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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具有多种重要

的生态服务功能。 通过山东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2011—2013 年)及其它统计数据,结合保护区湿地生

态系统的特征、结构及过程,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体系,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对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的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四大类功能进行了全面评估。 结果表明:保护区湿地生

态系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 123. 113伊108元,单位面积服务价值为 5. 93 万元 / hm2,其中调节服

务功能价值最大,为 85. 773伊108元,占总价值的 69. 78% ;其次供给服务功能价值为 19. 018伊108元,占 15.
45% ;文化服务功能和支持服务功能价值分别为 11. 992伊108元和 6. 330伊108元,占 9. 74%和 5. 14% 。 具体

提供的 15 项服务功能价值大小依次为消浪护岸>调蓄洪水>食物>科教>固碳>生物多样性维持>气候调节

>供水>保持土壤>大气组分调节>水质净化>原材料>旅游>航运>促淤造陆。 货币价值的直观性突显了保

护区湿地对当地经济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可提高人们对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的正确认识,为湿地生态系

统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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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best preserved and the youngest wetland ecological system in warm temperate zone in the world,the
Yellow River Delt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plays a variety of important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Based on the sec鄄
ond survey of Shandong Province wetland resources (2011—2013) and the other analysis data,considering the char鄄
acteristics,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wetland ecosystem in the reserve,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system services has
been constructed,and the ecological services of provisioning ,regulating,supporting and cultural of wetland ecosystem
in the reserve has been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with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eco鄄econom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wetland ecosystem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was 12. 3113 billion yuan RMB,and the value of per ha was 59. 3 thousand yuan RMB. The provisio鄄
ning service value of the wetland was the greatest value of 8. 5773 billion yuan RMB,which accounting for 69. 67%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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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tal value; the second was the regulating service function of 1. 9018 billion yuan RMB,accounting for 15. 45% of
the total value; the cultural and supporting service were 1. 1992 billion yuan RMB and 0. 6330 billion yuan RMB,ac鄄
counting for 9. 74% and 5. 14% of the total value respectively. the sequence of 15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s was:wave
dissipation and revetment>adjusting flood>food supply>scientific research>carbon fixation>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limate regulation>water supply>soil conservation>atmospheric composition regulation>water purification >raw materi鄄
al supply>tourist>shipping>promoting deposition and creating land . The intuitive of monetary value highlights the im鄄
portance of wetland in the reserve on region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tudy could improve
awareness of wetland ecosystem in the reserve,and also provide a scientific theory basis fo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鄄
ment of wetland ecosystem.
Key words:wetland;service function of ecosystem;evaluation;Yellow River Delta Nature Reserve

摇 摇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主要是指人类从湿地中获

得的效益[1],它不仅包括供给服务功能,还包括

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功能,其直接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显著。 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

定量评价已成为湿地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自然

保护区保存有完整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物种、生物

群落、遗传多样性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是研究各

类生态系统自然过程基本规律、物种生态特性的

重要基地,作用及价值远高于其它地区的生态系

统,其价值评估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 孔东升等

人[2]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分析,借助市场价值

法、碳税法等评估方法对张掖黑河湿地国家自然

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估算;庞丙亮等

人[3] 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等评价方法,
定量评估了若尔盖国家自然保护区湿地的生态服

务价值;崔丽娟等人[4] 从避免重复计算的角度出

发,对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

评估。 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突显了保护区湿地生

态功能的作用和巨大价值。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1992 年由国务院批

准成立,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

轻的湿地生态系统,是以保护黄河口湿地生态系

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

区。 该区是国际重要的鸟类栖息地、繁殖地、中转

站,也是黄河下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具有十分重

要的生态安全战略地位,2013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 目前有关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效益的

研究较多,其中韩美[5]、徐玉梅[6]、李琳[7] 等人在

2001—2009 年期间对近现代黄河三角洲湿地生

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评价,但仅限于 Google
Earth 影像资料下的初步评估,评价指标较少且研

