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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对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对其价值评估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在系统梳理文献的

基础上，分析了湿地价值的研究背景意义及湿地服务功能;从资源、经济和地理角度厘清了湿地评估方法、评估价

值，可评估项目这三者的对应关系;阐释了各评估方法的来源、适用范围和优缺点;着重分析了目前湿地研究中存

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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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湿地是介于水体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兼有两

者功能和特征的过渡地带( 赵魁义等，1999)，包括

自然或人工、短暂或永久的沼泽地、湿草地、泥炭地

或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m 的海域(匡耀求

等，2005) ． 截至 2013 年 5 月，中国的湿地面积约为

6. 6 × 105km2，占国土面积的 6. 9%，占世界湿地总

面积的 10% (湿地中国，2013) ．
20 世纪中叶前，无休止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出

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徐春，2004) ． Aldo Leopold
(1949)据此开始系统地思考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

意义，指 出 人 类 无 法 替 代 生 态 系 统 的 服 务 功 能．
Ehrlich(1981)梳理了“环境服务”和“自然服务”等

相关概念，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服务”这 一 概 念．
Daily(1997)将生态系统服务总结为:自然生态系统

及其物种所提供的满足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

程． 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重视后，中外学者先

后开展了对生态服务系统的价值评估，以期纠正长

久以来人类对生态服务和自然资源价值的忽视． 以

Costanza(1992)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生态服务系统没

有被完全市场化或者缺乏相应的定量评估，导致在

政策制定中缺少相应的重视．

湿地生态系统( 以下简称湿地) 是自然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环节，被誉为“地球之肾”，显示了湿

地具有极高的生态服务功能． 但湿地在为社会创造

巨大生态、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却遭受着严重的破

坏． 原因在于人们只注重短期从湿地获取最大利益，

没有认识到湿地被破坏将失去持续为人类产生福利

的能力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2 湿地研究文献总体情况

本文以斯普林格 ( Springer-Verlag)、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中国知网(CNKI)这 3 大数据库为

检索库． 先分别在篇名、关键词和摘要中输入:湿地

(Wetland); 再 人 工 筛 选 与“湿 地 评 估 ( Wetland
Evaluation、 Evaluating wetlands、 Assessment of
wetland、 Wetland valuation、 Wetland value
estimates)”、“湿 地 价 值 ( Wetland values、Value of
wetland)”相关的文献，共检索出 1978 ～ 2013 年间

有直接关联的文章 330 篇．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湿地研究可以分出三阶

段:第一阶段(国外为 20 世纪中期，国内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认识到湿地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强调

湿地具有重大价值． 第二阶段(国外为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期，国内为 90 年代末期)，借鉴其他生态系统

评估方 法，探 索 湿 地 价 值 的 评 估 方 法． 第 三 阶 段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将评估方法实践在湿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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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应用中完善方法．
从研究内容分析，330 篇文献分为理论探讨、

