 !(( p0 *(( J&

省内地貌复杂多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度差

距显著!从数十米至两千多米不等&

*.2"遥感数据

针对本文的研究目的!分别选择了中高空间分

辨率的,-数据及高时间分辨率的->:<5 9:;<数

据作为研究所需遥感数据&

*$,-数据& 选择了 2((#*2((1 年植物生长

季中某月份完全覆盖研究区的 *1 幅,-图像!图像

质量良好!无云或有少量云覆盖!地表覆盖分异明

显& 经过几何纠正'辐射校正及拼接裁剪后!采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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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交互的监督分类方法对图像进行了分类& 采用二

级分类法!将地表覆盖类型总体上分为 # 个一级类

型!2* 个二级类型& 根据 2(() 年'2((1 年对研究区

的野外实测 YI5 点!对分类精度进行评价!整体分

类精度为 )1.(/j!C0LL0 系数为 (.)%!达到了研究

所需的标准&

2$ ->:<5 9:;<数据产品& 选择了编号为

->:*0h* 的 ->:<5 数据产品& 此产品为 *% N 合

成的 2/( A空间分辨率的植被指数& 时间跨度为

2((1 年 ***2 月!为了与气象数据的时间分辨率保

持一致!采用了最大值合成法#A$bGAMAX$RMD&PAS

UPKGLDK!-;]$将数据进行两两合成(*! 4*%)

!生成研究

区逐月的9:;<数据&

*.0"野外实测数据

*$植被中氨#9$!磷#I$!钾#g$等营养元素含

量& 按照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在野外共采样 */% 个!

其中采样点利用类型为林地的 !1 个'灌丛 /# 个'草

地 !1 个'农田 *2 个!涉及多种植被类型!均匀分布

于全省& 在实验室分析其9!I!g等营养元素含量!

用于生态系统积累营养物质价值的计算&

2$土壤参数& 对研究中所需的现有土壤数据

库中缺失部分进行补充测定!按照不同类型的土壤

类型分别测定了容重'营养元素含量'粒径组成等指

标!用于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部分的价值的计算&

*.!"气象数据

气象数据包括了研究区及其周围区域的 2# 个

气象站点的逐月平均温度'降水及太阳日照时数!时

间跨度为 2((1 年 ***2 月!来源于国家气象局网

站& 按照研究需要!以 6Q&Y<5 为平台!对气象数据

进行了插值处理!获取了空间上连续分布的气象数

据信息!其像元大小及投影类型与 ->:<5 9:;<数

据保持一致&

*./"其他数据

包括河北省 :a-数据!为栅格格式!空间分辨

率为 1( A% 河北省 * +*(( 万土壤类型图!包括矢量

格式及对应的数据库% 河北省 * +*(( 万行政边界

图!矢量格式!包括地级市及区县行政边界% 中国河

川径流系数图!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图

集!数字化后转为栅格格式&

2"研究方法

一定区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是区域内

所有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服务功能的价值总和!随

着区域内生态系统的质量'面积以及类型的变化而

变化&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计算公式为

#B

#

=

9B*

#

7

IB*

#

9I

& #*$

式中" #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

9I

为第 9类

生态系统的第I种服务功能价值% =!7分别为生态

系统和服务功能价值的类别数&

考虑到遥感技术的特点和研究区的生态环境特

点!本文确定了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指

标体系& 此指标体系需要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净初级

生产力 #HDLUQGA$QOUQPNM&LGXGLO!9II$'土壤保持量

和水源涵养量等物质量进行计算!在计算结果基础

上!通过一定的经济学方法和模型!得到区域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 包括 / 项服务功能!涉及 ) 项指标!如

表 * 所示&

表 8"基于遥感手段的生态资产评估指标

9)4&8":5).3)*$/6$67$()*/,0/1+(/0;0*+B0+,5$(+0

)00+00B+6*4)0+7/6,+B/*+0+60$6%

序号 功能类别 指标 物质量

* 太阳能的固定 生产有机物质 9II

2 积累营养物质 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 9II

0 气体调节 吸纳二氧化碳 9II

! 气体调节 释放氧气 9II

/ 保育土壤 固土 土壤保持量

% 保育土壤 保肥 土壤保持量

# 涵养水源 调节水量 水源涵养量

) 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 水源涵养量

0"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评估模型

0.*"9II的遥感估算

本文采用了基于光能利用率的 9II估算模型

估算研究区内的 !%%& 该模型认为 !%%可以由植

物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G%G($和实际光能利用率

#

#

$两个因子来表示(*#)