究边界范围各不相同,而本研究首次针对黄河三

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采用最新的山东省第

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

和研究方法,结合其它相关统计数据对保护区湿

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全面、定量的货币化

估算,研究结果有助于人们更加直观地认识保护

区生态功能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

为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的

理论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山东省东

营市东北部,地处渤海之滨的黄河入海口,与辽东

半岛隔海相望,区划范围在垦利区、河口区境内,
地理坐标 37毅35忆N ~ 38毅12忆N,118毅33忆E ~ 119毅20忆
E,总面积 20. 76 万 hm2(包括-6 m 海域),主要包

括黄渤海滨海湿地及黄河流域下游分布的湿地

(图 1 )。 属北温带亚湿润气候区, 年均气温

12郾 2益,年均降水量 562. 4 mm,年蒸发量 1920
mm,植被覆盖率为 55. 1% 。 保护区内资源丰富,
现有植物 393 种,野生动物 1555 种,其中鸟类 298
种。

根据山东省第二次湿地调查,保护区湿地主

要包括近海与海岸湿地(玉)、河流湿地(域)、沼
泽湿地(郁)和人工湿地(吁)4 类 13 型(图 2)。
其中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最大,为 162457. 9 hm2,
包括浅海水域、淤泥质海滩、潮间盐水沼泽、河口

水域、三角洲 5 型;河流湿地面积为 3578. 91 hm2,
主要 为 永 久 性 河 流 类 型; 沼 泽 湿 地 面 积 为

24185郾 41 hm2,包括草本沼泽、灌丛沼泽 2 型;人
工湿地面积为 17380. 35 hm2,包括库塘、运河 /输
水河、水产养殖场、稻田 /冬水田、盐田 5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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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规划图

Fig. 1 Plan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图 2摇 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湿地类型、面积

Fig. 2 Wetland type and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1. 2摇 研究方法

1. 2. 1摇 数据来源

保护区湿地类型、面积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第

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气象数据由山东黄河三

角洲森林生态站及东营市气象局提供,评估计算

中物质量与价值量转换的公共价格数据源均来源

于当年东营市统计年鉴及其它相关统计资料。
1. 2. 2摇 野外调查及样品测定

2015 年 10—11 月在保护区内设置样地 27
个,每个样地分别设置 3 块有代表性的样方,其中

灌木采用 5 m伊5 m 样方,草本采用 1 m伊1 m 样

方,在每个样方内进行植被调查、生物量和土壤样

品采集。 采用收割法完全收割地上部分生物量,
土壤样品取 0 ~ 20、20 ~ 40、40 ~ 60 cm 共 3 个层

次用于土壤容重和 N、P、K 等指标的测定。
1. 2. 3摇 评估指标及计算公式

针对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的特点,从供给、调

节、支持和服务 4 个方面构建该区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价值指标体系,分为 4 个一级指标、15
个二级指标(表 1)。 采用市场价值法[8]、成果参

数法[9]、污染防治成本法[10]、碳税法[11]、专家评

估法[11]和旅行费用支出法[12] 等不同的评价方法

对保护区主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供给服务价值

2. 1. 1摇 食物

保护区湿地提供的食物产品主要有海产品和

稻米。 保护区地处东营市垦利区及河口区境内,
海产品主要以该范围内海水养殖为主。 根据统计

年鉴,该区海水养殖面积 5. 91 万 hm2,其中海产

品总量 19. 2 万 t,渔业产值 24. 021伊108元。 按照

区内浅海水域和养殖区面积所占该区域海水养殖

面积的比例来估算海水养殖产值,得出保护区内

海产品价值为 15. 145伊108元;保护区有稻田面积

3073. 27 hm2,根据当年保护区管理局统计数据,
该区水稻平均产量为 5. 39 t / hm2,当年平均价格

为 0. 12 万元 / t,得出当年产出的稻谷价值为

0郾 199伊108元。
综上所计,食物价值为海产品与稻米的总和,

为 15. 344伊108元。
2. 1. 2摇 原材料

保护区湿地主要原材料为芦苇和原盐,其中可

作为造纸生产原料的芦苇面积为 21836. 39 hm2,地
上部分平均产量为 7. 14 t / hm2。 此外,保护区湿地

其它产品还包括原盐,单位产量约为 130 t / hm2。
芦苇及原盐价格参照当年山东省综合平均价格,芦
苇和原盐分别按照 0. 05 万元 / t 和 0. 024 万元 / t 进
行估算,得出原材料价值为 1. 049伊108元。
2. 1. 3摇 供水