案例 研 究 两 大 类，前 者 101 篇 ( 占 33% )，后 者

229 篇(占 67% ) ． 国外对湿地理论研究开展较早，

研究案例涉及到大尺度的地域． 国内研究文献在引

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论方面有些许创新;研

究案例方面，将研究区域进行了细化． 本文收集的国

内 210 篇研究文献中，定量分析法几乎每篇案例研

究中都有应用． 另外，159 篇文献使用支付意愿调

查，36 篇文献借助了数学模型的手段，49 篇评估与

3S 技术结合．

3 湿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

3. 1 湿地功能的价值分类

湿地功能指发生在湿地中的各种过程及其资

源，涵盖湿地所能提供的服务和物质． 湿地功能分为

3 类:水文功能、生物地球化学功能和生态功能( 陈

宜瑜等，2003)，但这些功能往往是互相交织联系

的． 其表现为多功能共存的生态体系在蓄水、调节气

候、提供栖息地以及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

的独到作用(李青山等，2004) ．
Freeman(1993) 认为，生态价值有别于传统价

值观念，生态总价值应该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

值两部分;使用价值又可分为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

使用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是指湿地生态系统产出的，

能在市场交换并用货币衡量的价值． 间接使用价值，

指生态系统对人类产生福祉的功能性生态服务，如

湿地净化空气、降低温度等没有直接市场交易的价

值． 不过，Athanasios (2006)认为湿地的某些价值因

不被调查者认可而被忽略． 非使用价值是独立于人

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现期利用价值之外的价值，分为

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
3. 2 与价值分类对应的评估方法

湿地价值评估方法多样且分类冗杂，部分评估

方法(如享乐价值法)虽具有理论意义，但由于可操

作性较差，在评估实例中罕见应用． 从湿地评估实例

和综述文献中总结出的 3 大类 10 小类评估方法，它

们与被评估价值形成对应关系连线图，能直接将评

估方法与被评估价值对应． 由图 1 可知，市场价值法

仅用于直接使用价值的评估;生产函数结合碳税法、
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人力资本法、享乐价格法

仅用于间接使用价值评估;旅行费用法、恢复和防护

费用法既可用于直接价值评估，也可用于间接使用

价值评估;生态价值法仅用于选择价值评估，条件价

值法可用于选择、遗产、存在价值评估． 由于湿地价

值的多元性，故没有一种方法能计算湿地的全部价

图 1 评估方法———评估价值对照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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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经常是多种计算方法的综合．
虽然评估湿地间接使用价值的方法很多，但各

种评估方法的评估对象并不相同，如生产函数结合

碳税法评估的是湿地产氧、固碳价值，影子工程法用

于评估湿地蓄水价值、净化价值等;机会成本法用于

评估湿地的土地价值;人力资本法用于评估湿地保

障人类健康的价值;享乐价格法用于评估人们从湿

地受益的价值等． 其中，享乐价格法、条件价值法均

可以评估湿地的选择价值，但两种方法评估的假设

前题并不相同．
3. 2. 1 市场价格法

市场价格法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和部分物质产出

在人类劳动获取后，用市场交易衡量价值的方法，交

易总额可看作湿地的直接使用价值．
市场价格法简单方便，能较准确核算部分物产

的当前价格． 但其缺点是:其一，湿地的物产除了受

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受人类从湿地中获取资源的强

度影响． 其二，由于湿地产出能力不同、研究者选取

的产物不同、不同产物市场价格不同等因素致使湿

地的物产价值不同，因此湿地间的直接使用价值不

能直接比较． Costanza(1997) 也指出由于研究者在

此类研究中多选取代表性的产物，故对产物的价值

评估总是偏低的．
3. 2. 2 生产函数结合碳税法

生产函数法是根据投入与产出的固定比例，核

算相关价值的方法． 在对湿地评估中是核算气体调

节这项间接使用价值的核心手段． 对于固定的二氧

化碳价值，通常还用到碳税法( 孙刚，2000) 和造林

成本法． 碳税法通常指以瑞典碳税率( $ 0. 15 /kg)

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收费计算固碳价值．
生产函数法的优点是具有标准的核算公式易于

计算． 缺点在于:其一，湿地植被总量的精确统计较

难，会影响核算气体调节总量的计算精度． 其二，植

被在进行光合作用产氧的同时还进行着呼吸作用耗

氧，当前的统计都只计算了产出量却忽略了消耗量;

再者被消耗的氧气量也难以准确计量．
3. 2. 3 旅行费用法

旅行费用法脱颖于市场价格法，是统计游客在

湿地旅行中的总消费的经济价值． 通常该费用包括

游客支出的交通费、餐费、住宿费、门票、购买特产费

和旅行时间成本等． 部分研究者认为还应该包括消

费者剩余，即除了已花费资金，游客还愿意支付的部

分． 在湿地游憩过程中，消费者既能享受湿地提供的

物质资源，又能体验湿地生态服务带来的健康效益，

所以评估出的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使用价值．
旅行费用法的优点在于使用统计年鉴或调查问