!即

!%%#/!8$ BG%G(#/!8$

#

#/!8$! #2$

式中" G%G(#/!8$为像元 /在 8月吸收的光合有效

辐射!@]+A

42

+月 4*

%

#

#/!8$为像元/在8月的实际

光能利用率!@]+-E

4*

%

#

A$b

为植被在理想条件下具

有的最大光能利用率!@]+-E

4*

& 在实际情况下!最

大光能利用率
#

A$b

分别受到温度和水分的影响!即

低温和高温对光能利用率的胁迫系数 A

#

*

#/!8$和

A

#

2

#/!8$ #无量纲$以及水分胁迫系数#无量纲$的

影响!式#2$也可写为

!%%#/!8$ BG%G(#/!8$A

#

*

#/!8$A

#

2

#/!8$

#

#/!8$

#

A$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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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土壤保持量的遥感估算

选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 MHGXDQK$RKPGRRPKK

DeM$LGPH!W5Fa$来计算研究区生态系统土壤保持

量(*))

& 该模型认为区域内土壤侵蚀量与降雨'坡

度'坡长'地表植被'土壤类型及管理措施等 % 个因

素有关!即

G

Q

B(CD,1%! #!$

式中" G

Q

为现实土壤侵蚀量!L+JA

42

+$

4*

% (为降

雨侵蚀力因子!-E+AA+JA

42

+J

4*

+$

4*

% C为土壤可

侵蚀因子!L+JA

2

+J+-E

4*

+AA

4*

+JA

42

% D为坡长因

子!无量纲% , 为坡长坡度因子!无量纲% 1为地表

覆盖因子!无量纲% %为土壤保持措施因子!无

量纲&

当不考虑地表植被覆盖以及土壤保持措施因子

时!所得出的侵蚀量为区域潜在侵蚀量!也就是没有

地表植被保护时的最大侵蚀量!即

G

U

B(CD,! #/$

式中G

U

为区域潜在土壤侵蚀量!L+JA

42

+$

4*

&

将式#/$和式#!$相减!即可得到区域土壤保持

量!即

G

&

BG

U

4G

Q

! #%$

式中G

&

为土壤保持量!L+JA

42

+$

4*

& 土壤保持量反

映了地表植被以及土壤保持措施对土壤侵蚀的防治

效应&

0.0"水源涵养量的遥感估算

采用水量平衡法计算研究区生态系统涵养水源

量& 该方法以水量的输入和输出为着眼点!从水量

平衡的角度!认为降水量与森林蒸散量以及其他消

耗的差为水源涵养量(*1)

!即

B#/$ B%4)41! ##$

式中" %为降水量!AA+$

4*

% )为生态系统植被蒸

散量!AA+$

4*

% 1为地表径流量!AA+$

4*

&

采用孙睿等通过年蒸散量与累积 9:;<及相对

湿润指数之间的关系建立的区域年蒸散量的评估模

型(2()

!对研究区年度蒸散进行计算!即

")AB

!%0(*$

* CDbU# 4*.#1

#

!"#$4*-0!$

C*/(! #)$

(*$B*$P*$! #1$

*$B%P(-*%

#

A

#

"

*($

! #*($

式中" )A为区域年蒸散量!AA+$

4*

% (*$为相对湿

润指数% *$为本年度区域湿润指数% *$为区域多

年平均湿润指数% %为区域年降水总量!AA+$

4*

%

A

#

"

*($

为区域大于 *(u积温& 当!"#$=(.(/ 时!地

表基本无植被生长!且当温度小于 (u时地表不存

在蒸发现象!因此取温度大于 (u且!"#$r(.(/ 的

像元值!用作累积!"#$的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评估模型

!.*"吸收固定]>

2

的价值

以9II为基础!根据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反

应方程式推算!每形成 *@干物质!需要 *.%0@]>

2

&

因此这部分价值可通过式#**$求出!即

#

Q

#/$ B*-%0!%%#/$(碳 1碳! #**$

式中!#

Q

#/$为像元 /处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每年吸

收 ]>

2

的价值!元+JA

42

+$

4*

% !%%#/$为像元 /处

单位面积每年生产的干物质量!@+JA

42

+$

4*

%(碳

为 ]>

2

中碳的含量!为 2#.2#j% 1碳 为碳税率

价格&

!.2"释放>

2

的价值

以!%%为基础!根据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反

应方程式推算!每形成 * @干物质!可以释放 *.*1 @

>

2

!因此可根据式#*2$求出释放>

2

的价值!即

#

K

#/$ B*-*1!%%#/$(! #*2$

式中" #

K

#/$为像元 /处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每年释

放>

2

的价值!元+JA

42

+$

4*

% (为工业制氧价格&

!.0"积累营养物质的价值

以!%%为基础!根据 9!I!g的质量分配率计

算积累营养物质价值!即

#

H9

#/$ B&

*9

*

#

!%%#/$P&

29

! #*0$

式中" #

H9

#/$为像元 /处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每年

吸收的9元素价值!元+JA

42

+$

4*

% &

*9

为不同生态系

统中 9元素在有机物质中的分配率!j% &

29

为纯 9

元素在化肥中的含量!j% *为化肥的平均价格!