保护区湿地可为下游地区提供生活、工业、农
业和生态用水。 其中黄河下游水资源包括当地水

资源和客水资源,根据当年山东省水资源公报统

计,东营市年均引水量为 10. 30伊108m3,其中来自

黄河、小清河、支脉河的客水资源占水资源总量的

90%以上,不足 10% 来自地下水,保护区供水功

能价值主要选取当地水资源进行评估。
根据年鉴及统计局数据,当地生活用水、工业

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量分别为 1. 03、2. 92
及 9. 08伊108m3,价格分别为 2. 5、3. 35 和 1. 2 元 /
m3。 按照当地水资源所占 10%比例进行估算,得
出该区湿地供水总价值为 2. 325伊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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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体系及计算公式

Tab. 1 Evaluation indicator formula for assessing wetland eco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方法 计算公式 参数说明

供给服务 食物 市场价值法 A1 =移Qi·P1
A1为渔业总价值;Qi为各种湿地食物的产量;Pi为相应

食物的市场单位价格

原材料 市场价值法 A2 =移Ti·P2
A2为原材料总价值;Ti为各种湿地原材料的产量;P2为

相应原材料的市场单位价格

航运 市场价值法 A3 =L·E·P3

A3为航运价值;L 为湿地水域运输线路总长;E 为完成

的运输量;P3为运输单位价格

供水 市场价值法
A4 = C1 ·Y1 +C2 ·Y2 + C3

·Y3

A4为供水价值;C1为湿地提供的生活用水量;Y1为相应

生活用水的单位价格;C2 为湿地提供的工业生产用水

量;Y2为相应工业生产用水的单位价格;C3为湿地提供

的农业生产用水量;Y3 为相应农业生产用水的单位

价格

调节服务 调蓄洪水 影子工程法 A5 =Wr·P5
A5为调洪蓄水价值;Wr为调洪蓄水总量;P5为建设单位

库容的造价

气候调节 成果参数法 A6 = k·Pi·(WE+WT)
A6为气候调节功能价值;Pi为单位体积水汽通过蒸腾

作用调节气候的价值;WE 为保护区湿地水汽蒸发量;

WT 表示保护区湿地植被水汽蒸腾量;k 为校正系数

水质净化 污染防治成本法 A7 =Qr·P7

A7为水质净化功能价值;Qr为湿地每年接纳周边地区

的污水量;P7为单位污水处理成本

固碳价值 碳税法 A8 =(W1 +W2)伊P8
A8为固碳价值;W1为植物固碳量;W2为土壤固碳量;P8

造林成本或国际碳税标准的平均值

大气组分

调节
市场价值法

A9 =1. 2·W9·P0

A10 =24. 5·M10·S·Pc

A11 =A9 -A10

A9为释氧价值;W9为植物的生物量;P0为氧气的价格

A10为温室气体排放价值;M10 为湿地 CH4 的排放量;S

为芦苇湿地的面积;Pc为碳的价格

A11为大气组分调节价值

促淤造陆 增加国土面积法 A12 =S·P12
A12为促淤造陆价值;S 为增加的湿地总面积;P12 为当

地每公顷国土的价格

消浪护岸 专家评估法 A13 =S·Ph

A13为消浪护岸价值;S 为具有消浪护岸功能的湿地类

型面积;Ph为单位湿地面积消浪护岸价值

支持服务
生物多样

性维持
成果参数法

A14 =S·Pw A14为生物多样性维护价值;S 为湿地面积;Pw为单位

面积生物多样性维护价值

保持土壤 影子工程法 Q=Sf(X1 -X2)