卷获取大量数据，能较便捷计算出湿地的游憩价值．
缺点在于:其一，由于旅行费用包含交通和住宿费

用，鉴于客源地不同，游客在交通费和住宿费上存在

重大差异． 其二，若只用湿地的门票和湿地内的消费

计量湿地价值，只会明显低估湿地的旅游价值．
3. 2. 4 影子工程法

影子工程法是对生态系统中难以直接估算的服

务(如涵养水源、调节小气候等) 进行替代估算． 方

法是将能够提供类似功能的替代工程的造价作为估

算湿地某项服务的价值． 该方法提醒人们当湿地毁

损后，丧失的功能由人工建造的代价是昂贵的． 辛琨

(2002)在盘锦以修建蓄洪水库的价值衡量湿地的

蓄洪价值，估算建立新工程代替原生态功能的费用．
欧维新(2006) 提出健康的湿地具有截留和过滤作

用，由于不同水质的水资源具有不同的价格，将污水

在净化前后的价值之差作为湿地净化功能的价值．
影子工程法优点在于能够量化人们已知的部分

生态服务价值． 缺点在于:其一，只能模拟生态系统

的部分功能，并不能涵盖生态系统的所有服务． 比如

湿地中的水体除了供水以外还具有提供栖息地功

能． 其二，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是最经济的服务，维

持该自然服务所需的投入往往比人造工程的成本低

很多(Costanza，1997)，同时湿地的部分功能消退后

人们并不会马上去建造这样的替代工程，因此以替

代价值来估算并不十分贴切．
3. 2. 5 恢复和防护费法

恢复和防护费用法是人们为防止环境质量下

降、生态服务减少，所采用的恢复或保护湿地不被破

坏所需支出的费用，并据此评估湿地防止洪水、防止

土壤侵蚀、保护海岸线等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 常以

假设被破坏后的损失和恢复原样的费用来估计原生

态服务的最低经济价值． 辛琨(2002) 先对部分可再

生资源进行生产成本定价，再对洪水造成的农田损

失以粮食减产进行估算，同时用搬迁费计算因湿地

蓄 洪 而 不 必 搬 迁 居 民 所 节 省 的 开 支． 王 继 国

(2007)、高元竞(2009)认为湿地侵蚀控制价值为减

少土壤侵蚀价值与减少土壤肥力流失价值之和．
恢复和防护费用法的优点在于帮助人们认识湿

地提供服务的重要性． 缺点在于:能核算到的价值往

往只有当年政府为保护该湿地的投资，而像洪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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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灾害并不会连年发生，则该部分的价值就像保

险一样不常被兑现．
3. 2. 6 人力资本法

经济学中将人抽象为创造财富的资本，以个人

创造财富的总和来衡量人的价值量，称为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法是从假设损害的角度出发，将湿地保障

人类健康的生态服务价值巧妙转换为预计损失的价

值，谢正宇(2011)应用该法评估出艾比湖湿地该项

服务年价值为 3. 61 × 108
元．

但人力资本法的应用存在一定的缺陷． 其一，以

工资作为标尺是静态的，没有考虑社会发展、经济繁

荣、人的进步所带来工资上涨的必然性． 其二，个人

的工资收入往往小于个人所创造的财富，不能完全

体现个人价值． 其三，在实践中该方法的研究对象不

明确，所需指标多样却难以详尽收集计量．
3. 2. 7 享乐价格法

享乐价格法是根据人们为享受优质的环境所支

付的价格来推算环境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是把环

境不同所产生的差价作为环境差异的价值． 此方法

的前提是人们理性地认识到某一财产的价值包含了

它所处环境的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享乐价值的提出初衷是为了

给房地产赋以额外的环境附加价值，而不是为了评

估或保护湿地． 湿地价值评估的研究者创造性地引

入该方法，以超出房产价值的额外附加价值来衡量

湿地的环境影响价值． 遗憾的是在研究案例中难觅

该方法的影踪． 原因是:其一，湿地服务具有公共服

务的属性，其价值量巨大但受益者难以界定． 其二，

享乐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之间界限模糊，互相重叠，

难以区分． 若以享乐价值代替间接使用价值，则由于

难以获取所有受益者，故统计值偏低;若以间接使用

价值代替享乐价值，则忽略了湿地愉悦身心的价值;