元+L

4*

% 9分别代表 9!I!g&

!.!"生产有机质价值

生态系统通过光合作用生产有机质!根据市场

上有机物的价格!计算出生态系统生产有机质的价

值!即

#

O

#/$ BT

#

!%%#/$! #*!$

式中" #

O

#/$为像元 /处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每年生

产有机物的价值!元+JA

42

+$

4*

% T为有机质的平均

价格!元+L

4*

&

!./"保护土壤肥力价值

土壤中含有9!I!g以及有机质等营养物质!生

+2)*+



第 ! 期 许 旭!等""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河北省为例

态系统保持土壤的作用!减少了大量土壤营养物质

的流失!因此可以根据营养物质的市场价值来评估

生态系统保护土壤肥力的价值!即

#肥 B

#

9

G

:

#/$#*

9

%

9

P(

9

CB1$! #*/$

式中" #肥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保护土壤肥力的经

济效益!元+JA

42

+$

4*

% G

&

#/$为像元 /处每年单位

面积的土壤保持量!L+JA

42

+$

4*

% *

9

#9表示 9!I!

g$为土壤中9!I!g的含量% %

9

为 9肥'I肥'g肥

的价格!元+L

4*

% (

9

为化肥中纯 9!I!g的含量% B

为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1为有机质价格!元+L

4*

&

!.%"固定土壤价值

生态系统固定土壤的价值!可以采用影子工程

法!假定挖取和运输同样体积的土方所需的费用进

行估算!即

#固 BG

&

#/$1土P

$

! #*%$

式中" #固 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年固土价值!

元+JA

42

+$

4*

% 1土 为挖取和运输单位体积土方所需

费用!元+JA

40

%

$

为土壤容重!L+JA

40

&

!.#"调节水量价值

生态系统调节水量与水库蓄水的本质类似!本

研究采用水库工程的蓄水成本来确定生态系统涵养

水源的经济价值& 因此!根据水库工程的蓄水成本

#替代工程法$计算出生态系统每年调节水量的价

值!即

#调 B1库###/$ #*#$

式中" #调为像元 /处每年调节水量的价值!元+

JA

42

+$

4*

% ##/$为像元/处每年单位面积的水源涵

养量!A

0

+A

42

% 1库 为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

元+JA

40

&

!.)"净化水质价值

生态系统净化水质与自来水净化原理一致!因

此在评估净化水质经济价值时!可以参照居民用水

平均价格!计算出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每年净化水质

的价值!即

#水质 BC

#

##/$! #*)$

式中" #水质 为像元 /处每年净化水质的价值!

元+JA

42

+$

4*

% C为水的净化费用!元+L

4*

&

以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为基础!参考中华人

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3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评估规范4 #F[?,*#2* 42(()$中的价格参数取

值标准!按照上述经济学模型!得到 2((1 年河北

省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8"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流程图

#$%&8"#./I(2),*/1+(/0;0*+B0+,5$(+05).3+)00+00B+6*

""对逐项服务价值进行加和!得到 2((1 年河北省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如图 2 所示&

图 <"<FFE 年河北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平均值空间分布

#$%&<"D5+,)%++(/0;0*+B0+,5$(+05).3+

7$0*,$43*$/6B)-/1]+4+$J,/5$6(+! <FFE

/"结果及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及其构成

计算得出 2((1 年河北省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

为 *)(.0) k*(

% 万元!其中各种服务的价值构成如

表 2 所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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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FE 年河北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构成

9)4&<":(/0;0*+B0+,5$(+05).3+(/B-/0$*/6/1

]+4+$J,/5$6(+! <FFE

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类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k*(

% 万元$

占总价值比例?j

吸收固定]>

2

**./( %.0)

释放>

2

2/.%1 *!.2!

积累营养物质 1.)* /.!!