A15 =Q·B

A16 =Q·Ci·P j

Q 为减少土壤侵蚀量;Sf为有植被覆盖湿地面积 X1 湿

地无植被土壤侵蚀模数;X2 为湿地有植被土壤侵蚀

模数

A15为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B 为土壤市场价格

A16为减少土壤肥力流失的价值;Q 为减少土壤侵蚀量

Ci为位质量土壤中 N、P、K 养分平均含量;P j为 N、P、K

化肥平均价格

文化服务 旅游 旅行费用支出法 A17 =C1 +C2 +C3

A17为湿地休闲旅游价值;C1 为旅行费用支出;C2 为消

费者剩余;C3为旅游时间价值

科教 成果参数法 A18 =S·U
A18为湿地教育科研价值服务价值;S 为湿地面积;U 为

单位湿地面积产生的科研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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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摇 航运

根据统计年鉴,东营市航运货物量为 164 万

t,旅客运量为 60 万人次,保护区海岸线总长 131
km。 保护区货物水运单位价值按 0. 06 元 / ( t·
km)计算,旅客水运单位价值按 0. 24 元 / ( t·km)
计算[13],得出该区航运价值为 0. 300伊108元。
2. 2摇 调节服务

2. 2. 1摇 调蓄洪水

保护区湿地调蓄洪水能力主要包括河流湿

地、沼泽湿地以及部分人工湿地蓄水价值之和。
(1)河流湿地调蓄洪水价值

保护区是黄河下游重要的蓄洪区,据利津水

文站观测, 2005—2013 年黄河年均径流量为

179. 45伊108m3,河流湿地蓄水的平均价值按 0. 1
元 / m3进行估算[14],得出区内河流湿地调蓄洪水

的价值为 17. 95伊108元。
(2)沼泽湿地调洪蓄水价值

保护区内沼泽湿地以芦苇和碱蓬为主要植被

类型,土壤质地以潮土、粘土为主,为蓄水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 按每 1 hm2 沼泽湿地能饱和蓄水

8100 m3进行推算[15],得出沼泽湿地总蓄水量约

为 1. 96伊108m3。 湿地蓄水功能与水库作用相似,
单位库容造价按照单位蓄水量库容成本 0. 67 元 /
m3进行估算[9],得出沼泽湿地调洪蓄水的价值为