若同时使用两种方法计算，必然造成重复计算．
3. 2. 8 机会成本法

机会成本法在湿地评估中有两个研究对象:

其一是旅游者的时间成本，即游客如果把旅行的

时间用来工作所获得的收益( 崔丽娟，2002) ;其二

是自然资源，此时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把有限

的自然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用途能

获得的最大效益．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自然资源的

价格应该相当于其边际机会成本( 章铮，1996) ． 张

天华(2005) 对西藏拉萨拉鲁湿地估算发现，如果

将湿地排干建成具有极高经济收益的房地产，年

收益也只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 1 /4． 但由于当作

机会成本的其他用途的不确定性，故该方法罕见

应用于评估中．
3. 2. 9 生态价值法

生态价值法是指将 Pearce 的 S 生长曲线与社

会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相结合，根据人们对

某种生态功能的实际社会支付来估算生态服务价值

的方法．
生态价值法优点在于从宏观上解决了如何确定

某地区被调查者收入和支付倾向的问题，将极为繁

杂的调查统计通过曲线简化，从而轻松求出该部分

价值． 辛琨等(2002) 对盘锦湿地、欧维新等(2006)

对盐城国家级珍禽保护区、谢正宇等(2011) 对艾比

湖湿地都使用了该方法． 其缺点也较为显著． 其一，

该方法调查的本质与支付意愿法相同，都是调查人

们潜在的支付意愿，只是形式和方法不同，故最终得

出的价值难免重叠． 其二，发展阶段系数的应用限

制． 随着人们对保护动植物栖息地的主观意识增强，

与恩格尔系数相对应发展阶段系数并不一定是人们

支付意愿的唯一因素，也就不一定会得出确切的价

值，所以该评估只能作为一项参考．
3. 2. 10 条件价值法

支付意愿(WTP) 产生的初衷便是调查某一事

物在多数人心目中的价值或偏好，即愿意以什么价

位成交，反应了人们对某一事物普遍价值的认同． 以

此来看，支付意愿对有无数次市场交易为依托的调

查是可靠的． 条件价值法是一般用于评价所属权不

明确、没有市场的公共服务或物品上，以此反映人们

的态度、观念和偏好，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

认识，也是对未来行为的预测．
但将有市场依托的支付意愿延伸应用在没有市

场检验的自然界中进行研究存在几大问题． 其一，缺

乏真实的交易市场，对核算出的数值无法进行实证

检验． 其二，样本的数量偏少．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国

内外的抽样调查人数普遍在 500 人以下． 因此，将不

同数量、不同抽样范围以及各有侧重的问卷数据用

来分析本就受被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主观因素影响的

虚拟价值经常出现相差一个数量级的结果． 其三，缺

乏权威培训． 如美国环境保护总署湿地监管部门调

查发现，404 清洁水法案出台后，很少有研究者使用

其中推荐的 CVM 手段对湿地进行价值评估． 原因

是:缺乏相关信息、担心该方法的科学有效性和相关

法律责任 (Gwen，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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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问题及未来研究趋势

4. 1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4. 1. 1 评估的尺度问题

对湿地价值的评估既要放眼宏观来把握大尺度

脉搏，也要做好小尺度评估以指导区域实践． 赵军

(2007)指出大尺度的湿地评估能更好认识自然资本

的总量和价值，所以当前主流评估对象是省市区域尺

度的，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然而，大尺度的价值

评估对于指导小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管理意义并不明

确． 因此强调要加强中小尺度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
4. 1. 2 对同一块湿地，评估结果可能差异显著．