生产有机质 %.1! 0.)/

保护土壤肥力 *(%.%1 /1.*/

固定土壤 ).!! !.%)

调节水量 )./% !.#/

净化水质 2.#/ *./2

合计 *)(.0) *((.((

/.2"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空间分布

在空间分布上!2((1 年河北省生态系统服务

总价值的空间分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

北高南

低!以张家口市和保定市的分界线为界!北部的生

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明显高于南部%

$

由西北向东

南先增加后逐渐减少!西北坝上草原地区生态系

统服务总价值较低!向东南方向逐渐增加!到东南

部滨海平原及低平原区后!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又逐渐减少%

%

山区大于平原!山地丘陵区的生态

系统服务总价值明显高于平原地区!而冀西北山

间盆地区'燕山山麓平原区等地区的生态系统服

务总价值在两者之间&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极大值出现在太行

山山地丘陵区!该地区主要植被类型为林地!具

有较高的 9II值!因此具有较高的固碳'释氧'积

累有机物及营养物质循环价值% 同时!由于该区

域地势险峻!地表起伏度很高!且地处迎风坡!年

降雨量很大!导致其潜在土壤侵蚀量很高!而该

地区植被生长状况良好!茂密的植被使得区域土

壤保持量巨大!相应地也产生了很高的固定土

壤'保持土壤肥力价值% 极低值位于滨海沿岸'城

市及其周边以及分布广泛未利用地!这些地区几

乎没有植被生长!且地势平坦!土壤侵蚀量及保

持量均较低!涵养水源能力也较差!生态系统服

务总价值很低&

/.0"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根据 ,-图像解译的河北省土地利用类型图!

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进行

了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0 所示&

表 C"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

总价值及单位面积价值

9)4&C":(/0;0*+B0+,5$(+0*/*).5).3+)67-+,2+(*),+

5).3+/17$11+,+6*.)6730+()*+%/,$+0

土地利用类型 总价值?# k*(

% 万元$

单位面积价值?

#万元+JA

42

$

林地 !*.(1 *#.02

灌丛 0(.!% *2.!*

草地 0#.%( */.)(

农田 /1./1 %.%2

水体 (.## !.22

建筑用地 )./0 !./%

未利用地 2.*) /.)#

在总价值中!生态系统保护土壤肥力的服务功

能所产生的价值所占比重最大!为 /1.*/j% 其次为

释放>

2

价值!为 *!.2!j% 吸收固定 ]>

2

价值'积

累营养物质价值'固定土壤价值和调节水量价值所

占比重相当!均在 /j左右% 而净化水质价值所占比

重较小!为 *./2j&

农田生态系统的价值量最大!为 /1./1 k*(

% 万

元!占总价值的 00.(!j% 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所提

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相当!分别为 !*.(1 k*(

%

万元和 0#.%( k*(

% 万元!所占比例分别为 22.#)j和

2(.)!j% 在自然植被中!灌丛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

值较小!为 0(.!% k*(

% 万元万元!占总价值的

*%.)1j% 城镇建筑用地由于具有硬地表!有着较高

的保持土壤的服务功能价值!因此虽然植被生长稀

疏!但总价值也达 )./0 k*(

% 万元!占总价值的

!.#2j% 水体和未利用地上植被生长很少或无植被

生长!与9II相关的服务价值和土壤保持价值均很

低!仅提供部分涵养水源服务功能!且面积较少!因

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很小!分别占到总价值的

(.!2j和 *.2*j&

单位面积价值反映了生态系统提供服务功能的

能力& 林地的单位面积服务价值最高!为 *#.02 万

元?JA

2

!林地具有较高的!%%和植被覆盖度!且多生

长在山地丘陵区!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防止水土

流失的能力很强!同时具有很好的水源涵养功能% 灌

丛生态系统与草地生态系统的单位面积价值相近!分

别为 *2.!* 万元?JA

2 和 */.)( 万元?JA

2

!说明两者

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当% 农田生态系统单

位面积服务价值为 %.%# 万元?JA

2

!比 0 种自然植被

的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均低!一方面是由于农作物的

!%%一般低于自然植被!另一方面由于农田多位于

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土壤侵蚀量很小!相应的保持

土壤肥力和固定土壤价值很低% 城镇建设用地'水

体和未利用地的植被生长较少!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的能力有限!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小!均在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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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JA

2 左右&

%"结论和讨论

*$ 2((1 年河北省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为

*)(.0) k*(

% 万元% 在计算的 ) 项服务功能中!服务

价值大小顺序依次为保护土壤肥力'释放 >

2

'吸收

固定]>

2

'积累营养物质'调节水量固定土壤'生产

有机质和净化水质% 在空间分布上!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呈现出北高南低'山区高平原低等显著的空间

分异特征% 林地单位面积服务价值最高!而农田总

服务价值最高& 本研究在价值计算方面采用了国家

标准!避免了不同研究中价值量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的弊端!同时揭示了河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组

成及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及建设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本研究选取了 ) 项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而

实际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由于认识水

平及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许多服务种类尚未被认识

到!而穷尽所有服务种类的价值评估也很难实现&

同时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诸多不确定性!也决

定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具有较高的难度& 未来研究

应该集中在拓展服务价值评估种类'小区域精细化

实验研究'探索服务价值的长时间序列变化'研究其

与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的关系层面!并不断加强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绿色 Y:I测算'生态补偿'

生态区划'生态评估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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