1. 31伊108元。
(3)人工湿地调洪蓄水价值

保护区人工湿地类型中库塘、运河、输水河等均

有一定调洪能力,该区最大水位变幅按 1. 2 m 计

算[16],得出调洪能力为 1. 61伊108 m3,单位库容造价

按照单位蓄水量库容成本 0. 67 元 / m3进行估算[9],
得出保护区人工湿地调洪蓄水价值为 1. 08伊108元。

综上所计,保护区湿地调蓄洪水的总价值为

20. 344伊108元。
2. 2. 2摇 气候调节

保护区湿地的气候调节价值主要包括湿地水

面蒸发量、植被蒸腾量的总价值。
(1)湿地年水面蒸发量

保护区湿地水汽蒸发主要集中在浅海水域、
河口水域、永久性河流及人工湿地的库塘、运河、
输水河和水产养殖场等水面蒸发量。 根据奚

歌[17]等人研究,该区湿地年均蒸发量平均约为

1250 mm,通过遥感估算与蒸发皿观测值折算系

数为 0. 76,得到保护区水面蒸发能力为 950 mm。

保护区水域面积为 1. 32伊105 hm2,得出保护区年

水汽蒸发量为 12. 54伊108 m3。
(2)湿地植被蒸腾量

保护区植被多为沼泽和草甸植被,且以芦苇

和碱蓬为主,根据对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湿地

植被生物量的估算得出[18],沼泽和草甸植被地上

生物量干重为 454916. 14 t。 保护区湿地植被的

年生产量与其平均蒸腾系数之积,即为该区植被

的蒸散量。 根据苏雨洁的研究[19],按照芦苇的全

部生物量计算,其蒸腾系数平均为 372,则保护区

植被蒸腾量为 1. 692伊108 m3。
最后得出保护区湿地的总蒸发量为 14. 23伊

108 m3,将总蒸发量代入公式,得到保护区湿地气

候调节功能价值约为 3. 830伊108 元。 其中,单位

体积水汽通过蒸腾作用调节气候的价值,取 0. 02
USD / m3,参照当年汇率换算为 0. 13 元 / m3。 校正

系数取 2. 07,即研究区域与地带性林区干旱指数

的比值。 根据刘巽浩的研究[20],森林通常分布在

干旱指数小于 1. 5 的地方,而保护区干旱指数为

3. 1。 因此,保护区湿地的干旱指数是地带性林区

的 2. 07 倍。
2. 2. 3摇 水质净化

湿地具有强大的生态净化功能,可视进入湿

地的污染物没有使水体整体功能退化,即可以认

为湿地起到净化的功能。
根据统计年鉴,东营市当年共计排放废水

20695 万 t,其中工业废水排放 10111 万 t、生活污

水 10580 万 t。 而保护区内水质状况总体为优,因
此视为湿地发挥了充分的污水处理能力。 单位污

水处理成本按照 0. 55 元 / t 进行估算[21],得出水

质净化价值为 1. 138伊108元。
2. 2. 4摇 固碳

保护区湿地的固碳价值主要包括湿地内植被

固碳量和土壤固碳量两部分,根据实际的样方调

查,得出各类型湿地总的固碳量。
(1)植物固碳量

保护区植被类型多为沼泽和草甸植被,沼泽

和草甸植被地上生物量干重为 454916. 14 t。 植

物固碳量根据光合作用方程式计算,每产生 1 g
干物质,需固定 1. 63 gCO2,相当于 0. 44 gC[22],得
出湿地植物总固碳量为 200163. 102 t / a。

(2)土壤固碳量

根据黄河三角洲湿地土壤系统有机碳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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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征研究[23],该区湿地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范

围在 0. 75 ~ 8. 35 g / kg 之间,土壤表层 (0 ~ 20
cm)有机碳密度在 0. 111 ~ 1. 039 kg / m2 之间,取
平均值 0. 464 kg / m2,得出湿地土壤总固碳量为