对同一块湿地，不同评估者采用的指标、数据和

方法各异，因而结果差异显著． 如崔丽娟(2004) 与

鄢帮有(2004) 对鄱阳湖湿地服务价值评估，得到的

结果却相差近 4 倍． 目前对生态价值难以准确估计

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生态系统的复杂结构、功能和

过程以及生态过程与经济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还

缺乏准确的定量认识．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功

能的表现，但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功能并不一

一对应(张志强，2001) ．
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认识生态系

统，途径是了解需要管理和保护的对象． 因此不建议对

每一项服务功能进行精确估算，强调应抓住湿地不同

于其他生态系统的有计算依据的核心服务功能进行估

算，作为决策依据和指导意见(王伟，2005)．
4. 1. 3 湿地价值评估缺乏地域差异研究

自邓培雁(2003) 提出湿地价值具有地域性特

点后，缺乏深入探讨与后继研究，不同地域间湿地价

值比较的研究尚未开展． 不同大气候背景下湿地小

气候的意义与价值是有差异的． 当前极少数研究也

只是如管伟(2008) 对广州南沙红树林调节小气候

的研究，仅是在城市中心与湿地周边的短距离小范

围的对比． 目前没有对于大尺度地域间湿地小气候

的评估．
以旅游收入评估湿地旅游价值的方法明显受到

区位条件对游客数量的影响． 从旅游价值出发，区位

条件优越的旅游目的地会有更多的游客( 孙贵珍，

2007)，游客量的寡众明显影响湿地旅游收入，也就

折射出湿地区位条件的优劣影响湿地价值．
4. 1. 4 拆分湿地功能后再评估的做法值得商商榷

当前湿 地 价 值 评 估 程 序 是 生 态 系 统 化 整 为

零，将价值计算化繁为简做的法存在如下问题:其

一，忽略生态系统整体的功能． 整体除了具有各子

系统所有功能外，还包括各子系统相互作用产生

的协调功能． 因此，各子系统功能的之和并不等于

整体的功能． 其二，由于难以弄清各子系统间的相

互关系与作用机理，对拆分出的功能和价值的分

配难免存在重叠或混淆． 其三，对各部分功能进行

评估后，又对湿地整体进行评估，可能重复计算某

些子系统的价值．
4. 2 未来研究趋势探讨

针对当前湿地评估存在的种种问题，傅伯杰

(2013)指出湿地的复杂生态功能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单纯的方法创新也许不能科学地解决所有评估

问题． 崔丽娟(2006) 认为生态系统变化的周期长，

短期内不能找出其内在规律，而湿地作为全球生态

系统中的一员，其脆弱性、复杂性、类型多样性及其

特殊性决定了对其功能的研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认识生态

系统，途径是了解需要管理和保护的对象．
为了科学合理评估湿地价值并有针对性地保护

湿地，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三步走的原则:首先，加强

对湿地功能背后原理的研究，加强运用生态学手段、
地学手段发掘湿地功能与湿地生态系统之间的联

系，继续探索湿地未被人知的潜在功能与机理，为保

护湿地和评估湿地做好知识储备． 第二，制订出具有

科学性、普适性、易用性的评估准则． 在进一步掌握

湿地功能后，完善现有的评估方法，使之成为一套能

客观可靠地评估已知湿地功能的科学评估体系． 这

个体系可对同一块湿地评估出的价值进行历年纵向

比较，对不同湿地评估出的价值能进行横向对比，同

时也是便于使用的效度较高，能经得起多次考量的

科学方法体系． 第三，对国内大型湿地开展不间断的

动态地跟踪、监测与记录湿地变化，建立湿地数据库

并向社会公开，便于学者研究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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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and Commentary of Wetland Ecosystem Valuation

Zhang Xuefei Li Hong

(The Institut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Nowadays the importance of wetland ecosystems，have formed a consensus，but the study of its evaluation is

still at the exploratory stage．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 combing the literature for the analysis of wetland values of
the background meaning and wetland services; from the resource，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point of clarifying the
wetland assessment methods，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assessed value，the assessment project these three;

explains source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s，scope，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that
exist in wetlands present study，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wetland ecosystem，wetland assessment，wetl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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