963275. 8 t。
最后得出保护区湿地的总固碳量 0. 116伊108

t。 固碳价值的计算采用碳税法,C 的价格以瑞典

税率 150 USD / t 作为单位价值,按当年汇率换算

为 0. 0975 万元 / t。 得出湿 地 固 碳 总 价 值 为

11郾 344伊108元。
2. 2. 5摇 大气组分调节

保护区湿地植物群落丰富,能有效调节大气

组分,大气组分调节服务主要包括植物光合作用

释放的氧气和呼吸释放的温室气体两部分。
(1)释氧价值

根据植物光合作用方程,植物每生产 1 g 干物

质释放1. 2 g O2,氧气的释放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计

算,O2价值以我国工业氧的现价 400 元 / t 进行估

算[24],保护区沼泽和草甸植被地上生物量干重为

454916. 14 t,得出释氧价值为 2. 184伊108元。
(2)温室气体排放价值

湿地对于大气的负效应主要体现为温室气体

的释放。 黄河三角洲湿地主要以芦苇湿地排放为

主,温室气体排放价值主要计算芦苇湿地排放

CH4造成的价值损失。
黄河三角洲芦苇湿地甲烷排放通量的均值大

约为 15. 95 kg / hm2[24],其中保护区以芦苇为主的

草本沼泽面积为 20683. 35 hm2,碳的价格以瑞典

税率 150 USD / t 作为单位价值,按当年汇率换算

为 0. 0975 万元 / t,得出温室气体排放为 0. 078 伊
108元。 在计算时,本文以增温潜势(GWP)将相

同质量的 CH4换算为等温室效应的 CO2,1 kg 的

CH4产生的温室效应等同于 24. 5 kg 的 CO2产生

的温室效应[25]。
综上所计,大气调节价值为释氧价值减去温

室气体排放价值为 2. 106伊108元。
2. 2. 6摇 促淤造陆

黄河携带泥沙入海,在黄河口不断淤积成新

的陆地。 据利津站水文站监测统计,黄河三角洲

每年输沙量约为 1. 67伊108 t,这是该区促於造陆的

主要方式。
据统计, 近十年该区平均每年新增土地

1520. 98 hm2[26]。 东营市沿海新增加的土地每公

顷使用权转让价格为 0. 45 ~ 1. 5 万元,取其平均

值 9750 元[5],所以每年促淤造陆价值为 0. 148伊
108元。
2. 2. 7摇 消浪护岸

保护区湿地中淤泥质海岸具有较高的消浪促

淤、抵御风暴潮的功能,采用专家评估法进行计

算。 根据 Ledoux 研究成果[27],岸滩防御风暴潮

的价值为 9140 ~ 30760 USD / hm2,取其平均值

19950 USD / hm2,按当年汇率换算为 129675 元 /
hm2。 根据淤泥质海滩面积,得出消浪护岸价值

为 46. 863伊108元。
2. 3摇 支持服务

2. 3. 1摇 生物多样性维持

保护区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其中植物 393
种,野生动物 1555 种,其中鸟类 298 种,是国际重

要的鸟类栖息地、繁殖地、中转站。
目前发达国家对于自然保护区的投入每年约

为 2058 USD / km2,发展中国家也达到 157 USD /
km2。 该保护区对于维护生物栖息地、维持生物

多样性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采用 Constanza[28]

计算的全球湿地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价值 304
USD / km2,按当年汇率换算为 1976 元 / hm2,从而

得到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价值为 4. 102伊108元。
2. 3. 2摇 保持土壤

保护区湿地保持土壤的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湿地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二是湿地减少

土壤肥力流失的价值。
(1)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鄄2007),
无植被覆盖的滨海滩涂土壤侵蚀模数在 2500 ~
5000 t / a·km2,为中度侵蚀,取最小值 2500 t / a·
km2;有植被区覆盖度一般大于 60%,因此选取侵

蚀模数为 500 t / a·km2,为轻度侵蚀。 得出减少土

壤侵蚀量为 149. 13 万 t。 土壤市场价格按照 100
元 / m3计算(土壤干土密度为 1350 kg / m3),则保护

区湿地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为 1. 491伊108元。
(2)减少土壤肥力流失的价值

通过对保护区几处典型湿地土壤养分含量的

测定来估算湿地单位土壤 N、P、K 的平均含量,取
平均值 2. 755 %。 根据当年山东省土壤肥料信息

网,N、P、K 肥的价格大约为 1800 元 / t,得出保护区

湿地减少土壤肥力流失的价值为 0. 738伊108元。
综上所计,保护区保持土壤的价值为湿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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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土壤侵蚀功能价值和减少土壤肥力流失的价值

之和,为 2. 228伊108元。
2. 4摇 文化服务

2. 4. 1摇 旅游

保护区资源丰富,风景优美,特殊的自然条件

造就了其特别的旅游功能。 根据管理局统计数

据,2012 年保护区共接待游客 25. 13 万人,旅游

总收入为 1692. 32 万元。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消
费者剩余价值可定量为旅行费用支出的 40% 进

行估算;旅游时间价值=旅行总时间花费伊单位时

间的机会成本工资,机会成本工资一般为成本工

资的 1 / 3,因缺少国外游客的数据统计,均按国内

游客取 50 元 / d 进行估算。 最后得出旅游价值为

0. 374伊108元。
2. 4. 2摇 科教

保护区是生态系统天然的“本底冶和物种基

因库,是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其资源可为科学

研究和教育教学提供平台。
根据 Costanza[28]对全球湿地生态系统科研教

育服务功能的研究,湿地单位面积提供的科研教

育价值为 861 USD / (hm2·a),按当年汇率换算为

5596. 5 元 / (hm2·a)。 最后得出科研教育服务功

能的价值为 11. 618伊108元。
2. 5摇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

通过对保护区湿地 15 项主导服务功能价值

的评估,得出总价值为 123. 113伊108元(表 2),其
中消浪护岸价值最大,占总价值的 38. 07% ;其次

是调蓄洪水和提供食物价值,分别占 16. 52% 和

12. 46% 。 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

的大小依次为消浪护岸>调蓄洪水>食物>科教>
固碳>生物多样性维持>气候调节>供水>保持土

壤>大气组分调节>水质净化>原材料>旅游>航运

>促淤造陆。 其中四项评价项目中调节和供给服

务是最重要的二项,分别占 69. 67% 和 15. 45% ,
其次为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分别占 9郾 74% 和

5. 14% 。
保护区单位面积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为

5. 93 万元 / hm2,是 Costanza 计算的全球平均值

(3. 59 万元 / hm2)的 1. 65 倍,对比徐玉梅[6]、李
琳[7]等人研究的黄河三角洲湿地单位面积服务

价值 2. 45 万元 / hm2和 3. 85 万元 / hm2,本研究结

果较高,一是因为后两者的研究范围较大,研究区

为近现代黄河三角洲,而本研究区为黄河三角洲

核心区域;二是后两者只评价了物质生产、气候调

节、提供水源、调蓄洪水等 5 项和 9 项服务功能,
明显低估了黄河三角洲湿地的服务价值,而本研

究评价了保护区的 15 项服务功能;三是由于评价

方法和评价指标的差异导致的。 由此看出,本研

究更加全面的评估了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的

服务价值。
表 2摇 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Tab. 2 Evaluation results on service value of wetland ecosystem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一级指标 价值量 / 伊108元 价值比例 / (% ) 二级指标 价值量 / 伊108元 价值比例 / (% )

供给服务

19. 018 15. 45 食物 15. 344 12. 46

原材料 1. 049 0. 85

航运 0. 300 0. 24

供水 2. 325 1. 89

调节服务

85. 773 69. 67 调洪蓄水 20. 344 16. 52

气候调节 3. 830 3. 11

水质净化 1. 138 0. 92

固碳价值 11. 344 9. 21

大气组分调节 2. 106 1. 71

促淤造陆 0. 148 0. 12

消浪护岸 46. 863 38. 07

支持服务
6. 330 5. 14 生物多样性维持 4. 102 3. 33

保持土壤 2. 228 1. 81

文化服务
11. 992 9. 74 旅游 0. 374 0. 30

科教 11. 618 9. 44

总计 123. 113 100. 00 123. 113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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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结摇 论

(1)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服务总

价值为 123. 113 伊 108 元, 占当年东营市 GDP
(3000. 66 伊108元)的 4. 10% ,在东营市社会经济

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大项服务中供给服务占

总价值的 15. 45% ,调节服务占 69. 67% ,支持和

文化服务占 5. 14%和 9. 74% 。 具体提供的 15 项

服务功能价值大小依次为消浪护岸>调蓄洪水>
食物>科教>固碳>生物多样性维持>气候调节>供
水>保持土壤>大气组分调节>水质净化>原材料>
旅游>航运>促淤造陆。

(2)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是一项

非常复杂的过程,目前缺乏统一标准,其评价体系

和评价方法还有待完善。 本研究仅计算了保护区

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 15 种服务功能价值。 受资

料的限制、认识尺度的局限等,一些其它的生态服

务功能如原材料中石油价值、营养循环价值等并

没有列入本研究评价的范畴。 同时,由于基础数

据的匮乏以及一些评价方法的不足,导致评估结果

与实际价值间还存在一定误差。 因此,在今后的研

究中有必要对该区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过

程进行深入研究,并探索生态系统过程与经济系统

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力求全面准确的反映该区

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服务功能价值。
(3)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湿地为整个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

和环境条件,也为该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

态功能。 因此,在今后的湿地管理、规划中,要充

分重视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并对有

潜力的生态功能进行合理开发,使各项功能都发

挥最大的效益,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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